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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life teaching is helpful to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kindergarten
teaching. The teaching of kindergarten life is centered around the world of children's life, from the
existing life experience of children, so as to enable children to study actively and happily in the
friendly atmosphere and familiar environment. In the concrete teaching based on children's daily
life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fe-oriented teaching base,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of social life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 life-oriented teaching, with lively kindergarten life as the core to rebuild the kindergarten life teaching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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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幼儿园生活化教学有利于加速幼儿园教学改革的步伐。幼儿园生活化教学围绕儿童的生活世界，从
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使幼儿在亲切的氛围和熟悉的环境中主动学习，快乐学习。在具体教学中立
足儿童的日常生活重建生活化教学之基，通过反映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来丰富幼儿生活化教学的内容，
以活泼的幼儿园生活为核心重建幼儿园生活化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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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当前幼儿园教学的问题及改革的形势，需要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幼儿园教学改革的突破口，有针
对性地提出策略，以求变革的有效性。幼儿园生活化教学注重关照幼儿的生活世界，与幼儿的实际生活
融汇贯通，不仅有利于改变当前幼儿园教学中偏离幼儿生活经验的现象，更有利于帮助幼儿将感性经验
生动形象地上升为理性经验。

2. 幼儿教学生活观的必要性
幼儿园教学违背幼儿生活世界，在教学目标制定中与《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契合度低，幼
儿园教学偏小学化的现象亟待解决。

2.1. 幼儿园教学背离幼儿生活世界
幼儿的生活世界本事丰富多彩的，而当下幼儿园教学中教师更注重教学任务的完成，忽略了教学过
程中幼儿的情感体验与个性发展，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教材上的科学知识是对生活世界的提升和抽象
概括，幼儿的认知发展水平很难达到完全理解和掌握，教学活动也变得枯燥乏味。《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的颁布，人们开始回归幼儿的生活世界，逐渐将教学知识和幼儿自身发展需要结合起来，打破
了单一传统的集体教学模式，开始注重幼儿个性发展的需要，教学中积极的将游戏活动与日生活动紧密
相连，在丰富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渗透了幼儿教学生活观的理念，推动了幼儿自身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幼
儿教学改革的深入。

2.2. 幼儿园教学目标与《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契合度低
《指南》以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素质基础为目标，以促进幼儿在体、智、徳、美各
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核心，旨在引导幼儿园教师和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了解 3~6 岁幼儿学习与
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建立对幼儿发展的合理期望[1]。幼儿教学生活观以幼儿生活为切入点，从幼儿
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在教学中关注幼儿的情绪情感，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幼儿能够在教学中
充分发挥自己的已有经验，并将这种经验迁移到幼儿教学中，处在 3~6 岁发展的幼儿本身意识不到这种
无形的迁移，这个时候教师在教学中就要组织并适当指导好幼儿的学习迁移，幼儿在生活中所获得的动
作技能，行为习惯，情感态度等迁移到教学中可能产生积极影响或者消极影响，所以在教学中，根据《指
南》提出的在五大领域对不同年龄段具体学习与发展目标，促进幼儿自由全面的发展，使幼儿在教学中
学会生活，在高质量的生活中享受更好地教育教学。

2.3. 幼儿园教学偏小学化
近年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虽然学前教育普及程度有所提高，但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现象日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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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强调的是传统的以灌输为主的教学观，违背了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指南》中指
出：“要合理安排一日活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
的需要，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1]。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只是为了迎合家长的需求，
却忽略了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这种强硬的“灌输”加减乘除式幼儿教育对幼儿身心造成极大伤害，使
幼儿还未入学就已经开始厌学。游戏应该是幼儿一日活动中的基本形式，幼儿在游戏中获得知识经验，
在游戏中体验成长的快乐自由，这种天性现在却被拼音算数抹杀了，孩子不但不会感到快乐，反而背上
了沉重的包袱，心理健康都开始受影响，灌输式教育并没有达到教学任务中的知识获得，而是束缚了孩
子在关键期的语言能力、思维逻辑能力的发展，幼儿教学生活观就是要真正走进孩子的生活世界，关注
孩子的兴趣，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

