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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儿童在从幼教机构到进入小学的衔接过程中会体验到外部要求上的变化。研

究表明，儿童最初的学业及社会适应的成功会影响他们长期的适应水平、成就和

成功。笔者为新加坡的两名幼儿教师，进行了一项行动研究。本研究在一所城郊

幼儿园中进行，通过14个5-6岁幼儿的建构和角色游戏把与衔接有关的挑战融入

到一种真实的学习经验中。教师采用了行动研究的循环：数据收集-对教学实践

与学习者需求的反思-计划和实施一些行动变化来应对问题-进一步收集数据-反

思和评估行动变化后的效果，以及决定未来要做的调整。教师们得出结论，这些

活动促进了儿童认知与情感的发展，帮助儿童提升了运用所学知识解决课堂以外

的真实生活问题的能力。儿童的积极经验有利于他们在入学之前形成对学校的积

极态度，同时有利于减少一种引起儿童及其家长焦虑和压力的潜在的原因。 

 

引言 

为使《儿童早期研究与实践》（ECRP）继续免费面向全球读者，我们真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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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您能为我们的杂志提供资金支持。您的点滴帮助将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支持！ 

尽管不同国家的儿童入学年龄不同(Fabian & Dunlop, 2007)，但不管在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儿童从幼教机构到进入小学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着外在要求

上的变化(Arnold, Bartlett, Gowani, & Shallwani, 2008; Giallo, Treyvaud, Matthews, 

& Kienhuis, 2010)。研究表明，儿童最初的学业和社会性水平会影响到他们长期

的适应水平、成就和成功(Fabian & Dunlop, 2007; Giallo et al., 2010; Peters, 2010)。

关于幼小衔接的研究和理论都强调保持幼教机构与小学之间的联系、紧密协调和

连续性的重要性(Arnold et al., 2008; LoCasale-Crouch, