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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记录了美国东南部一所公立学校中的学前班幼儿和老师开展的第一个

方案活动。文中的图片、工作案例、儿童言语记录以及教师的描述为我们呈现了

整个活动的开展情况。笔者以实施学习标准的学校环境作为此次活动的背景，并

对这些记录下来的事件进行了解读。  

  

学校环境 

这个活动是一所公立小学中的学前班幼儿及其教师开展的第一个方案活动，

这所学校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学龄前儿童（开端计划）到五年级的儿童。其中百分

之七十的学生家庭在经济上都比较困难，还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学生只具有“有限

的英语能力”。因此，它符合参与州和联邦政府资助的“标号 1”项目的要求。 

 

选择话题：以新的眼光看问题  

    沙琳·惠勒和她的学生每天都会在来回学校的路上经过一些草莓地。他们的

学校位于一个离市区不远的小镇上，这个小镇的冬季草莓很有名。草莓节是他们

一年一度的盛事，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然而，今年的冬天有些特殊，

异常的低温天气导致了一场冻害。社区居民聚在一起讨论维持草莓正常生长所需

水量的影响，草莓地因此也频频出现在晚间新闻上。 

此时沙琳正好在和班上的孩子们一起筹划首个方案活动，她很想选择一个与

孩子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且这个话题要能够“帮助孩子们充分地理解他们自

己的经验和环境”，还能“加强孩子们去关注周围值得关注的现象的意识”(He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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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z, 2001, p. 14)。由于草莓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沙琳班上的很多孩子都有家

人在当地的草莓工厂工作，因此她推断，研究草莓农场能够帮助孩子对他们每日

经过的草莓地“去熟悉化”，能够使孩子们从新的视角来看待它们。所谓的“去

熟悉化”，即以新的方式观察日常事物，将其与已有经验联系起来，并透过表面

进行更深入的观察。 

 

初步计划：关注“目的”  

    选择了这个主题之后，沙琳便着手制定初步计划。她没有一开始就想与主题

有关的活动，而是以大脑风暴的方式想出她所知道的有关主题的一切事物。这个

预期的计划网络图（图 1）有助于她进一步挖掘话题的深度，考虑活动可能采用

的方式以及孩子们可能感兴趣的领域，同时还帮助她思考如何激发孩子对主题的

思考 (Helm & Katz, 2001)。她还列出了社区中可用的资源，并着手联系实地参观

或课堂参观。  

图 1. 教师制作的预期计划网络图 

    在初步计划中，沙琳也很关注在活动中获得学业知识和技能，因为这受到她

所在学校的重视，并且在当今的学校课程中也很普遍。她发现这个活动能够提供

一个丰富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儿童可以充分地学习各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因

此她是“有目的地”(Copple & Bredekamp, 2009)寻找将学习标准渗透到真实情境

中的契机。例如，在对学习标准进行了研究后，沙琳就意图在活动的每一个阶段

找机会将各种知识技能联系起来。沙琳发现，她能用多种方式在它们之间建立联

系，例如上一堂相关的小型课；提供建议并在儿童操作时指出事物之间联系以明

确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有意识地指出计划和交流中的知识和技能等等。通常，在

方案活动中能够渗透很多学习标准。下文对儿童活动的记录能够说明其与学习标

准之间一些潜在的联系。  

 

阶段一：找出共同经验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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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一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找出儿童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已有经验，以便使活动

与其建立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发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Katz & Chard, 2000)。

由于教师和孩子们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活动，沙琳也想在准备实地调查时与孩子

们分享一些经历，并为他们提供锻炼调查技能和熟悉调查程序的机会，如写生画、

访谈、收集资料等。这些程序很契合州科学学习标准。例如在自然和科学实践领

域中有这样的观念：学生要熟悉研究的过程，包括形成调查问题、研究问题、收

集资料、分析资料、交流结论。  

 

初步会话 

    为了激发讨论，沙琳与孩子们分享了一些共同的经验。孩子们初期的谈话都

集中在用草莓做成的食物上，吃草莓是每年草莓节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一个孩

子的说法不同：“当天气变冷，草莓被冻住，这样它们就不会死了。”但几乎没

有人讨论草莓是怎么来的、它们是如何生长的，这让沙琳觉得很意外。因此她推

断，“到幕后”去观察种植和收获草莓的过程可能值得进一步研究。 

    为了丰富与孩子们会话的内容，沙琳为孩子们提供了观察实物的机会。例如，

她买了一株草莓带到学校，将它放在科学观察站（图 2）。它激发了孩子们观察

的欲望和好奇心，并被记录在“观察-好奇心-学习”（OWL）表中。在这些初期

的对话中，沙琳发现班里的孩子非常擅长提问题，但她想了解孩子们知不知道如

何通过调查来找到问题的答案。她问孩子们如何才能找到更多的信息，他们建议

多查阅书籍资料。沙琳觉得利用第二手资料来收集信息是个很重要的方式，因此

搜集了各类相关图书帮助孩子们开展研究。她也意识到，孩子们缺乏亲身调查的

前期经验，因此她打算为孩子们增加练习调查的环节。 

 图 2.沙琳老师买了一株草莓带到学校。 

    “你们有多少人会在来学校的路上看看车窗外面？”沙琳问孩子们。所有的

孩子都表示他们看过。“那你们有人看见草莓了吗？”这个问题引发了孩子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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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见过的所有农场的讨论。此时沙琳引出了一个词：“实地调查”，并且提出

要参观草莓农场进行第一手调查，这个提议激发了孩子们极大的热情。  

    沙琳介绍了实地调查的价值之后，孩子们的行为和讨论都发生了转变。实地

调查和孩子们以前所经历的实地参观不太一样。在这次实地调查的信息收集和记

录中，每一个人都有重要的责任。大家还可以把实地记录和物体带回教室，以便

再观察。随着阶段一的不断开展，沙琳有意为孩子们提供机会去练习调查的程序，

如观察、采访、收集资料、对物体进行探究和实验、用平面或立体的方式呈现调

查结果等。 

    沙琳发现，在初步会话中强调了两条幼儿园学习标准： 

LA.K.4.2.1: 能够通过绘画或写作创造多种呈现信息的方式（如标签、清

单、图表、 观察记录、总结）。 

SC.K.N.1.2: 观察自然界，并且知道它们是由我们的五官感受到的现象。 

 