3. 幼儿园生活化教学的目标
教学目标的制定是幼儿园教学设计的起点，对幼儿教学内容的构成和方式起着规定作用[2]。

3.1. 幼儿园生活化教学目标制定的依据
泰勒提出的教学目标主要有三个来源，分别是对学生的研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和学科专家的
建议，教育目标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教学目标的选择更不能“一把抓”，在有限的时间如何高效筛
选出少量的教学目标，在此基础上泰勒提出了两个筛子分别是教育哲学和学习理论。教育哲学，即办学
宗旨，泰勒在这里更多强调的是教学目标要与办学宗旨一致，并不是规定学校一定要信奉哪种教育哲学；
学习理论，泰勒认为通过学习理论可以明确两个“区分”，一个是“可能期望通过学习过程使学生产生
的变化”和“不可能期望产生的变化”，另一个是“在特定年龄阶段可行的目标”和“需要花费很长时
间才能达到的目标”[3]。根据泰勒的理论，将幼儿园生活化教学目标制定的依据确立为对幼儿的研究、
对幼儿生活环境的研究和学前教育专家的建议。
对幼儿的研究包括幼儿身心两方面，教学目标的设立一方面要考虑到幼儿生理发育特点，即幼儿的
身高体重，骨骼肌肉以及脑机能的发展，注重幼儿发展的关键期和敏感期；另一方面要关注幼儿的心理
发展特点，考虑幼儿的实际需要，注重幼儿的认知发展水平的同时不能忽视幼儿的个性发展与社会化。
幼儿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即属于社会的人，并会被培养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其生活也是社
会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价值取向影响着幼儿教学目标的确立。学前教育领域的几
次教学改革也在不断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将教学目标着眼于幼儿自身发展的需要。值得关注的还有幼
儿所处的社区也为幼儿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例如社区的宣传栏便为幼儿带来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
教科书的编写通常是由专家完成的，学科的专业化和深入化有时容易掩盖其基础教育的作用。从赫
勒的日常生活概念出发，人降生于一个独立于他而存在的世界中。这一世界对他表现为既成事实；但是，
正是在这一世界中他必须维持自己，考验自己的生存性[4]。所以学前教育专家的理论在注重专业的基础
上也应考虑幼儿实际发展的需要，关注幼儿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个别化生活，提出的针对教学目标的建议
既要满足社会需求又要满足幼儿个体需要。

3.2. 幼儿园生活化教学目标的确立
从幼儿生活化教学目标制定来源(即依据幼儿、幼儿生活和幼儿专家建议)确立具体的幼儿园生活化教
学目标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从幼儿内在需要的角度出发，幼儿园生活化教学的目标可以分为：1) 促进幼儿身体健康成长，使幼
儿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能愉快地生活。2) 引导幼儿对周围的事物和现象感兴趣，能激发幼儿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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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求知欲。3) 鼓励幼儿与周围的人交谈交往，在学会倾听他人想法的同时也能学会清楚地表述自己心
里的想法。4) 鼓励幼儿积极参加各项艺术活动，并勇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体验。5) 让幼儿热爱生活，体
验生活中的乐趣，并能在理解和运用知识的基础上体会生命的意义。
从幼儿生活环境的角度出发，幼儿园生活化教学的目标可以分为：1) 教会幼儿爱护动植物，关心周
围环境，学会亲近大自然。2) 带领幼儿参与到社区社会实践中去，增加幼儿的生活经历，积累幼儿良好
的情感体验。3) 引导幼儿学会与人交往，合作和分享，学会爱父母，尊敬师长，团结伙伴。4) 鼓励幼儿
在与他人交往中学会简单的交往技能，培养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
从幼儿技能发展的角度出发，幼儿园生活化教学的目标可以分为：1) 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引
导幼儿正确使用普通话表达交流幼儿。2) 培养幼儿动手动脑能力，在探索中寻找问题的答案。3) 培养幼
儿感受生活和艺术作品美的能力，使幼儿能自发的表现和创造美。4) 培养幼儿基本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
学习习惯，激发学习兴趣与好奇心，增强学习的主动性与专注性。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还可以根据幼儿不同年龄分段进行，力求每个阶段的目标互相嵌套紧密相连。
如小班教学目标作为奠基要力求贴近幼儿生活，中班教学目标参考小班教学目标的完成度继续延伸和拓
展，大班教学目标进一步升华和深入。在实施时间上可以分为学期目标、季度目标、周目标和一日目标。
幼儿教师在制定目标时要同时考虑到幼儿认知，技能和情感的三维发展模式。目标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
服务教学，最终达到促进幼儿健康成长的目的，其实现不可一气呵成，坚持循序渐进和脚踏实的原则回
归幼儿本真发展。

