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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鹅项目：第一个三岁以下儿童的项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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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项目活动报告描述了五个儿童的第一次项目活动之旅。这五个儿童（一个

婴儿、三个学步儿、一个幼儿园儿童）都来自一家私人日托中心。这项项目活动

对一群栖息在机构附近的一片水域中的加拿大鹅进行了研究。在本文所描述的活

动经验之前，作者只对 3 岁以上的儿童采用过项目教学法。作者已有 20 年的教

育儿童的经验，并在最近几年开始采用由莉莲•卡茨、西尔维娅·查德和朱迪· 哈

里斯·赫尔姆提出的项目教学法。作者的课程也受到了自己一直关注的意大利瑞

吉欧•艾米利亚幼儿学校的早期教育和保育方法的启发。通过自己的反思性日志、

录像和儿童作品样本，作者描述了儿童是如何对大量的刺激做出反应的。这些刺

激旨在让儿童更加深入地思考自己在项目活动中观察到的事物并把这些事物呈

现出来。 

 

背景信息 

我从事儿童教育的工作已有 20 年的历史，近几年来我正在采用由莉莲·卡

兹、西尔维娅·查德和朱迪·哈里斯·赫尔姆提出的项目教学法 (Project 

Approach)。儿童花园，即我的私立日托中心里的项目活动受到了我一直关注的

意大利瑞吉欧·艾米利亚幼儿学校的启发。我和儿童对这个项目活动都格外满意，

而且我们在对深层次的项目主题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加拿大的

鹅项目代表着我在组织 3 岁以下儿童的项目活动中的首次尝试。除了 5 岁大的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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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Marissa）以外，我们这个小组还有 13 个月大的莉莉 (Lily), 30 个月大的

亚历克斯 (Alex) 和 34 个月的双胞胎克里斯汀（Christien）和克尔顿 (克尔顿)。 

准备工作和项目的选择 

从我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开始，我们小组就一直经常去俄亥俄州韦斯特维尔市

的一个小型社区公园参观，去看胡佛大坝的加拿大鹅。这也意味着，这个小组里

的孩子，其中大多数现在将近 3 岁，在他们能走路之前就一直在探望那些鹅。那

个有着小港湾和操场的公园离我家只有 5 分钟的车程。春天到来的时候，成千上

万的鹅来到俄亥俄州中部的沼泽地。其中的几百只会在夏天的时候在胡佛大坝水

库安家。晚冬和初春时，我们就会开始寻找这些鹅的踪影。而且，三月底的时候

孩子们都兴奋不已，因为已经看到第一批鹅回来了。每个星期三，我们会带上郊

游早餐和许多剩余的谷物来到大坝玩上一个上午。在那儿，我们散步，在操场上

游戏并给我们的朋友——鹅喂食。我们也见证鹅在每年秋天时离开，那时我们会

定期过来看它们，直到所有的鹅都去了更温暖的地方。 

 

图 1 儿童在公园的鹅中间 

我在这个项目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让儿童熟悉调查和项目学习的工具。这

组孩子的年龄较小；他们中有的孩子还不会说话。尽管他们能够使用基本的手势

语言（也叫做“婴儿手势语言”，是一种经过改良的美国手势语言）来表达自己

的需求，这些儿童尚不能以一种易于纪录的方式交流自己的学习。在我看来，他

们似乎需要某些其它的“语言”——即洛利斯·马拉古兹在他的诗《儿童的一

百种语言》中描述的表征学习的方式。面临任务时似乎很让人气馁：我将如何鼓

励学步儿参与项目学习活动和调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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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日志摘录 

4 月 1 日：当我花了点时间思考这一组儿童各种各样的兴趣时，我发现了一

些很简单的事情。帮助这组儿童进行项目学习的最佳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实施项

目所需的工具！他们总能找到表达自我的东西——就像我能为他们提供的“语言”