观察记录 

    沙琳说，有一种方法能让孩子们找出有关草莓的更多信息，那就是仔细观察

并记录他们所看到的事物。因此，他们不仅在教室里画草莓，还会跑到教室外面

画马修先生的拖拉机。马修先生是专门负责并维护这片场地的人(Figures 3 & 4)。

有些孩子能够准确地画出他们看过的东西，并且还能准确地“放大”植物或拖拉

机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孩子似乎不太清楚从哪开始，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在观察了孩子们第一次尝试性的绘画之后，沙琳计划再给孩子们一次机会来创作

“第二次”绘画，她想到一些帮助孩子们进行细致观察以及在绘画过程中进行指

导的策略，以丰富他们绘画的内容。 

图 3.贝瑟尼画的草莓。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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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特雷画的拖拉机。 

    这些活动体现了如下几条幼儿园学习标准： 

SC.K.N.1.4: 观察物体并能创作包含该物体主要特征的视觉表征。 

SC.K.N.1.5: 能够意识到学习能够通过认真的观察获得。 

VA.B.1.1: 能够运用知识并借助视觉艺术来创作和交流多种物体的

特征、象征意义和想法。 

 

立体表征 

    在这个方案活动中，沙琳还有一个目标：为孩子们提供去了解不同媒介的作

用和缺陷的机会，使孩子们能够在工作中熟练运用多种媒介 (Helm & Katz, 2001, 

p. 14)。她与孩子们讨论“让思维可见”的意思，这样大家就可以共同分享各自的

想法。她还总结了大家已经试过的一些方法，如写生画，然后使用“二维”这个

词来形容这种表征方式。那要让孩子们从二维过渡到三维的表征方式，他们会怎

么想呢？沙琳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沙琳请孩子们仔细观察草莓并描述他们看见了什么。奥斯卡说他看见了红

色、白色和棕色的籽。约瑟夫发现草莓越往上颜色越淡。柯林指出草莓上有绿叶。

孩子们还使用了圆形的、椭圆的、长的、肥的、短的、瘦小的等描述性词汇来描

述草莓的形状。这次讨论大家交流了二维和三维形状（如圆形、球体等）的区别，

发现了有机物和非有机物形状的差异。沙琳认为粘土是制作立体草莓的好材料。

因为孩子们之前已经有了使用粘土的经验，因此沙琳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冷硬粘

土。下文记录了一段孩子们研究粘土时的一段对话： 

约瑟夫：这跟橡皮泥一样。 

哈维尔：我以前在我们教堂玩过这个。 

约瑟夫：这个感觉挺硬的。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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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莱克：我什么都知道，但我不记得它叫什么了，不过我知道它很

凉。 

   约瑟夫：所以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橡皮泥，它有点硬又有点凉。 

    对粘土进行了一番探究后，孩子们开始用它来做草莓了。沙琳提醒孩子们要

特别注意草莓的形状和结构。在观察孩子们操作的过程中，她记录下了孩子们使

用的各种方法。过了一会儿，有些人还在制作，有些人开始用双手或将手按在桌

子上将粘土压扁。哈维尔发现他能够将粘土搓成一根长长细细的蛇形线圈，这是

用粘土制作物体的一种常用方法。他举起线圈放在草莓旁边说：“惠勒老师，这

个形状不对。”于是他将线圈对半折叠起来，但是他对这个形状仍然不太满意，

然后他又把粘土放在桌子上，用自己的手肘碾它。他发现：“现在它跟煎饼一样

平，这个形状还是不对。”受到哈维尔的启发，其他小朋友决定试一试他的方法。 

    玛利一直与她身边的人交谈自己的发现和使用粘土的方法。她花了很长时间

思考如何做一个和自己看到的草莓的形状和直径一样的粘土草莓。她做了很多尝

试，当做出来的草莓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时，她会将其全部碾碎重新开始。她非常

在意形状是不是一样的。当她制作的草莓直径较大时，它的形状有些平，不像是

椭圆形。最后，她勉强接受了一个比较平的草莓，不过这个草莓的形状轮廓与她

所预期的还是比较一致的。这样，她完成了制作立体草莓的挑战。 

    很多孩子对探索粘土的特征很有兴趣，但托尼的方法却与众不同。他一直非

常关注草莓本身。他观察了很长时间，将草莓转过来转过去，还用自己的手指测

量草莓的直径和高度。最后当托尼拿起粘土的时候，他非常的安静而专注，时不

时地停下来比对粘土和草莓。直到他觉得满意了他才宣布：“惠勒老师，我完成

了。”在这个过程中，托尼运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了一场深入的观察。 

    特雷弗也遇到了挑战，他想要做草莓上的籽。一开始，他试着将草莓上的小

籽移到粘土上。期间，孩子们还在观察和交流各自的工作。亚历克西斯赞同托尼

的做法，他也觉得有必要去做草莓上的籽。她将整个草莓压到粘土草莓上，看看

这样能否留下印迹。结果令人不太满意，孩子们开始讨论其他的方法： 

哈维尔：我们可以用铅笔来帮忙。 

乔丹：不行，那样会把我们的粘土染黑的，我们可以用手指来做。 

约瑟夫：我想我们应该用把刀。 

布莱克：可是那样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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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那就用塑料刀。  