4. 幼儿园生活化教学内涵初探
儿童的生活世界与成人不同，儿童的世界是在游戏中获得直接经验并不断创造的过程。在游戏中，
幼儿充分释放自己的天性，体验游戏带来的轻松愉悦的情感情绪，并主动去探索创造，通过想象和操作
促进个体认知、情感和社会性发展。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到幼儿教学要遵循自然的原则，幼儿就像未
熟的果实，而大自然就是其身心成长规律，如果成人违背规律，打乱秩序，早熟的果实经不起考验便会
腐烂，儿童则呈现出老态龙钟的模样[5]。幼儿园教学要符合幼儿不同年龄阶段身心发展规律，教学的任
务强度不宜大于幼儿的承受力。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强调了幼儿教学生活在本质上就是要最大限度的
满足幼儿成长的需要，让幼儿在丰富的情感体验中理解和提升生命的意义[6]。教师提供并筛选适合幼儿
学习的教学内容，学会创造和利用生活情景，激发幼儿参与的热情，唤醒幼儿情感表达。
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即教育”，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
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4]生活化教学将生活和教学紧密相连，二者不是孤立存在，在理解上我
们要避免片面和误区。生活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熟悉的氛围，教学的每一次成功实践都为生活质
的飞跃积累了经验。
幼儿园生活化教学围绕儿童的生活世界，从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使幼儿在亲切的氛围和熟悉
的环境中主动学习，快乐学习。幼儿的身心发展水平和特点决定了幼儿园教学要主动贴近幼儿生活，引
起幼儿的情感共鸣，唤醒幼儿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价值的体验。幼儿园生活化教学就是要立足于 3~6 岁
儿童的生活世界，利用生活世界带给幼儿的有益经验顺利迁移到教学中，让幼儿在自身熟悉的世界里主
动学习，快乐学习。幼儿的生活世界丰富多彩，但儿童的思维逻辑能力和理解总结能力发展尚未成熟，
其积累的经验不够，而且多数为感性经验，教师在组织室外活动等各种游戏中要多捕捉幼儿有意义的情
景，在游戏中多引导少参与，给幼儿自主探究的机会。幼儿也是发展中的人，由于其年龄和身心发展的
特殊性，需要有引导性的鼓励和促进，而他们不仅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感知和适应，还要学会与周围的
人进行交往合作，他们自身的感性经验一方面可以有助于他们的理解，同时也需要他们在适应中不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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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和完善自己。幼儿教学生活观追求幼儿在教学中获得对生命意义的体验的提升，重新对唤醒对幼儿生
命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这种教学观不是对生活的复制粘贴，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强调教学对幼儿个人生活
还有社会生活的作用，注重教学对幼儿生命的意义和影响。幼儿教学生活观在本质上就是要最大限度的
满足幼儿成长的需要，让幼儿在丰富的情感体验中理解和提升生命的意义。在这种教学中，教师要以平
等的地位和幼儿交流，两者互相尊重，打破传统的权威型教师观，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重新确立幼儿的
主体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幼儿是认知和建构的主体，通过教师营造的新型教学氛围促进幼儿的主体性
发展。幼儿教学生活观的适宜性就是要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规律和需要，提供适合幼儿生活的教学内
容和情景。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热情，达到促进幼儿发展的目的。