一样多。我在他们所使用的任何媒介中通过与他们一同游戏来教育他们。事实是

——他们从能够接触到这些工具（泥土、颜料、蜡笔、积木等等）开始就一直在

使用那些工具。我从来没有强制他们进行表征。当然，我说的是 30 和 34 个月大

的那几个孩子。 

第一阶段：开始加拿大鹅项目 

为了和孩子们一起做出一个主题网络，我从我们去大坝之前例行的谈话为起

点。孩子们对我提供的有关鹅的一切信息总是充满了兴趣。“它们为什么来这儿？

它们怎么能飞这么久？” 当儿童开始要求增加每周去大坝的参观次数时，根据

我对孩子们兴趣的了解及他们提出的问题的观察，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开始研究鹅

了。 

在参与者不能直接评述的情况下要做出一个主题网络比较困难。5 岁的玛丽

莎之前已经做过许多项目活动，并在制作主题网络方面很有经验。 

 

图 2 加拿大鹅项目的主题网 

我又有了新的问题：在项目活动中，这些这么小的孩子的学习用何种方式来

表现？我认为，作为一个幼儿教师，我不能仅仅关注儿童的日常需求，还要帮助

他们用可以看得见的，能够加以评估的方式表征自己的知识和想法。我认为，这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2n1-brewer/0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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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活动必须给儿童提供一个自然进行研究的机会。因此，这个过程必须与儿

童的发展相适宜，必须植根于儿童的兴趣，同时也必须提供学习的证据。由此，

孩子们和我开始了共舞，即项目活动：表现出兴趣，提供刺激和进行调查。 

在加拿大鹅项目活动中，我会有意识地提供表征所需的媒介。在我们调查鹅

的好几个星期里我提供了许多媒介，用各种媒介帮助儿童学习，为儿童提供想法。

但我也总是提醒自己，让儿童自然地取得进步，而不是要求他们做出一些“看上

去像”蛇或鹅的东西。 

实地日志摘录 

4 月 7 日：当我们画画时，我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块调色板。调色板只是一

块简单的纸板，我们一起走到存放画画的架子边，孩子们选择自己画画时想用的

颜色。亚历克斯总是把调色板上的颜色混合在一起。三个男孩中，亚历克斯总是

第一个把调色板上的颜色混合起来的人。其他两个孩子有时也会那样做。我给他

们每个人一支画笔，鼓励他们在用不同颜色的颜料之前要冲洗一下画笔。我只是

鼓励，而不是强迫他们这样做。我希望男孩们慢慢能（对他们的学习——译者注）

进行表征，但我不想妨碍他们在把颜料混合在一起所享受到的乐趣。亚历克斯就

特别喜欢看着把所有的颜料混在一起。我也准备给男孩们提供上面只有一种颜色

（黑色？）的调色板„„所以我不会像往常一样问他们：“你今天想用什么颜色

的颜料？” 我有只提供一支画笔的哲学，因为作为一位喜欢画画（不，我不擅

长画画，不是艺术家）的成人，我得到的教育是只用一支画笔，除非你想改变线

条的粗细。因此，我也以同样的方式鼓励孩子们。就我看来，每一种颜色的颜料

都要有一支专门的画笔并不好。因为最终颜料还是会混到一起，然后十个颜料罐

里的颜料就都混起来了。我有意试图帮助孩子们正确使用颜料和画笔。根据我的

经验，我也知道（1）儿童喜欢有一个自己的调色板，而且（2）除非他们有意把

颜料混合起来，他们最后的确会开始冲洗画笔，这样就不再把颜色混起来。 

第二阶段：调查加拿大鹅 

实地工作：拜访胡佛大坝的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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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周都会有个郊游早餐。这时我们总会带上我们的“发现背囊。” 背

囊里装着一叠卡片、钢笔／铅笔、放大镜、标品盒（以备我们找到所需要观察一

周的东西）和双筒望远镜。我们会穿得暖暖的，然后坐上那辆魔车，即我们的白

色大货车。 

 