乔丹：塑料刀也不行，我们要的是尖尖的小洞。 

    听了他们的对话，沙琳在桌子上放了一些塑料刀叉（图 5）。孩子们马上拿

起这些工具进行探究。约瑟夫觉得刀子做的洞太大了，乔丹还不小心把草莓切成

了两半。然后他们拿起叉子来尝试，发现它非常好用。还有一些孩子继续探索制

作籽的方法。特雷弗和哈维尔用他们的指甲来做。而布莱克想到了另一种方法，

他把字母卡片从他的铅笔盒上拿下来，用卡片的角在草莓上戳洞。 

图 5.柯林在制作草莓上的籽。 

    孩子们在制作立体草莓的活动中达到了幼儿园科学、数学和视觉艺术方面的

学习标准： 

SC.K.N.1.4: 观察物体并能创作包含该物体的主要特征的视觉表征。 

SC.K.P.9.1: 知道材料（如纸和粘土）的形状是可以通过裁剪、撕、

揉、压、卷等方式而发生变化的。 

MA.K.G.2.5: 能够运用基本的形状、空间推理和操作来制作生活中

物体的模型和更复杂的形状。 

VA.A.1.1: 知道并会运用不同的媒介、方法和程序。 

VA.B.1.1: 能够运用知识并借助视觉艺术来创作和交流物体的特

征、象征意义和想法。 

 

搜集并探索相关物品 

    对草莓探究了几天之后，孩子们开始从家里带一些与主题相关的物品到学校

来，其中有草莓筐和一些绿色的一品脱大小的空篮子。沙琳与孩子们仔细的研究

了它们，并讨论它们的名称，这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问题的机会。一些

孩子不知道如何将篮子放到草莓筐里，也不知道一个筐里能放几个篮子。他们假

设这些容器与它们的容量有关。沙琳老师这样做来回应他们：她调整了草莓筐和

篮子的方向并将它们放到一起。经过多次翻转和重新排列之后，他们发现要把所

有的篮子转到一个方向就能放到筐里，最后整个草莓筐装下了 12个篮子（图 6）。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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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孩子们在探究草莓筐里能放下几个篮子。 

    有一名幼儿把草莓筐的名称与班上用来对上学天数进行计数的积木块中代

表“百”的积木联系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叫“flats”。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草莓

筐能够装 100颗草莓呢？沙琳问孩子们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孩子们提议说要

数一数。沙琳觉得很奇怪：“数什么呢？”他们满屋子搜集各种他们认为可以代

替草莓的材料：积木、草莓形橡皮、泰迪熊计数器等。尽管沙琳觉得不同大小的

草莓会影响到数量的多少，但孩子们还是更关心这个容器能够容纳多少物体。 

    为了记录数量，布莱克说他觉得他们应该将每个物体先画下来之后再数（图

7）。乔丹认为他可以写数字，哈维尔说可以在日历板上画线，这是一种计数符

号。尝试了一会儿，布莱克发现画画需要的时间太长了，在画了五幅图之后，他

转而去画计数符号了。乔丹和哈维尔一开始用计数符号，但是最终在重数的时候

他们还是决定用写数字的方式来检查他们的工作（图 8和图 9）。 

图 7.布莱克为记录数量而画的“草莓”。

图 8.乔丹用符号记录篮子里物体的数量。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6.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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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哈维尔用数字来记录数量。 

在一次集体活动中，孩子们向全班同学报告了他们的发现。沙琳把他们记录

在纸上的数据写到黑板上，然后他们将所有的数量加到一起，发现一共有 338个

“草莓”。玛利激动地说，一个草莓筐能装不止 100个草莓，因为还有四个篮子

是空的，但已经有 338 个了！在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中，孩子们运用到了数数、

记录以及部分相加得出总量的技能。这个活动还为孩子们提供了探索容量和体积

概念的机会。幼儿先是数每一个篮子所装物品的数量，然后相加得出大致的总量，

最终计算出了草莓筐的容量。 

孩子们在探究草莓筐容量的过程中，达到了两条幼儿园数学学习标准： 

MA.K.A.1.1: 能够用语言、书写或操作来表征 20以内物体的数量。 

MA.K.A.1.2: 能够运用数数、基数概念和序数、比较、排序、建立

20以内数量的集合来解决问题（包括集合问题）。 

 

采访来访的专家 

沙琳从当地高中的农业部邀请了两位“草莓大使”来参观自己的班级。两位

高中生来到学校专门为孩子们作了一场简短的展示，还为他们班级提供了一些宣

传手册、相关物品（如草莓形的橡皮）和一段视频。沙琳认为这次参观能为孩子

们提供一些经验，这样可以帮助他们继续探索他们已经知道的和他们想知道的东

西。同时，她认为这是孩子们“练习”访谈技能的好机会，这也正是沙琳想让孩

子们在实地调查中运用的。因此，沙琳问草莓大使是否愿意接受孩子们的采访，

他们表示非常愿意。 

在草莓大使参观前一天，孩子们就开始为采访提问做准备了，并商定了谁负

责问什么问题。以下是几个例子，问题的后面是大使的回答： 

布莱克：一颗草莓成熟要多久？35天。 

玛利：草莓只生长在弗罗里达州吗？不，加利福尼亚、缅因州、新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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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舍都可以种植草莓。但大多数农民会在缅因州买草莓苗。 

约瑟夫：（事先未准备的问题）什么是苗？他们就是很小的草莓植

物，农民种植的是苗而不是种子。 

杰西卡：草莓是如何生长的？它们需要阳光、土壤、空气和水。 

约瑟夫：草莓的最上面会有叶子吗？是的。那它们怎么能长到那

呢？草莓起先是圆圆的长在花里面的。 

本：草莓一共有多少种？120种。 

布莱克：为什么草莓的籽长在外面而不是里面呢？草莓就是这个样

子，它们是唯一一种籽长在外面的水果。农民们种的并不是籽，他

们种的是苗。 

玛利：为什么很多草莓地的周围都有湖？当气温很低的时候，农民

需要整夜对草莓进行灌溉，湖里的水可以通过洒水装置浇到草莓

上。而且农民可以观察湖来获知地下水位。 

特雷弗：水是如何帮助草莓不受冻害的呢？当气温降到零下的时

候，草莓内部的汁水会冻住，这样草莓会被冻死。水能提高草莓的

温度并保持在 32 度，使草莓免受冻害。 

乔丹：为了防止害虫，农民会喷洒农药吗？会的，这些农药对人是

无害的，不过你们在吃任何水果之前还是应该先洗一洗。 

杰恩：在农场上是如何种植草莓的？农民将草莓苗种在地里，并用

塑料膜盖住。然后有水、阳光和空气，它们就慢慢生长起来了。  

    在向大使专家提问的过程中，幼儿达到了学前班的语言艺术、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方面的学习标准： 

