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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运用多种方式对一个班级的四岁孩子通过合作探索并对地下水环境元素

进行的表述方法进行了描述和反思。这些探索随着向孩子们再次介绍了几个儿童

制作的水下生物的壁画以后得以延续，这幅壁画曾经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展出了

一段时间。孩子们在幼儿园剧场中围绕壁画展开的活动促使他们开始设计和创造

三维表征作品来表现水下环境。在他们创造美人鱼尾巴、建构海洋生物的大的和

小的表征作品、以及表征真人大小的携带潜水器的潜水员的过程中，有关大小和

体积的概念占据了重要的角色。幼儿的个人和小组作品的样例以及对话的转录反

映了他们的设计、问题解决、建构和合作的过程。作者同时也对自身专业成长过

程中的经验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反思。 

 

引言 

2008年秋天，我来到博尔德旅行幼儿园参加了该园的教师教育项目的实习工

作。艾伦•霍尔是博尔德旅行幼儿园的主任。本论文中描述的事件发生在我在该

园实习的两个学期期间。我实习的这一年可以说充满了探究性学习的经验，它很

自然地整合了学术和社会生活两方面的内容。其中的一次经验是一个有关儿童创

造一个地下水环境的表征作品的兴趣的长期探究。虽然这篇反思文章只展示了这

次大型探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它反映了儿童在共同活动过程中所萌发的与大小和

体积有关的思考和对知识的一种共同建构。 

 

背景 

博尔德旅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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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德旅行幼儿园是坐落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一家私立幼儿园。博

尔德旅行幼儿园的教育哲学受到了意大利瑞吉欧艾米利亚市幼儿教育的影响,同

时它也吸取了建构主义、社会建构理论以及约翰•杜威、让•皮亚杰、列弗•维果

斯基、杰罗姆•布鲁纳、戴维和弗朗西斯霍金斯、霍华德•加德纳、罗里斯•马拉

古兹和卡丽娜•瑞那迪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以及该幼儿园 (博尔德旅行幼儿园, 

日期不详) 的支持性社会学习理论的经验。该幼儿园的基本价值观认为，孩子是

有能力的，具有固有权利的有价值的市民。 

  

教师教育项目 

因在学前教育的领导力和创新方面而闻名的博尔德旅行幼儿园致力于将真实

课堂教育经验和儿童、成人的学习、动机和发展理论相联系的专业发展。 

博尔德旅行幼儿园的教师教育课程包括在本园实习 12个月，并完成与科罗拉

多州丹佛市大学合作的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完成该项目要求的学生可以获得学前

教育的教师资格证书和教育心理学或学前教育的硕士学位。实习生与带教老师形

成一种共同教学的协作关系。他们积极地建构和保持与孩子和家长的良好关系，

同时计划、组织和促进班级探究活动和调查，做好经验的档案记录和同事间的交

流。 

 

个人背景资料和物质空间 

博尔德旅行幼儿园大约有 250 个孩子，年龄从六周到六岁不等。幼儿园提供

了全日制和半日制两种受教育方式。本文描述了十一班四岁孩子的工作过程。十

一班是该幼儿园面积（1400 平方英尺）最大的课室、也是孩子最多的班级。在

2008-2009 学年，十一班共有 31 个孩子（13 个女孩、18 个男孩）。其中 12 个孩

子是接受周一到周五的全日制学习。另外 19 个孩子中则有一日中来园数小时、

全天、或半天几种情况。在学年初，该班级最小的孩子是三岁十一个月，最大的

则是四岁八个月。四个带教老师和两个实习老师承担了共同教学的责任。 

在本文描述的事件中，孩子们与绘画室和小剧场的老师紧密合作。绘画室大

概有 350平方英尺，是孩子们运用多种艺术手段、运用自然和可回收材料聚集在

一起探索和创造的地方。小剧场的面积大概是 800平方英尺。班级一般会安排孩

子们在小剧场活动，有时有剧场老师的帮助，有时没有。在指定时间内，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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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在剧场内可能运用相同的材料也可能运用不同的材料。这是一个很灵活的，

孩子们可以设计、建构和创造表征的环境。 

 