图 3 在公园里使用放大镜 

实地日志摘录 

4 月 8 日：„„和一群学步儿在一起，实地工作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全都与

感官体验有关。我相信，正是风的低吟、水面上的鳞鳞波光把这些孩子吸引到此

地。我知道从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它们就吸引了我。对莉莉来说，看鹅的那天是感

官感到很愉悦的一天：从水面吹来的风轻拂她的小脸蛋儿，小鸟在耳边啾啾吟唱，

眯起的眼睛中看到了阳光。她喜欢鹅、海鸥和鸭子发出的声音。我听见她发出类

似鹅的叫声。当她发出像海鸥的叫声时，她觉得有趣极了。看到海鸥从头顶飞过，

鹅围着野餐餐桌发出轧轧的声音时，她开心地笑了。婴儿期就是一个如此充满好

奇的时期。她用手捏着面包自顾自吃了起来，也不喂给鹅吃，但喜欢鹅在她周围

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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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莉莉不把面包喂给鹅吃 

表征：模型制作 

在与玛丽莎（5 岁）的交谈中，我说给鹅在大坝泥土里留下的脚印做一个模

型倒是很有趣的。她同意那样做会“很美妙”。在我们在实地制作模型之前，我

们在感官经验桌子上先对一个沙子和贝壳的模型制作进行了体验。由于我们对制

作模型没有先前的经验，我自制了一个小沙盒，放上一个朋友从佛罗里达给我带

来的贝壳。我们把贝壳和自己的手指和手掌按进沙子里，然后看看我们的做法留

下了什么印记。那对双胞胎，克尔顿和克里斯汀也参与了这一次的体验活动。在

沙里玩了一会儿后，我们开始做模型。 

实地日志摘录 

4 月 14 日：对亚历克斯而言这是一次很好的感官体验。沙是湿的，他通常

不会去接触这些沙。他对沙子粘在手上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我们指出沙子是可以

擦掉的，他才感觉好了些。只有一个孩子选择用手来做模型的印记。这个孩子就

是克尔顿。其他孩子用贝壳在沙子里制作图样。现在我们正在等待„„星期六：

克里斯汀用刷子把模型上的沙子刷去。他很兴奋！“哦，真好看！” 他惊呼道。

并把模型上做出的贝壳与原型的贝壳放在一起相对比。 

 

图 5  用贝壳和海星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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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处理湿沙 

 

图 7  在实地参观时做的鹅脚印模型 

其它表征性经验：素描、绘画和地图 

在做加拿大鹅的项目活动过程中，儿童以他们各自的表征方法进行学习。尽

管孩子们都很小，而他们所用的表征方法却是幼儿期比较典型的表征方法。我也

更加明确地知道，儿童以自己的方式表征他们的学习。 

随着项目活动的进行，亚历克斯越来越有意于他的素描。他甚至认识到把自

己的名字加到作品上，会使作品更有意义。“这是我的名字，” 当他把自己名

字中的 A 写在画的一边时骄傲地说。 

实地日志摘录 

4 月 28 日：亚历克斯颇令人惊奇。他没有画任何人可以描述的东西，但他

的确（1）有意识地观察鹅，并在纸上作标记；（2）看上去直接模仿旁边小孩的

作品（不是模仿画的内容，而是模仿他们画画的方法）；而且（3）在模仿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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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儿之后，他会关注自己的技巧，并开始在纸上作一些小的特意的标记。他的有

意性的发展真令人兴奋。 

 