LA.K.6.2.1: 会提问题，并且知道能从专家或老师那里获得信息。 

SS.K.A.1.2: 有刨根问底的精神。 

SS.K.E.1.1: 能够描述不同的职业、工具和设备。  

SC.K.L.14.2: 知道一些书或其它媒体会描述一些动植物在现实生活

中不存在的特征和行为。 

 

制作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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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师的帮助下，孩子们制作了一张网络图来总结阶段一获得的有关草莓的

经验。随着孩子们不断地分享，沙琳也不断地更新着网络图以使其能反映孩子们

理解的发展（图 10）。在总结阶段一时，沙琳和孩子们回顾了目前已经完成的工

作以及下一步需要进一步探究的任务，由此产生了以下几个问题： 

1. 草莓农场上有什么？ 

2. 农民是如何种植草莓的？    

图 10.孩子们最初的网络图是绿色的部分，随着活动

的开展，网络图也在不断地扩展。 

    制作网络图达到了一些语言艺术学习标准： 

LA.K.1.6.3: 既能够用笼统的语言也能够用具体的语言来描述常见

的物体和事件。 

LA.K.5.2.5: 能够清楚地讲述经历和复述故事。 

LA.K.4.2.1: 能够通过绘画或写作创造多种呈现信息的方式（如标

签、清单、图表、观察记录、总结）。 

 

阶段二：去草莓农场做调查 

阶段二的目的就是通过调查来回答阶段一中的研究问题。阶段二的第一个任

务就是去草莓农场获取第一手资料。准备这次调查时，沙琳和孩子们一起讨论了

调查计划。一些孩子负责记录农民对他们准备的访谈问题的回答。沙琳将每一个

问题都写在单独的纸上，然后将它们贴到书写板上作为提示。孩子们还会作一些

写生画，数数并统计他们在农场上看见的东西的数量。沙琳发现整个班级在实地

调查的准备和计划中积极性非常高。 

 

参观草莓农场 

    在参观之前，沙琳和草莓农场的库姆先生交谈了一番。她与他分享了孩子们

的问题并告诉他孩子们会采访他，还会在他的农场上画画，收集关于植物的资料。

库姆先生非常欢迎这些热情的小朋友。孩子们来到农场后，库姆先生简单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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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并向他们介绍了一下农场，然后他对孩子们说，他知道他们有很多问题，

并邀请他们“尽管问吧”。 布莱克问，“农场上有多少人？”库姆回答说大约

在 150人到 300人之间，这要看在什么时节。布莱克试着用符号来记录这些数字。

哈维尔问了他比较关心的有关灌溉系统的问题，这个问题之前在教室里已经讨论

过，在这次采访中，哈维尔结合他从讨论中的收获进行了进一步的询问，而这个

问题并不是事先准备的。  

    沙琳将这次采访与之前对草莓大使的采访进行了比较，她惊喜地发现这次孩

子们在提问时熟练地运用了访谈技巧，而且还很自信。她看到他们在记录回答时

非常地认真。尤其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孩子们对练习过、准备过的问题会有不同的

问法；这展现了他们综合运用新知识的能力以及在问答中的反应能力。图 11和

图 12是孩子们在实地考察中记录的问题及其答案。 

图 11.布莱克在纸的中间画了一条线来区分两个数字。他记

录下了第一个数字：150。 

 图 12.孩子们记录的一个回答：“在田地之外收集水

资源”。 

    接下来库姆先生还向孩子们展示了如何摘草莓，什么样的可以摘以及如何从

藤上采下草莓（图 13 和图 14）。他先和布莱克做了演示，然后给每个孩子发了

一个小筐请他们尝试摘草莓。他还允许他们摘的时候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由于草

莓在前一天晚上刚刚浇过水，它们看上去非常干净漂亮，吃起来非常爽口！孩子

们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情，沙琳意识到：因为受到了邀请，孩子们似乎产生了一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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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己很重要的感觉。这段共同的经历成了一段有价值的回忆，在大班这一年孩

子们都会经常提起这段故事。  

图 13.库姆先生演示如何摘草莓。 

图 14.萨拉在研究一颗草莓。  

    孩子们吃够草莓并将草莓装满筐子之后，就开始其他的考察工作了（图 15

—29）。教师在活动之前已经给陪同孩子的家长简要地介绍了对孩子们的期望，

家长们则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提供帮助。孩子们用资料记录表来收集有关植物、花、

绿草莓和红草莓的资料。书写板上还有一些空白纸供孩子们画画和记录使用。  

    沙琳先和一群男孩在一起，在他们驻扎下来开始写生之后，她打算到处转转

看看其他的小组，于是她不是很放心地离开了这一组，因为经验告诉她如果没有

成人的支持，5岁的孩子可能不会坚持完成一项任务。而当她返回时却吃惊地发

现三个人正跪在草莓地间，手上拿着铅笔，全神贯注地观察、画画。她用相机记

录下了这一幕（图 15）。沙琳认为这些男孩们表现出的专注是这次活动中最精彩

的部分。 

 图 15.三个男孩在各自工作，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写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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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哈维尔和托尼专注地研究草莓地中的洒水装置

和它的阀门。 

图 17.哈维尔画的一排种植地：“这是一排种植地，

还有植物和灌溉系统”。 

 图 18.托尼画的洒水装置和他从内部观察到的阀门。 

 图 19.托尼认真地工作着。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16.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17.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1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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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0.托尼的画，里面有“一排一排的植物、花、草

莓，还有我们。” 

 图 21.柯林仔细地观察洒水装置：“我觉得里面有东

西。” 

 图 22.柯林画的洒水装置。 

 图 23.柯林在一排种植地的末端看到了数字 70 和滴

水的管道。他认为这个数字是在告诉农民这是第几排种植地，这样他就不会在这

里迷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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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特雷弗说：“我画的是黑色塑料膜，它在保护 

草莓。” 

 图 25.杰恩认真观察植物上的花。 

 图 26.杰恩在写生画中对这些花进行了特写。 

 图 27.迭戈专注地观察草莓。 

 