海洋壁画的创造 

几个孩子曾为博尔德公共图书馆创作了一幅画在有机玻璃上的海洋壁画,正

是这幅画引发了本文中描述的儿童对涉及大小和体积探究的水下环境的长期探

究活动。一群孩子在图书馆看到鱼缸后的对话引发了他们对壁画创作的兴趣。对

这些对话的记录和反思促使我和同事设法鼓励孩子们通过绘画来表达有关图书

馆鱼缸的想法。最终的图画整合了对水下生活的真实状态的和想象的表征。连续

几个星期, 孩子们阅读了班上的参考书,运用了多种技术资源以及参观幼儿园的

鱼缸等方式在探究水下生物。注意到儿童表现出持续的兴趣,本班的老师和绘画

室的老师提议创作一幅大型合作壁画，把颜料作为另一种手段来表达他们的想

法。 

通过讨论和投票的过程,一组孩子决定他们中哪些人的画作可以放到合作的

壁画中去。孩子们并没有根据自己的喜好,是否是自己的作品,或者他们认为最好

的作品来选择,而是通过分类过程来选择图画作品，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趣。

举例来说,他们认为,如果某种东西只有一张画画，如北梭鱼或海胆的图画作品, 

那么这样的图画就应该被选上。他们还决定，除了真实的海洋生物以外还加进了

美人鱼。他们根据 “家庭”的类别来给美人鱼分组,认为应该画出不止一种的美

人鱼。他们在 2008 年秋季完成了壁画。这幅壁画后来就挂在了博尔德公共图书

馆,一直挂到新年才拿下来。 

 

图 1 壁画  壁画又回到了博尔德旅行幼儿园 

 

最初提出的问题 

与孩子们一起创作壁画让我完成了第一个学期的实习作业——它把幼儿、艺



 4 

术和社区联系在一起。在第二个学期，实习生要完成另一个研究生课程的作业，

这份作业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或孩子们持续的探究活动，设计和参与一个长期的研

究项目。当得知海洋壁画马上要重新回到幼儿园，通过观察孩子们在角色游戏中

表现出来的对水下世界持续的兴趣，我很想知道他们对壁画的回归会是什么反

应。这种好奇心引起了同事们的一番对话，也引发了我实习研究的问题：当孩子

们在一个新的情景中——小剧场中重新看到他们以前的作品（壁画）时，他们会

有什么样的反应？孩子们在幼儿园的不同空间里再次面对这一作品时，他们对水

下生物的进一步探究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我对这一点也很好奇。 

带着我的研究问题，我们向儿童重新展示了这幅壁画。剧场中的老师做了一

些剧场环境的准备来创造出一种水下的感觉。壁画挂在接近房间中央的地方。在

壁画的背景墙上，老师安放了镜子，挂了不同蓝绿色调的布条，光纤灯饰（后来

被孩子们看作是“海洋敌人”或海葵），以及孩子们最初为壁画创作的原始图画。

另外，房间的灯也调暗了一点，立体音响中播放出海鸥的声音，背景声中发出海

浪轻轻拍岸的声音。 

我和搭班老师邀请了曾参与这一壁画创作的几个孩子。剧场的老师认真地倾

听和观察他们的活动。孩子们热情地、但平静地重新熟悉他们的作品，与准备好

的环境互动并相互对话： 

麦克肯兹:看我画的美人鱼。 

摩尔根: 看我画的章鱼。 

忍•罗丝:我看到我的美人鱼就在这儿。 

摩尔根:我看到我的章鱼就在这儿。 

麦克肯兹:（指着光纤灯饰）这些是敌人—坏家伙—他们会叮住你。 

麦克斯: 噢！ 

忍•罗丝:我们是美人鱼！ 

麦克斯:那是什么声音？ 

麦克肯兹:那是海洋的声音。 

摩尔根:那些是鹰——那些是海鸥。 

麦克斯:我们在海洋上面，我们是美人鱼。 

麦克肯兹:我是雄的美人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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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翻阅这次经验的录像磁带时，我对剧场老师多次往后站，只是在那儿观