图 8  30 个月大的亚历克斯所画的鹅 

尽管他并不是一个很能说的孩子，当另一个孩子破坏他的作品时亚历克斯变

得极其能说。 

实地日志摘录 

5 月 12 日：我正在工作，耳边传来一句“莉莉，不要这样！！” 然后是一

声哭叫。亚历克斯走到门前大叫：“莉莉毁了我的作品，莉莉把它撕了，莉莉把

它撕了！” 莉莉的确把亚历克斯的第一幅画从纪录墙上拿了下来，然后正在撕

扯其中的一个角。在把画从莉莉那儿抢过来的时候，亚历克斯把画的边角弄得皱

皱巴巴的。他极其紧张！ 

他的反应似乎表现了他对自己创造的作品所投入的感情。 

在某个时候，玛丽莎决定不再画那种长着长长的睫毛、戴着嵌有珠宝皇冠的

卡通鹅，她开始参加这个项目活动以后，就喜欢通过观察来画画，这种画清晰地

表征了加拿大鹅独有的特征和体型。 

克尔顿用动作来继续他的调查。他用身体动作来表明他对一些事情怀有很浓

厚的兴趣。如从大坝顶上飞泻而下的流水声、或者鹅是如何走路的。他模仿岸边

的鹅，摇摇摆摆地走路。当鹅在游泳时，他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除了身体以外

他没有尝试用任何其它的媒介手段进行表征。他移动身体的方式、他举步时的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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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本身就是一种理解的语言，即是他认为即将发生的事物和他如何运用身体来

表现对该事物的理解之间的对话。 

克里斯汀进行调查时格外投入，以致宁愿错过一餐饭也不愿意中断调查。除

非他自己想参加，否则他一般不参加其它活动。任何刺激都不会引起他对某个活

动的关注，除非他自愿参与——我可以接受这一点。我相信，关注儿童的兴趣，

评估其发展，让儿童与自己的环境进行互动以建构他自己的知识是很重要的。我

认为，克里斯汀的学习是螺旋性的：他想知道，他用手头有的东西进行调查，他

持续地学习直到自己完全理解了才罢休，然后他会继续新的学习。由于他长久以

来对大坝地区的兴趣，他对这一地区颇为了解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他的画所表现

出来的理解却让我大吃一惊，就如接下来的实地日志和录像所展示的那样。 

实地日志摘录 

5 月 18 日：„„我已经带上了画画用的纸，一个叫“水池镜”（潜望镜）

的看东西的新工具，望远镜和放大镜。当我们喂鹅的时候，我为孩子们提供了画

画用纸和笔。亚历克斯和克里斯汀想画画。亚历克斯画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克里

斯汀画了好一会儿。他在画上画了很多细节。他画画的时候我在观察他，并就他

的画和他交谈。他画得很快。标记也作得很快。看看克里斯汀画画时的录像。 

 

图 9 克里斯汀（34 个月大）正在画地图 

实地日志摘录 

http://ecrp.uiuc.edu/videos/v12n1-brewer/drawing.mov
http://ecrp.uiuc.edu/videos/v12n1-brewer/drawing.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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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当我之后收到克里斯汀画画的录像时，我大吃一惊。当我仔细

查看他画上的所有细节时发现，他已经画了一幅这个地区的精确的地形图。他画

了水域的边界、石头围起来的停车场、随处可见的鹅、以及我们坐下来给鹅喂食

的那个地方。他也画了一些蛋，尽管更准确地说这些蛋应该是在岛上的。之所以

把蛋画在那个地方，可能是因为他的纸上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画岛了。这点我尚不

知道，而我在未来的几周中也没有其它机会去拜访这对双胞胎了。时间是学习的

关键，所以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但当我看到地图时，我的确意识到它是一张

地图。我想他之所以画得这么快，是因为他有自己要表征的东西。这是他的第二

幅画。在第一幅画上，他在纸的一边画了一条很粗的弧线。弧线画到纸外面去了，

克里斯汀对此似乎不满。他扔了那张画又重新画了起来。我也没有保存他扔掉的

那张画。但我保存了后来那张画，而且它让我很是吃惊。我告诉克里斯汀他长大

后最好去当工程师，但他已经对妈妈说他长大后想当蜘蛛侠医生。 

 

图 10  克里斯汀的大坝地图 

 

图 11  克里斯汀的地图和图例，选自多次的展示活动 

实地工作：学习孵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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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和前年的两个春天，有几个孩子已经有过和我一起孵化小鸡的经验

了。我对孩子们解释说，当小鹅在鹅蛋里慢慢长大时，我们去观察鹅蛋是不安全

的。在讨论和重温过去孵蛋的照片之后，孩子们和我决定启用孵化器来孵化我们

从本地蛋场弄来的受精蛋。这些蛋要孵化 21 天。我的预测是，在蛋里的小鸡孵

化时，孩子们可以方便地触摸和翻转鸡蛋，把蛋放在光下检查也没关系。 

实地日志摘录 

4 月 14 日：玛丽莎记得以前孵过小鸡。她再次看到孵化器时格外兴奋。她

还记得小鸡是如何花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力气破壳而出的。“它们只是拼命地呼

吸啊呼吸。” 