 

 图 28.迭戈的写生画中都是草莓。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24.jpg


 17 

 

 图 29.迭戈在表格中记录下了草莓的信息。  

    沙琳发现在参观草莓农场的过程中，孩子们达到了学前班的语言艺术、科学、

数学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学习标准： 

LA.K.4.2.1:能够通过绘画或写作创造多种呈现信息的方式（如标签、

清单、图表、观察记录、总结）。 

LA.K.6.2.1: 会提问题，并且知道能从专家或老师那里获得信息。 

LA.K.1.1.4: 能够把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进行匹配。 

SC.K.N.1.4: 观察物体并能创作包含该物体主要特征的视觉表征。 

SC.K.N.1.3: 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如图像）记录调查的结果。 

SC.K.N.1.5: 能够意识到学习可以通过认真的观察获得。 

MA.K.A.1.1: 能够用语言、书写或操作来表征 20以内物体的数量。   

SS.K.E.1.1: 能够描述不同的职业、工具和设备。 

SS.K.A.1.2: 有刨根问底的精神。 

  

汇报交流和计划 

    沙琳和孩子们回到教室后开了一个集体会议。沙琳请孩子们分享：如果有人

没有去过农场，你认为他们应该知道一些什么信息呢？孩子们交流了他们在农场

上看到的、关于草莓的一些小发现以及草莓的生长情况。沙琳负责记录，把重点

记在了纸上（图 30）。 

图 30.沙琳记录下了孩子们对实地调查中重要发现的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29.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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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第二天，沙琳和孩子们一起观看了参观农场时拍的照片、写生画和笔记。沙

琳和孩子们都在想如何来表示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呢？他们提出制作一个草莓农

场的模型。然后他们一起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列出了他们觉得应该放在模型中

的所有东西（图 31）。 

图 31.在计划建造模型时孩子们列出的清单。 

“我们需要标牌、洒水装置、篮子、黑色塑料膜、滴水管、植物、草莓、草

莓苗、装货车、种植地、黑色塑料膜上的孔、抽水房、拖拉机、湖。”  

    随着讨论的进行，他们发现建造一个模型非常具有挑战性。沙琳和孩子们一

致认为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建立专门的小组，不同的小组负责以下不同的部分：种

植地、湖、植物、拖拉机、洒水系统、水房和货车。沙琳负责协调各组间的工作，

但是她担心孩子们容易转移兴趣，随意换组，因为过去在自主选择的活动中这种

情况时有发生。尽管她预想了一些解决办法，可实际上她并没有机会去实施。所

有孩子自始至终都沉浸在自己小组的工作中。孩子们表现出的这种执着精神给沙

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沙琳还注意到，有一些孩子在即将完成本组任务时会与其

他需要额外帮助的小组进行交谈和协商。  

    每天开始任务之前都会开一场计划会议。各小组的成员会根据自己的进度更

新汇报信息，并且会报告他们遇到的任何问题。如果有人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会与这个小组进行分享。此外，每一组都会协商出一个每日计划，制定好了

之后就开始工作。  

    在做调查报告和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孩子们达到了一些语言艺术方面的学习

标准： 

LA.K.5.2.5: 能够清楚地讲述经历和复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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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4.2.1: 能够通过绘画或写作创造多种呈现信息的方式（如标

签、清单、图表、观察记录、总结）。 

LA.K.6.2.3:能够对教师记录的内容作简单的课堂报告。 

  

建造草莓农场 

    真正开始建造农场需要更加细致的计划，包括总体目标以及达到目标所需要

的具体步骤。例如，湖小组和种植地小组的孩子们发现他们需要一开始就与每一

组进行协商才能确定湖和种植地在模型中的位置。为了制作地图，他们参考了种

植地、湖、水房的照片，仔细思考了它们各自的位置。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各自

的小组。  

    以下是种植地小组初步的讨论：  

埃米利奥：这些“床”是由土壤组成的。 

特雷弗：他们不叫“床”，他们叫“行”。 

埃米利奥：惠勒老师说我们可以叫它们“床”或“行”，我爸爸说

它们就叫“床”，他可是在那工作的人。 

特雷弗：那好吧。 

凯若琳：我们这里没有土。  

埃米利奥：那我猜我们一个也做不成了。   

    沙琳问关于种植地他们还知道些什么。孩子们想起来种植地上面盖着一层黑

色的塑料膜。于是他们又继续讨论，开始考虑用什么材料来代表一行一行的种植

地。他们想在黑色的塑料膜中放一些东西表示土壤。放什么呢？孩子们觉得报纸

这个材料不错。于是他们把报纸弄皱放到塑料袋里，然后将塑料袋粘到一起，又

用黑纸胶带做了一个滴水线，并在它的中间粘了一根蓝色毛线。他们还用纸管在

种植地的末端做了一个滴水线管道，还像农场上那样给每一行种植地做了数字标

记（图 32—36）。 

图 32.湖小组和种植地小组在讨论，合作完成农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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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以理解各区域之间的关系。 

 图 33.种植地小组将每一行种植地平行放置。 

 图 34.埃米利奥制作标记每一行种植地的数字标签。

他数到 10，并写下这个数字。  

图 35.孩子们会经常参考在农场上拍的照片。  

图 36.种植地的末端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细节：数字标

记、滴水线、连接滴水线和灌溉系统的管道。  

    与此同时，湖小组开始用大张蓝色和绿色的纸来建造湖（图 37—39）。他们

向其他小组报告的第一个问题是：无法使湖边的草直立起来。他们用胶水尝试了

各种方式后发现：“有一些草直不起来是因为它们太大了。”后来在报告中他们

说缩小了草的尺寸之后，终于让草都直了起来。这项任务完成后，他们决定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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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一样在湖边也种一些树。在随后的会议中，他们与大家分享了一个有关树的

问题。他们说：“我们不能让树上的叶子直立起来，它们一直都是平平的。”沙

琳想知道使草直立起来的方法能不能适用于树。后来，她听到一声大叫：“我们

成功啦！”约瑟夫和迭戈宣布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叶子的边上涂上

胶水它们就不会垂下去了。” 