察孩子互动的过程而感到十分惊讶。同事和我发现，在这段时间内，孩子们好像

沉醉于对合作创作壁画过程的回忆中，既认识到作为个体对大组活动做出的贡献

（参看 New, 1998），也关注到了最近剧场空间特征方面的一些变化。 

孩子们在进行了最初的对话之后，在他们玩角色游戏、复述故事、与布料、

灯、和声音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壁画变成了一种背景。在剧场中，壁画的存在成

为多方面探索“我们怎样能把幼儿园的剧场变成一个海洋？”这个问题的催化

剂。我和同事估计这一转化能引发在剧场中进行角色游戏以及在幼儿园其它公共

区域里的探索活动。我们最初把注意力放在创设海洋的海平面上。作为一种提示，

我们与孩子一起讨论波浪看上去是怎样的。但是，孩子们的行为和讨论标明，他

们对创造波浪下面靠近海底的环境的表征比较感兴趣。 

反思一下那时的情况，我认为老师是从上往下地对海洋进行思考，而孩子则

是从沉浸在海洋中的角度进行思考，是从下往上。这一点要求我们重新组织自己

的思维，对作为教师的我们以及儿童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在海洋的表面下能发

现什么元素？ 

 

探索大小和体积 

孩子们带着将剧场空间转化为海洋环境这一目标，探索海洋的水面下能发现

什么东西这一问题时，他们的经验就包含了有关大小和体积的概念。 

在孩子们进行日常探索以及与物质世界和社会进行互动的情景中，我们观察

了儿童运用大小和体积概念的情况。从制作美人鱼服装的尾巴开始，儿童为剧场

空间设计和建构大小海洋生物表征以及一个类似真人大小的携带潜水器的潜水

员时，不断遇到有关大小和体积的情况。 

 

为美人鱼服装设计尾巴 

尽管看起来孩子们显然知道美人鱼不是真的, 但美人鱼在有关“海洋”的角

色游戏中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它们在壁画中的地位一样。在讨论剧场

要使用的服装时,孩子们表达了他们要做美人鱼尾巴的愿望。一位老师邀请了六

个孩子，他们都表达过想重新看一下几个月前刚开始创作这幅壁画时所用的那些

图画和图像。在设计的早期阶段,重新翻阅这一作品为我和同事提供了一个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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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下面关于美人鱼服装尾巴的对话发生在一次小组会议上: 

奥利维亚:如果我们发明了直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走路了,那会怎么样? 

老师: 美人鱼会走路吗? 

小组: 不会! 

老师: 那么美人鱼怎么活动的呢? 

玛丽: 他们会游泳。 

摩尔根: 如果他们用尾巴走路会怎么样? 

奥利维亚: 他们会依靠倾斜的脚趾站立。 

玛丽: 我是说我们需要把两只腿联在一起,并且用东西把它们的脚并在一起。 

马迪: 在你脚上,尾巴粘在一起,所以你的脚也要并在一起。 

麦克肯兹:美人鱼会用他们的尾巴触摸他们的鼻子。 

忍•罗丝: (分别指向脚趾和屁股) 尾巴可以从这儿摆到那儿。 

 

孩子们与服装有关的大小和体积方面的最初的思维出现在一次主题泛泛的对

话中。制作尾巴的想法很快就被剧场中其它游戏所代替, 它持续了差不多有一个

月的时间。当孩子们重新表现出制作尾巴的愿望时,我和同事为他们提供了纸、

圆珠笔和艺术家用的那种人物模型，邀请孩子们来设计美人鱼尾巴。最初，孩子

们观察并操控这个人物模型。对大部分孩子来说，它是一个新的参考工具。 

于是孩子们开始画美人鱼的尾巴，开始时他们好像并不考虑模型的大小。当

他们的设计被剪下来并装到模型上时，孩子们才发现他们设计的尾巴要么太大了

要么就太小了。带着这样的新信息，他们重新开始画。一些孩子运用了同样的策

略并通过试误的方法继续画。另一些孩子发现了新的策略。一些孩子开始画，在

画的过程中停下来比较画与模型的大小，然后在画上做必要的调整，直到调整到

合适的大小和宽度。另一种策略是画好尾巴剪下来，然后把它与模型相比较，最

后通过增补或者剪去尾巴的一部分来进行调整。 

我们想弄清楚儿童的这种经验最终如何逐步形成，并能指导他们设计与自己

身体一样大小的美人鱼尾巴。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周中，那些孩子开始做另一个

项目，所以那时不能再去回忆他们制作美人鱼尾巴的经验。倒是有一天在晨会上，

同一个班上的另外一组 5个孩子表达了要设计美人鱼服装尾巴的兴趣。老师与他

们分享了前面一个小组儿童的计划和有关尾巴设计的结果。用人物模型作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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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这些新的小组成员画了一些小小的尾巴图画，但是他们几乎马上就开始想到