4 月 22 日：今天我们很开心。周末时，双胞胎和我去了大坝。克尔顿和克

里斯汀观察了一窝鹅蛋（一个有蛋的巢）。我们谈到鹅爸爸和鹅妈妈是如何轮流

照看蛋窝的，我们在那儿时也得以观察鹅爸爸鹅妈妈换岗守护蛋窝的情况。克里

斯汀认为，蛋窝可以叫做妈妈／爸爸窝，而不是鹅的巢或者窝。我把男孩和我发

现的妈妈/爸爸窝的情况告诉其他孩子。玛丽莎看到这个窝兴奋不已。我们的确

孵化过小鸡，但那只是为了和鹅蛋进行对比，所以孩子们可以看到在光的照耀下，

小鸡是如何在蛋里成长的。（他们不能观察一枚加拿大鹅蛋的发育过程。） 

5 月 1 日：我们就快有小鸡了。我已经对蛋进行了对光检查，至少在一枚蛋

里看到了鸡仔的活动；我相信至少有两个鸡仔是能孵出来的。我认为应该让孩子

们在这周一对蛋再次进行对光检查，这样孩子们能看到鸡仔在蛋里是如何慢慢长

大，直到把整个蛋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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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对鸡蛋进行对光检查 

在对蛋进行对光检查后的那天，我们讨论了鹅蛋和鸡蛋在大小上的差异。男

孩们帮助我把从仓库拿来的一只鸡蛋打开。克里斯汀看到蛋里没有鸡仔时很惊

讶，尽管他每周至少吃一次鸡蛋，他也曾帮助他的妈妈和我烹饪。“鸡宝宝去哪

儿了？” 他问道。我们讨论了里面没有鸡宝宝的库藏鸡蛋。我说，“如果我们

想要有鸡宝宝的鸡蛋，我们得去农场拿。库藏鸡蛋里没有鸡宝宝，这些蛋是用来

吃的。” 

 

图 13 看看蛋 

 

图 14 莉莉和蛋。 

尽管孵化器险些发生意外，即当我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时 （长到足够使蛋冷

掉）孵化器断电了，但一些鸡蛋最终还是孵出小鸡了，以前我们孵小鸡时也是这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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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看看孵化器里面 

实地日志摘录 

5 月 9 日：小鸡！！！„„啊（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打电话和发邮件告

诉了孩子们的家长。克尔顿和克里斯汀 c 走了过来。克里斯汀和我真的在录像里

看到了一次孵化。哦，天哪，多么美好的一天。很多录像。克里斯汀告诉我，小

鸡从自己的蛋里出来他非常开心。克尔顿终于说出了“孵化器”这个词。他们俩

之前都没有尝试说过这个词。在（终于）三个小鸡出壳之后，我们喂它们吃东西

喝水，照看它们，观察它们，听它们的叫声并一直为它们担忧。 

 

图 16－17  手握新生的鸡宝宝 

在实地调查时发现对窝的掠食和破坏 

我已经发现，当调查的主题涉及到生命时，它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死亡。

孩子们和我在研究加拿大鹅的时候体验了这一事实。 

http://ecrp.uiuc.edu/videos/v12n1-brewer/hatch.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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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日志摘录 