图 37.孩子们开始造湖。 

 图 38.约瑟夫和迭戈探究如何使叶子“站起来”。 

 图 39.孩子看着已经做好的湖和树。 

    杰恩和贝瑟尼负责建造抽水房（图 40）。他们先挑选了一些冰棒棍和一个白

色的空牛奶瓶来建造抽水房的模型。沙琳问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些材料，他们指了

指照片中抽水房旁边的蓄水罐，他们觉得牛奶瓶正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蓄水罐。

他们还指了指房子的“线条”（板墙）和屋顶，计划用冰棒棍来搭建这些板墙。 

图 40.孩子们观察了农场上的抽水房。  



 22 

 

    尽管他们在选择材料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在用法上产生了分歧。贝瑟尼在地

板上将冰棍棒排成一行，想做两个正方形。杰恩说这跟照片上的不一样。沙琳请

她来解释，杰恩用手指着照片中垂直的板墙说：“她做的跟这个不一样”。  

    沙琳问她们如何使冰棍棒垂直地站立起来。杰恩拿来一个完整的食品盒并从

其他小组那里拿来一些剩下的纸片，然后告诉贝瑟尼完整的盒子可以直接做房

子，纸片可以用来做屋顶。贝瑟尼听了杰恩的建议，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她

们开始将冰棍棒粘到做屋顶的纸片上。当沙琳再次来到她们小组时，她们又换了

硬纸板，这样就能将木棒粘上去（图 41和图 42）。沙琳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她

们说拿着胶水粘到纸片上的话，胶水总是会粘到手指上，所以她们发明了这个更

有效的方法。 

 图 41.女孩们用了一个支撑结构解决了纵断面的问

题。 图 42.孩子们完成了抽水房模型。 

    还有一个负责制作农场草莓藤的小组。他们先用之前练习时用的粘土来制作

立体草莓。等粘土干了之后，他们认真地涂上绿色和红色来表示不同成熟水平的

草莓，并用细细的黑点做草莓的籽。下一步就是要用绿色的手工纸和管子制作草

莓的叶子和藤。他们在叶子上画上“经脉”，并直接使用泡沫塑料做草莓的藤。

玛利告诉小组成员：“我奶奶家里用这个东西插花，这样它们就不会倒下来了。

所以这个可以用来插草莓。”于是他们把藤插到塑料泡沫里，把叶子贴到牙签上

插到里面。最后一步是加一些花。他们用黄色的藤来区分花与其他部分，“因为

它们刚开花的时候是黄色的”（图 43和图 44）。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3n2-wheeler/4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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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用来制作立体草莓的粘土、塑料泡沫和纸。 

图 44.模型成品有藤、带经脉的叶子、果子和花。  

    乔丹和柯林负责制作拖拉机（图 45—47）。一开始，他们看到什么材料就拿

什么，但很快又会将它们扔掉。沙琳发现他们并没有参考拖拉机的照片，而且似

乎对选择材料毫无计划。她决定不要马上介入，先观察一会儿。慢慢地两个小男

孩开始有些专注了。乔丹将装鸡蛋的箱子裁成片，柯林用胶水将冰棍棒粘到泡沫

板上。沙琳后来过来视察时，她请他们讲讲他们的计划是什么。乔丹说他不知道，

柯林说他正在做一个方向盘。沙琳对他们刚才的工作进行了反思：他们是否需要

帮助制作拖拉机？他们是不是还没有真正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她是否应该帮助

他们想一想别的方法？  

    第二天当她再次遇到这两个小男孩时，他们已经用一个空洗手液瓶子和两个

纸管做出了一个大烟囱。可他们似乎还是说不出制作拖拉机的计划。沙琳问他们

打算用什么来制作拖拉机的底盘，他们选择了食物包装盒的一面硬纸板。他们将

这块硬纸板翻来翻去，最后决定在其底部放两个轮子。于是他们在上面粘上了一

个大泡沫盘和一个小塑料水果盘。他们还用一些冰棒棍代表他们看到过的拖拉机

上的零件，并将其粘到纸板上。可是在当天的工作接近尾声时，他们却发现这个

“平平的”拖拉机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   

    第二天早晨他们的工作有了一个突破。柯林走进教室时说：“昨天晚上我一

直在想我们其实可以用盒子。”于是他和乔丹选了一个鞋盒子，并且询问能否给

它涂上颜色，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正式工作了。这似乎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以后，

他们又去参考了照片，并且开始有目的地寻找有帮助的材料。他们在原来的基础

上增加了烟囱、座位、轮子和方向盘。在拖拉机的两侧写上“国际”两个字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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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写单词时，柯林拿着照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报，乔丹负

责写，一侧写完后他们换到拖拉机的另一侧，这一次乔丹报字母，柯林写。 

图 45.孩子们开始做拖拉机。 

图 46.做好将平面拖拉机改造成立体拖拉机的计划后，

孩子们列出了制造模型所需物件的清单。 

 图 47.他们完成的拖拉机前面有小轮子，后面有大轮

子，还有烟囱、栏杆、座位、方向盘，和真拖拉机一样在模型的两边写上了“国

际”一词。  

    布莱克负责制作农场模型上的洒水装置和阀盖。最初，因为纸管还引发了一

场争论，因为他认为纸管对它的设计来说很关键，但是它却被其他小朋友选走了。

沙琳思考了一下可能的解决途径，然后鼓励布莱克再看看农场照片和调查记录。

在研究了调查记录之后，他觉得泡沫盘子更适合做阀盖。然后，他又看了一眼提

供材料的桌子，从一个空洗手液瓶子中拿出一个柱塞，并打算将其改造成洒水器。

他又拿了一张黑色的纸裁下两小片贴在柱塞的顶部。 

    第二天，布莱克又想到，阀盖应该是红色的，但是材料提供区中并没有红色

的盘子。他又突然想到可以自己将盘子涂成红色，于是他拿起红色记号笔开始涂。

涂完后他和沙琳又看了看照片，发现洒水装置还有其他的部件没有做。因此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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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白色的空胶卷盒，并请沙琳在底部戳了个洞，这样就可以将柱塞的管子放