5. 推进幼儿园生活化教学的策略
幼儿园生活化教学要立足于幼儿日常生活世界，牢牢把握住幼儿生活世界的特点，以教学生活与社
会生活的关系为纽带，以活泼的幼儿园生活为核心从三方面加以建构，使教师和幼儿在教学中充满获得
感和幸福感，真正推进幼儿园教学改革的开展。

5.1. 立足于幼儿日常生活世界重建生活化教学之基
立足于幼儿生活世界的幼儿园生活化教学，重点关注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否具有幼儿意识，这
要求幼儿教师能充分把握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不仅要系统学习学前儿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还要研究幼
儿的身心特点，把握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共性与个性，并把身心发展的规律运用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
的变革中，教学内容是整个教学设计中的中心环节，设计者要持有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教学内容的筛选能
力，认可儿童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生活世界，教师应引导幼儿从生活世界中发现问题，组织幼儿自
己探究问题，培养幼儿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幼儿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得以发展的基础上学会
幸福快乐地生活。
幼儿教师在开展生活化教学时既要适应不同年龄幼儿的共性，又要考虑不同幼儿的个性而因材施教，
既要利用他们的表现性强、创造性强的特点而开展探究学习与创造学习，使幼儿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参与
体验，又要利用他们合作意识较差、学习专注性不强的特点而有计划地开展集体教学，培养他们的合作
精神，促进同伴关系的发展。而教学中平等和谐的师幼关系，热切融洽的教学氛围则是贴近幼儿日常生
活的最优选择。