要做和自己的身体一样大的大幅尾巴图画： 

麦克斯: 我们得做的长一点。 

伊万德：我们需要更多的纸。 

麦克斯: 我想量一下。 

麦克斯急忙跑向那个小小的木工房，寻找能够用来测量的工具，但是空手而

归。对话还在继续： 

伊万德: 如果我们穿在自己的脚上，我们就不能好好走路了。 

老师: 你提到的问题真有趣；上一组小朋友说到了美人鱼活动的其它方法。 

艾弗里: 那你的走路会很慢很慢，他们是会游泳的。 

泰勒: 他们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艾弗里: 我们缝制一个怎么样？我们得沿着身体的轮廓画一下，看看身体有

多大。 

贾斯廷: 但是我们的大小不一样。 

 

于是贾斯廷开始逐个面对面地站在其他孩子的旁边，然后用手在他自己的头

顶和其他孩子的头顶上来回比划。接着，他问他们几岁了。这样与几个孩子比较

了之后，贾斯廷认为，既然他们都是四岁半，他们的身高应该是一样的。伊万德

不同意他的逻辑。他告诉贾斯廷，他认为他们两人的身高相仿，但他已经五岁了。

然后伊万德又想到了艾弗里提出的把身体的轮廓画下来的想法： 

伊万德: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身体轮廓先画下来，然后再躺下来比比谁和他一

样高。 

艾弗里躺在这张纸上向其他孩子示范，脚跟要并在一起，脚趾向上，就像一

个尾巴一样。贾斯廷并没有先去描画他的身体轮廓，而是围着艾弗里的身体用剪

刀直接把他的身体轮廓剪了下来。然后，他沿着腰部把纸样一剪为二，把纸样的

上半身丢在一边，用下半身纸样放在其他孩子的腿上比划长度。可能是想起了之

前有关穿着美人鱼尾巴走路的讨论，他用透明胶带将尾巴固定在一个孩子的腰

部。然后，他让穿着美人鱼尾巴的孩子试一下走路，而他则观察美人鱼尾巴是否

粘得很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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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设计并测量美人鱼尾巴 

 

孩子们为美人鱼服装设计和制作尾巴时我分析了他们的语言和行为，发现儿

童对于大小和体积的理解有明显的发展。很显然，他们理解尾巴的大小必须与他

们身体的大小一致，特别是与腿的长短有关。而且，他们知道尾巴必须足够长，

要能够到鼻子才行，孩子们自己的高矮也不一样。 

孩子们通过实验改变了对于大小和体积的错误概念。与我合作的老师和我都

想知道，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需用大幅的纸张，或麦克斯能找到和运用测量工具

的话，他们的策略会有什么不一样。 

 

制作海洋生物的表征作品 

制作美人鱼尾巴的活动还在继续，那些想制作真实海洋生物表征作品的孩子

也遇到了与大小和体积相关的问题。 

在我住房的地下室里，我发现了一本关于海洋生物的旧书。想到孩子们可能

会感兴趣，我把它带到幼儿园与孩子们分享。有几个孩子对书很感兴趣，仔细观

察并讨论这些生物的身体特征。很快，有 8个孩子的小组就拿着这本书离开去画

画了。 

一个孩子拿着他刚刚画完的大鲨鱼图画去找老师，先解释了一番，说他现在

想要制作一个三维表征作品。老师对他提了一些相关问题，他自己去找到了一些

认为可用来制作身体的可回收材料。后来，他又去绘画室寻找其它材料来装饰鲨

鱼。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个小组的孩子都在从事类似的活动，做好的小小海洋

生物作品也越来越多。 

博尔德旅行幼儿园常年都在收集自然界的、可回收的和开放性的材料，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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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探索提供充足的资源。我和同事都认为，运用这些材料制作海洋生物可能

造就了关于大小和体积的丰富的合作机会。我们与儿童讨论了有关他们已经做好

的小型海洋生物作品，邀请他们考虑建构一个与大剧场空间相匹配的更大的海洋

生物作品。孩子们兴奋地接受了这一提议。一个孩子建议做一个章鱼，其他孩子

立刻同意了。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那些小型海洋生物的表征作品，儿童翻阅了描

述章鱼的参考书，并在网上观看了图片和视频。通过收集具有不同特征的章鱼的

图画，他们记录了自己的发现。（孩子们频繁使用研究和画画，把它们作为问题

解决过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图 3  探索并画章鱼 

 