进去了。后来他又发现在胶卷盒和洒水器之间应该有一个灰色垫圈，于是他开始

自己用冷硬粘土制作“垫圈”。最后，他觉得还需要在黑管里放一些东西。因为

他知道管子里面是将水传输到洒水器的阀门，于是他用冷硬粘土做了一个（图 48

和图 49）。  

图 48.布莱克在思考他要做什么以及可以使用的材料。 

图 49.孩子们完成了洒水装置和阀盖。洒水装置模型

鸟瞰图展示了控制水的阀门。 

    哈维尔和托尼负责制作农场上的装货车（图 50）。他们先是仔细观察了装货

车照片。过了一会儿，哈维尔说他知道他们需要些什么了。他来到材料提供区，

选择了各种长度的纸管。他还发现胶带卷是个做装货车轮子的好材料。收集好了

所需材料之后，两个人开始做车轴来固定车轮。他们拿了一个短管将其穿过胶带

卷“车轮”中间的洞，并开始探索如何在管子的两端接上两根长管，以形成装货

车的构架。托尼拿来一些透明胶带，用它将长管粘到短管的两端。 

图 50.孩子们在农场上观察到的装货车。  

    接下来，哈维尔开始调整长管使其垂直于底面。他们试着将长管接到固定轮

子的短管上，这样能让装货车更加立体一些。他们用了很多透明胶带，可管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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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立不起来，因此他们又换了包装胶带来试，力图将车轴的一端接到长管上，

可是还是没有成功。制作货车构架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人缺一不可——一个拿管

子另一个贴胶带（图 51 和图 52）。 

图 51.孩子们先做了一个固定前轮的车轴。 

 图 52.孩子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更长一点的车轴。 

    他们又在车轮对面加了一根长管，哈维尔拿起它，把它当作装货车的扶手。

他试了一下看看车是否能自己转起来，结果发现是可以的，因此他们将扶手接了

上去，并用了一根长管换掉了前面的短轴。哈维尔解释说长管更好，因为这就能

使管子与车轴垂直了。接下来，他们又在做好的框架上加了一根长管，并在上面

放了一个筐子，他们认为需要一个长管来支撑筐子，这样它就不会掉了。完成后，

他们往后退了几步，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车轮，接好了装货车的框架，还做了一

个支撑筐子的支架。他们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并宣布模型“做好”了。  

    第二天，当他们再来看这个模型时，他们觉得模型不像现实中的装货车那样

有支架使它保持平衡（图 53）。 

图 53.孩子们认为第一个装货车“样品”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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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忙着用更多的纸管制作支架，后来遇到了难题：如何将它们接到装货车

上？他们用包装胶带来粘，胶带用完后又用胶水来完成了工作。他们在装货车的

下面加了两根小管子。后来他们又遇到了难题：支架装反了。本来应该在上面的

东西现在跑到了下面，这样他们就看不到筐子了。还有一次他们发现长管已经用

完了，为此他们担忧了好一会儿，好在他们马上就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将几

个小一点的纸管粘到一起拼成一根长管（图 54—56）。  

图 54.他们开始增加支架来使货车保持平衡。 

 图 55.孩子们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在他们安装维持平

衡的支架时将货车颠倒了过来。 

 图 56.孩子们对最后的成品很满意。装货车能直立起来，

前轮能够带着它移动，还装了个草莓筐。  

    沙琳发现，孩子们在制作农场模型时，达到了学前班的语言艺术、数学、科

学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很多学习标准： 

LA.K.1.6.1: 能够使用提到过或教过的新词汇。 

LA.K.1.6.5: 能够运用语言准确地表达空间和时间关系（如上/下、

之前/之后等）。 



 28 

 

MA.K.G.2.5: 能够运用基本的形状、空间推理和操作来制作生活中

物体的模型和更复杂的形状。 

MA.K.A.4.1: 能够辨认并复制简单的数字或非数字模式。 

MA.K.G.3.1: 能够根据物体可测量的属性（如长度、高度和重量）

直接或间接地对物体进行比较和排序。 

SC.K.N.1.4: 观察物体并能创作包含该物体的主要特征的视觉表征。 

SC.K.P.9.1: 知道材料（如纸和黏土）的形状是可以通过剪、撕、揉、

压、卷而发生变化。 

SS.K.A.1.2: 有刨根问底的精神。 

SS.K.E.1.1: 能够描述不同的职业、工具和设备。 

SS.K.C.2.3: 能够在小组做决定时提出较为公正的方法。 

SS.K.G.1.1: 能够运用方位词汇来描述人、地点和物体的相对位置。 

 

回顾观察画 

    孩子们又重新回顾了活动早期完成的写生画。由于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多有关

这个主题的经验并且参加了实地考察工作，在第二次绘画中，他们的观察技能和

概念理解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图 57—60）。 

  

图 57.贝瑟尼第一次绘画的作品中画的都是一些最基

本的元素。 

图 58.贝瑟尼第二次的绘画作品体现出了更多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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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9.迭戈在第一次会话中勾勒了许多物体的轮廓。 

 图 60.迭戈在第二次绘画中画出了物体的细节部分。 

    两次绘画表明幼儿达到了学前班的科学和语言艺术方面的学习标准： 

SC.K.N.1.4: 观察物体并能创作包含该物体的主要特征的视觉表征。 

LA.K.4.2.1: 能够通过绘画或写作创造多种呈现信息的方式（如标

签、清单、图表、观察记录、总结）。 

 

对资料进行解释 

    孩子们又重温了一遍从农场收集到的资料。他们回顾了自己的资料表并找出

了其中哪些是最多的，哪些是最少的。然后他们对各自的资料表进行了比较以期

发现一些规律。他们发现每一份资料表都表明绿色的草莓是最常见的（图 61）。

孩子们揣测这对农场意味着什么。约瑟夫说这是因为绿色的果子很快就会成熟

了，因此要准备好摘草莓了。这让他们想到了在教室里观察草莓藤的情景。有一

颗草莓熟透了烂在了藤子上。教室图书角的一篇说明文也为大家提供了其他信

息。玛利认为这就解释了在农场上工作的人数，以及为什么在一年中某个特定的

时候工人数量会增长：“如果不及时摘掉，草莓就会烂掉。”  