4 月 22 日：（玛丽莎、亚历克斯和我）（今天）在小岛上发现的东西让我

们格外气愤。我们周六发现的三个窝中已有两个遭到了外来侵略者的侵犯，蛋壳

和蛋黄随处可见。几天前我们看到这些窝时它们还是空的。现在它们里面装满了

鹅下的蛋，但是被掠食者洗劫一空。这些窝其中的一个窝的主人——那一对鹅正

在窝的附近岸边游泳，并对着我们发出轻轻的叫声。玛丽莎，一个情感较为丰富

的孩子，看得目瞪口呆。我认为她可能会不安和大叫，但她只是很气愤。我们可

以看到掠食者是一只大狗；我们有一只圣伯纳德狗和一只小山狗。而我们发现的

脚印的大小更像是圣伯纳德狗干的好事。玛丽莎捡起蛋壳说它比鸡蛋壳大多

了„„当我们往货车走去时，玛丽莎发现了那儿有很多由更喜欢家居的物种——

人——所堆积的垃圾。玛丽莎抬头看看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环境打扫干

净？”亚历克斯唱道：“打扫干净，打扫干净。” 就在那儿，我们三个人做了

一些即时的清洁工作。在这个地球日，我们在没有制订庆祝地球日的真实计划的

情况下，通过自己的行为再次强化了我们对保护地球的认识„„ 

 

图 18  清理垃圾 

两天之后，当我们发现了另一个装满了蛋的窝时，我们也找到了庆祝地球日

的理由了。 

实地日志摘录 

4 月 24 日：我们很期待去调查（窝）。双胞胎的妈妈，弗吉妮亚（Virginia），

和我们一起去进行了调查。我们在岸边玩，找了一会儿蜗牛壳，然后去岛上找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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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呐！那儿有好几个地方都有窝。其中一个窝里的爸爸妈妈都在，所以我知道它

们下了一窝蛋。我们叫男孩过来来，每次观察一个蛋窝„„弗吉妮亚则继续看看

是否还能找到更多的窝。她发现了另一个窝，然后大叫着告诉我们„„她很兴奋，

对我们说：“看，这个蛋窝已经孵出小鹅了！” 然后我不得不告诉她有关狗掠

食的情况。我让她看看泥土里狗的脚印和已经“孵化了” 的蛋的位置（大约 5

英尺远，在岸上）。我认为玛丽莎会是一个要哭的孩子„„弗吉妮亚不相信竟然

发生了这么悲惨的事情。我告诉她和男孩子，是一只狗吃了那些鹅蛋。克尔顿重

复道：“狗狗吃了‘它们’，” 所以我清楚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知道蛋

里面会有什么，因为我们在一起烹饪时允许孩子把蛋打开。在他自己辨别蛋白和

蛋黄的时候我看着他。他小心谨慎地拿起破了的蛋壳，并握在手上有好一会儿。 

我们谈到的那只狗是宠物还是被“遗弃”的狗尚不清楚。但很显然，它喜欢

吃蛋——对我和孩子们来说这个事实让人感到遗憾。尽管我们对事情的这一转变

都颇为伤心，但项目活动还在继续进行，而且我更加相信，有关伦理和关爱地球

的深层次学习也出现了。  

 

图 19  观察窝里的鹅 

 

图 20  破蛋——在蛋窝里掠食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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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用双筒望远镜看鹅 

在第二阶段，孩子们和我除了孵蛋、画画、做模型和观察鹅，还进行了几个

其它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去图书馆找我们在大坝看到的鸟禽的书籍，去另一个

公园，问那儿的饲养员有关鹅的问题，去动物园参观和与水上警察交谈，看看我

们能否针对乱丢垃圾的行为和无人看管的狗做一个标牌。我们为了照看我们的鹅

朋友想出了许多方法。 

 

图 22 在动物园参观时莉莉正在看鸭子 

 

图 23 在公园画画 

第三阶段 结束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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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活动本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但实际上有些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

孩子们开始调查胡佛水库和大坝的其它生物。我们走在岛上找窝的时候，孩子们

经常会收集蜗牛壳，以拿回家观察。他们也会关注有趣的虫子，还有岸附近的小

鱼。我们随身还带了个潜望镜，它打开了调查的另一扇门——看看水下有什么东

西。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有关鹅的知识，看来可以在继续调查之前把它们“暂时

搁一下”了。 

实地日志摘录 

5 月 19 日：我们正在准备结束项目活动！由于孩子们对蜗牛壳感兴趣，我

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潜望镜。小鸡也孵出来了，我们有关鹅的学习也似乎完成了。

项目活动往往就是这样：它们能把我们引向其它方向。我发现我们这里的情况就

是这样。由于做一个针对学校学习的项目活动的时间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我们不

能进入到其它领域去，所以仍把这个项目活动称为鹅项目。也许在未来的某天，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胡佛大坝生物” 项目。时间会说明一切。我们决定在 22