在完成了最初的计划之后，孩子们通过运用比较而不是实际数量的方法，讨

论了制作章鱼的大小（举例来说，“章鱼和这张桌子大小一样，” 而不是“章鱼

有 64 英寸那么长”）。意识到选择材料的过程可能也有它自身的挑战，我们老师

有意识地将选择过程留给儿童，并准备通过提供一些建议来推动孩子的思考。我

们认为，这一选择过程对孩子在设计和建构过程中与大小和体积有关的理解是非

常重要的。 

孩子们开始在整个幼儿园的里里外外选择和收集材料。当注意到这个小组似

乎在材料的收集方面有一定困难，我和同事便建议他们到户外去找材料。户外空

间储藏了大量的长管子、管道、碗、桶和球等，这些材料在建构中都可以用。我

们觉得很有趣的是，虽然他们已经讨论过要做的章鱼是“和桌子一样大”，但是

当孩子们在户外寻找材料时，他们找到了不超过 6-8英寸长的小棍来做触角。 

我们很是疑惑，“是不是我们建议孩子先在外面寻找材料促使他们只找自然界

的材料，而不考虑材料的大小？如果我们先在幼儿园室内找材料的话，他们会选

择什么样的材料？更令人注重的是，孩子是如何理解“很大”这一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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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个孩子找到了一个长长的、透明的塑料管，并提议用它来做章鱼的触角。

这个有五个孩子的小组一致同意了这一想法，并建议把这根管子剪成 8段。决定

了每一段的长度后，孩子们运用了他们之前设计美人鱼尾巴的策略——与他们自

己的身体高度比较一下。他们认为，章鱼的触角应该和小孩的身体一样长。 

 

图 4  决定章鱼触角的长度 

 

在决定了用什么做触角以后，孩子们仍在寻找章鱼的“身体”。老师和孩子们

一起到画室寻找材料，老师提出问题来帮助孩子思考大小、形状和结构支架。通

过这样的过程，孩子们选择了一个旧的毂盖，因为就像一个孩子解释的那样，它

有可供粘贴触角的空间。 

我和同事提出建议，孩子们可以把找到的材料摆放在地面上开始下一个阶段

的工作——粘贴触角。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些材料改变了儿童的观点。他们都认

为之前的设计更像水母而不是章鱼。他们决定运用毂盖来做一个水母，这个想法

最后促使他们想到运用之前做章鱼的设计和建构过程来制作两个大的水母。 

这个小组随后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人员组成上的变化。制作章鱼的几个孩子开

始制作水母，而那些仍然留在原小组的孩子则邀请了其他孩子来一起制作章鱼。 

孩子们坚持运用塑料管来做章鱼的触角，部分原因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吸杯上

粘贴淡黄绿色的坚果壳。在尝试了几次制作章鱼“身体”之后，一个孩子建议使

用电线，这真是一个新的挑战——使用可牢固地固定那些触角的电线来建构三维

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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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操作摆放的东西 

同时，几个孩子开始制作海洋透视画，把做好的小型海洋生物作品也放在其

中。在与孩子讨论如何建构一个大的海洋生物作品时，老师已经与孩子交流了他

们所看到的现象，即原来的小型海洋生物作品因太小放在剧场中不易看见。有一

个孩子找到了一个厚纸板做的盒子，大约 2 英尺×2 英尺，并想把它做成剧场中

木偶戏的海洋透视画。老师们让孩子将自己制作的小型海洋生物作品也放到透视

画中，并认可他们也是生活在海洋中的小型生物。 

通过实验，孩子们好像理解了“很大”和“很小”的概念以及物体之间相对

的大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制作章鱼时出现的从二维设计的想法到三维加工制

品的转换。 

 

制作携带潜水器的潜水员 

两个孩子想在剧场的“海洋”中放一个类似真人大小的携带潜水器的潜水员

的表征作品。这两个男孩是在翻阅一份旧的《国家地理》杂志时产生了这种想法。

他们对其中的一张携带潜水器的潜水员游泳的照片很感兴趣。但他们并不满足于

以照片的大小来画一张携带潜水器的潜水员的图画，而是想放大杂志上的图片，

并把它扫描在纸上。 

他们最初尝试在老师的帮助下考察一下幼儿园的描图机，看看描图机能不能

在墙上投射出较大的图像。描图机类似幻灯机，但没有幻灯机那么高效，它能够

投射出男孩子想要的大图像。但是，它要求没有一点光线，幼儿园仅有符合这一

条件的教室太小了。 

男孩们向幼儿园的信息技术老师寻求建议，他帮男孩将携带潜水器的潜水员

游泳的图片扫描到了电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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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将潜水员图片扫描到电脑上 