图 61.这张资料表描述了草莓生长的大致趋势，在参观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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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期间绿果子是最多的。  

 

阶段三：收尾与分享 

阶段三的目的是回顾与评价所学到的东西，并让孩子们交流分享各自的收

获。在第三阶段中，沙琳和孩子们又重新回顾了他们在阶段一中提出的问题：农

场上有些什么？他们是如何种植草莓的？ 

 

个人报告  

    沙琳和孩子们给阶段一制作的主题网络图增加了一些内容，每个孩子都对自

己学到的东西做了总结报告（图 62—64）。  

  

 

图 62.贝瑟尼的画向我们呈现了农场上一排排的种植地、覆盖在种植地上的黑塑

料膜，还有草莓、滴水管、装货车、洒水装置、拖拉机、书、抽水房和湖。 

图 63.迭戈画的装草莓的装货车（绿色的物体）。他还

画了草莓、花、洒水装置、滴水管、抽水房、拖拉机、种植地（“上面有黑色塑

料膜”）、工人、湖和云。 

 图 64.哈维尔写道：“我知道了草莓的头上戴了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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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全身有 200颗籽。” 

    在回顾环节中，沙琳观察到孩子们达到了语言艺术方面的很多学习标准： 

LA.K.1.1.2: 能够在单词中辨认字母。 

LA.K.1.1.4: 能够把口头语言与书面文字进行匹配。 

LA.K.1.1.6: 能够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阅读。  

LA.K.4.1.1: 能够通过画画、口述以及速记的方式创作故事。 

LA.K.4.2.1: 能够通过绘画或写作创造多种呈现信息的方式（如标

签、清单、图表、观察记录、总结）。 

LA.K.5.2.5:能够清楚地叙述经历和复述故事。 

 

向他人展示 

    为了总结在调查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并把关键的内容与别人交流，孩子们计

划将自己的成果向他人进行展示。因此他们邀请了草莓农场的库姆先生来班上。

孩子们整理了农场模型，完整地呈现了农场上的各组成部分（图 65）。孩子们向

库姆先生介绍他们制作的模型，库姆先生也做出了一些回应（图 66）。 

图 65.陈列在教室中的草莓农场模型成品。

图 66.孩子们向库姆先生展示模型。“最初我们不能

将草直立起来是因为我们做的草太大了。”   

    孩子们还向五年级的一个班级分享了他们的收获（图 67）。他们先一起看了

一段向库姆先生展示的视频。之后是问答环节，在这一环节中，由五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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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前班的小朋友提问。后来他们来到教室，这样五年级的学生就能够看着草莓

农场的模型和孩子们的实地记录及照片继续讨论了。 

  图 67.孩子们向五年级的学生展示农场模型。  

    在幼儿与库姆先生和五年级学生分享收获的过程中，达到了语言艺术和社会

实践方面的学习标准：  

LA.K.1.6.1: 能够运用提到过以及教授过的新词汇。 

LA.K.5.2.5: 能够清楚地叙述经历和复述故事。 

SS.K.A.3.1: 能够运用与时间有关的词汇和短语来解释事情是如何

发展的，并能说出学校中发生过的事情的先后顺序。 

SS.K.G.2.1: 知道并能够描述学校和社区的位置。  

 

对首个方案活动的反思 

    在强调实施学习标准和运用测试的方法评价教学的学校中，幼儿教师常常对

开展发展适宜性实践感到焦虑。这个在学前班开展的首个方案活动讲述了一名教

师如何在考察草莓农场的意义情境中将政府制定的知识技能渗透进去的过程。  

    沙琳不仅在调查活动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她还对孩子的需要和项目的协调工

作保持高度的敏感。在反思自己在活动中的角色性质时，沙琳觉得对州学习标准

的重视和理解在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还强调，向孩子们介绍调查技能并

且给他们提供练习这些技能的时间也很有价值。 

    正如方案活动的记录所表明，活动中涉及到了许多州学习标准。学习标准是

价值观的体现。沙琳发现有效地渗透学习标准需要思考它们的意义以及可能实现

的途径，需要思考何种经历能帮助孩子们外化对标准中概念和技能的理解。在沙

琳的班级中，方案活动并没有替代系统的直接教学，而是提供了一个运用知识和

技能的真实环境作为直接教学的补充。沙琳发现方案活动能区别于教学，并且认

为方案活动还使得学习标准的实现超出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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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孩子们进行的第一个方案活动，沙琳也考虑到孩子们从来没有进行

过这样的实地调查。沙琳将缺乏经验和缺乏能力区分开来，并希望孩子能参加更

多的方案活动，这样孩子们的调查和表征技能会越来越成熟。她有意在孩子们正

式开展实地考察之前向孩子们介绍调查程序（如观察、采访、收集资料），还为

他们提供了练习这些技能的机会。  

    除了学习标准中提到的知识和技能，孩子们了解了调查的程序，包括形成调

查问题、制定解决问题的计划、交流所学内容。他们还探索了大量表征思维的方

式（如说话、画画、写作、制作立体模型）。他们知道了应更细致地观察周围的

环境，了解了探究现象背后发生了什么，并对周围世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评判。

活动还提高了孩子们进行活动的坚持性，他们会通过再次检查来改进工作，遇到

问题时会寻找解决途径，能够与他人合作，勇于冒险并会尝试新的事物。这项活

动在这个学前班上还将老师和孩子们的心连到一起。在沙琳反思整个活动时，她

讲述了她从这个方案活动中的收获：  

通过这个方案活动，我知道了项目工作会赋予孩子更多的权力，因

为是他们在掌控自己学习的方向……他们有权利决定接下来应该

做什么。另外，孩子们的目标意识越来越强，也越来越有自主意识

和自豪感，不仅是因为他们个人在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而且是因为

活动的整个过程。这段经历也改变了我对教师角色的看法。现在我

将自己更多地看作是他们自主成长的促进者（帮助者），而不是传

授知识或信息的人。方案活动中的学习是生动的，我认为这是我们

和孩子可以给予对方的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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