号的结束典礼上与孩子们的家长、兄弟姐妹和朋友（他们将是我们的特别来宾）

分享我们在项目学习中的成果。我们对这一项目学习如此的投入，以致需要结束

这个项目和继续后面的活动的想法的出现好像有点突然。我很快就用电话联系了

家长，看他们是否能于 22 号来参与我们晚间的特殊活动。 

 

图 24 使用潜望镜 

在我们的结束活动的早上，我问玛丽莎，对于我们小组的项目学习活动她愿

意分享一些什么东西。她希望能够重温每一个细节！我们讨论了小组成员、照片、

手工制品。录像剪辑部分展示了玛丽莎为我们的客人所做的报告。 

http://ecrp.uiuc.edu/videos/v12n1-brewer/goose.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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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为客人准备了特别的款待——窝。这些蛋窝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

简单的巧克力点心。（有时我们使用奶油糖果并称它们为“干草堆”，但在这次

典礼上，我们使用了巧克力来制作，并称之为窝。）我们在每个蛋窝里加了三粒

白色乔丹杏仁来代表鹅蛋。尽管我们只是用食物来表现窝，玛丽莎很清楚自己想

让窝看起来更“真实” 并尝试把巧克力棒摆得到位。亚历克斯开始的时候在帮

助我们，但后来决定去跟莉莉玩。 

 

图 25－26 纪录专栏 

教师对鹅项目的反思 

我非常享受这个项目活动。我们经常会问孩子们，对某个项目他们最喜欢的

是什么。当我问自己的时候，我必须说和孩子们在一起是项目活动最好的一个方

面——不仅仅作为老师，而是在过程中真真切切地与孩子在一起。他们非常有意

思。当莉莉找到在轧轧作响的鹅群里行走的勇气的时候，我在场。有一天我观察

到克里斯汀在绘图，当我发现他已经画了一幅有关自己非常熟悉的地区的地形图

时，我很开心。当克尔顿站在大坝的顶端，试图找到从大坝的一边到另一边的声

音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参见录像：声音的难题）时，我在注视他。

当亚历克斯表现出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鲜有的对生命的敬畏的时候，我在场。当

玛丽莎承担起把自己的知识与比她要大好多的人们分享这一任务时，我也在场。 

在这个项目中我制定的许多计划并没有实施。我知道孩子们中有两个对环保

主义者的工作很感兴趣，而且我原想去参观一家照看受伤的加拿大鹅的农场。我

们本想访问几个专家，但因时间的缘故无法实现，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养成向专家

http://ecrp.uiuc.edu/videos/v12n1-brewer/noise.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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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答案的习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的工作是为了我自己的大学毕业设计而纪录

的，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重新安排不得不取消的活动。我有段时间对此颇感遗憾，

但之后开始慢慢接受，即即使没有这些令人激动的研究，孩子们也学到了自己感

兴趣的东西——潮起潮落为哪般？鹅在陆地与在水里的行动方式为何不同？—

—从而增长了他们建构理解知识的能力。 

孩子们也学到了一些如何成为学习者社区中的成员的知识——即他们每个

个体都能为整体做出贡献。他们每个人都能为小组做贡献，即使是组里最小的孩

子莉莉，也提供了她对项目活动的印象和表征。孩子们也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在成

长，他们越来越热爱大自然；并且知道，作为地球的公民，我们对地球是有义务

的，如保持地球的干净并善待生活在这里的生物。玛丽莎和亚历克斯感到最不安

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水库的岸边发现大量的垃圾。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孩子们

越来越能理解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做这些事，不是因为觉得有些事我们必须做，

也不是把这些事看成我们必须处理的机械的事情，而是因为我们怀着一种体验生

活之乐的情怀，以及我们有对他人和对周围世界的爱。 

 

 

图 27－30 孩子们的“享受生活乐趣和对他人和周围世界的爱” 

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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