 

这样，他们就能够把图片复制到幻灯片上，然后用幻灯机将它放大。（这是孩

子们对扫描仪的运用，扫描仪也成为他们将来研究资源中的一部分。）然后孩子

们将携带潜水器的潜水员图片投射到墙上，调至需要的大小——和一个成人身体

一样大——然后再在墙上把它描到纸上。 

 

 

图 7 投影扫描过的携带潜水器的潜水员图片 

扫描仪和电脑的使用使我和同事与孩子们一起认识了充分运用技术如何有助

对大小和体积概念进行思考。这次运用技术的经验影响了一个孩子对章鱼的重新

思考。他提议建立一个长长的轨道和一个小型发动机来把章鱼发射到剧场的上

空。随着学年结束日期的临近，在剧场老师和信息技术老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完

善自己的想法，测试一节一节的轨道，并考察了不同的发动机。这一想法目前还

没有实现，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上了小学的学前班。章鱼仍然待在剧场的某个角落

里。 

 

目前的反思 

在壁画重归幼儿园以后，孩子们的水下环境的工作刚刚开始时，我和同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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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通过参与行动研究，我们确定了反复出现的概念

性线索。本文描述的活动并不是有关海洋的主题研究，而是孩子们对海洋的兴趣

变成了几个研究的催化剂，其中包括了对大小和体积的探索。 

通过有关水下环境的表征工作，孩子们获得了对与空间有关的大小，以及对

物体之间相对大小的深层次理解。显然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能支持孩子进行真

实的、探究性学习的环境是如何鼓励孩子面对并开始共同建构对科学概念的深入

理解。另外，对孩子的观察和反思工作有助于我们肯定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的价

值。 

本文描述的经验中的一个共同主线是合作——儿童之间、儿童与成人之间和

儿童与材料之间的协作关系。对话和插图都强调了围绕着一个共同目标的持续的

思想交流。孩子们解决问题的方式通过合作得到了提高。大量的交流想法的机会

和把别人作为知识的资源能鼓励儿童进行对话，共同战胜面临的挑战。而对于参

与这个项目的不同班级的老师和绘画室的老师同样是如此。当面对认知上的迷惑

时，我们寻求其他老师或那些有可能提供灵丹妙药的老师的帮助。 

戴维·霍金斯（2000）写到，“要理解教学艺术的维度，尽管它是复杂的、无

穷尽的，但它同样也是一个无止尽的义务，需要不断的顿悟和更新”（p 41）。受

到了霍金斯的学习义务的启发，博尔德旅行幼儿园的老师们受到鼓励，要建立我

们自己的知识基础并沉浸到孩子们寻求理解的科学概念中。 

在以后的调查研究中，我会鼓励老师把问题带给儿童来解决。也就是说，当

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并不是马上给孩子提出建议，而是可以直接问孩子，“我们该

怎么做？”然后，老师可以在孩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支持孩子——指出问题，鼓

励他们在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法时，或在向前走的过程中吸取以往的经验，帮助他

们重新聚焦问题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我还认为，老师应该认真观察、记录并反思

孩子们正在做什么，他们可能感到困惑的每一个问题的关键点是什么。教师的自

我反思能够有助于他们选择可能扩展孩子思维的激励因素，同时这种刺激也可以

反过来重新运用于原来的问题。这一过程在一次调查实验过程中可能会反复发生

多次。 

调查的过程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最初的问题，引发老师和儿童的新发现。卡

丽娜•瑞那迪（2006），瑞吉欧儿童中心的主任，用下面的方式来界定“再认知”

的概念：“再认知是一种基本的尝试，是通过突出原先已经建构的联系、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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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挑战，以及以最终产生新的联系等方式来重新思考和重新理

解发生的事件” (p131)。 

在本文描述的事件发生一年以后，我发现自己还在继续着这种再认知的过程，

通过调查、反思和对话，思考关于孩子对大小和体积的探索和我作为一个教师的

日常角色。这一专业发展的连续过程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儿童和老师从中学到了

什么，我们有可能继续研究的其他方向，以及我们如何把已经获得的知识运用到

以后的儿童教育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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