5.2. 通过反映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来丰富幼儿园生活化教学的内容
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均对幼儿有较大影响，
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应把这些信息和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幼儿教育教学的重要方式与途径。
幼儿园生活化教学是教师专业生活和幼儿日常生活的有机结合，反映了幼儿与教师具体的生活世界[7]。
家庭和社区是幼儿生活的第一环境，也是幼儿前期经验沉淀的场所，涵盖了更多幼儿成长和生活的问题。
教材上的资源主要来源与专家的预设，可以帮助幼儿的关键期经验的养成，但难以和幼儿的直接经验结
合并吸引幼儿的兴趣点。教师学会关注幼儿身边的“生活小事”，充分利用家庭和社区这两种珍贵的教
学资源并科学合理地融入教学组织中，需要教师具有教学机智。教学机智是教师对幼儿活动的敏感性以
及幼儿的发展需要和可能及时地引导幼儿学习的能力，它要求教师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儿童的尊重、
公正的态度以及冷静沉着的性格等[6]。不仅如此，教师将时代的特点及社会的动态变化渗透到幼儿教学
活动中，还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和更新新理念，带领幼儿走出教室，走进社区，到社会中去体验，到大
自然中去学习，亲近和熟悉多种社会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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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以活泼的幼儿园生活为核心重建幼儿园生活化教学理念
幼儿园生活是教师和幼儿共同营造的生活世界，不同的活动构成了幼儿园生活并体现了幼儿园生活
的丰富性，活泼的幼儿园生活应体现在幼儿的日常活动、游戏活动和教学活动中[8]。
(1) 在日常活动中开展生活化教学
幼儿的日常生活在幼儿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幼儿的一日活动从晨间入园到离园不仅是培养幼儿独
立生活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教育和引导幼儿的良好时机。教师在一日常规中要多从周围生活世界中提
取素材，将有教育价值的内容嵌入到日常活动中，实现幼儿对周围生活环境的理解。幼儿教师要抓住日
常活动契机对幼儿进行科学合理的指引，丰富日常活动的形式和状态，使幼儿在重复的活动中也可以快
乐地接受和学习技能与知识，并唤醒幼儿的情感共鸣。学会利用日常活动中的各种环境和氛围，为幼儿
随时随地创设学习的机会。比如，在幼儿午睡前后，个别小班幼儿独立穿衣存在困难，此时，老师就可
以根据情景合理地引导幼儿，使幼儿学会如何独立穿衣。这种生动具体的日常活动情景更容易帮助幼儿
提供生活经验。
(2) 在游戏活动中开展生活化教学
游戏是幼儿在幼儿园最普遍的活动形式，也是最受幼儿喜爱和欢迎的活动，因为在游戏中幼儿身体
放松，心情愉悦，不同的游戏带给幼儿不同的满足感和获得感[9]。幼儿不仅能在游戏中获得快乐，也能
在游戏中获得直接经验。《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教育应寓于游戏之中，以满足幼儿多方面的发展
需要，使他们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10]陈鹤琴还提出了“游戏化教学”，
他认为在幼儿园教学中各种知识和能力都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幼儿获得。“他游戏的时候，会忘了自
己，用全副的精力，去做他的游戏。”幼儿不仅能在游戏中获得快乐，更重要的是对儿童的感知觉以及
身心发展都有巨大影响[11]。活泼的幼儿园生活的重建离不开丰富的游戏，更离不开游戏化教学。游戏本
身就是对幼儿生活的再现，在游戏中教师要鼓励和引导幼儿发挥其主体性，在活泼的幼儿园游戏中展现
幼儿的主动性，教师在幼儿游戏时要适时、适当的介入，以免破坏幼儿游戏的趣味性、自主性和探究性，
幼儿教师还可以以参与者的身份介入，例如在幼儿进行角色游戏时，教师可以担任某角色介入，引导幼
儿的游戏活动。教师和成人对幼儿的游戏干预因素要尽量降到最小，结合观察到的幼儿已有经验和兴趣，
以幼儿自身发展和需要为目的，我们是要在游戏中提高幼儿的各方面能力，而不是在设定好的情境中提
高幼儿的游戏能力[12]。教师不仅是幼儿游戏的参与者，更是合作者和支持者，坚持“高水平，低姿态”
的原则在游戏中开展生活化教学。
(3) 在教学活动中开展生活化教学
幼儿园教学活动目标明确，一般是对幼儿已有经验的提升，从幼儿教学改革生活观的角度出发，更
强调教学活动要立足于幼儿周围生活环境，从幼儿已有经验出发，多为幼儿还原生活情境，让幼儿在熟
悉的情境中进行还原式学习。关注每个幼儿的学习特点和性格特点，结合幼儿的需要和兴趣，在具体的
教学活动学会观察和及时调节自己的教学策略。比如在分享阅读活动中，幼儿看到不同的画面会有不同
的感受和反应，我们既要总结孩子们的共性又要抓住每个孩子的个性，在教学中重点针对共性继续开展，
鼓励和保护好孩子的个性发展，很多教师为了节省时间，害怕麻烦，往往会对“特例”幼儿忽视或者一
带而过，孩子的个性和天性就是在一次次不重视中被泯灭的。孩子的兴趣也是随着成长而不断发展的，
不论是宽度还是深度的发展，教师都应该善于观察和发现孩子的兴趣变化，并依次来开展和制定孩子关
键期发展的教学活动。如在进行科学教育活动时操作材料应该贴近幼儿生活，一方面便于幼儿知识经验
迁移，另一方面能迅速吸引幼儿探究兴趣。同样地，在美术欣赏活动中，教师为幼儿选择欣赏对象时，
也可以从幼儿生活中寻找素材，如对小动物闹钟的欣赏。在音乐活动中，也可以利用幼儿日常接触多的

DOI: 10.12677/ass.2017.611191

1366

社会科学前沿

任静 等

物品，如水杯、筷子、碗等让幼儿感受到生活中不同声音的美妙，从而进一步丰富幼儿对音乐学习的热
爱。教学活动内容还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设定和选取，正如现在春暖花开，是组织幼儿接触自然的大好
时机，让幼儿亲自体验和触摸大自然的一花一草，激发幼儿对自然和周围环境的热爱和探究欲。
总之，幼儿的生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开展幼儿园生活化教学需要回归幼儿本真的生活环境，将教
学与生活紧密相连。在教学实践中幼儿教师能主动考虑幼儿已有生活经验，合理设计教学目标制定教学
内容，真正让幼儿在生活中反映学习，在教学中体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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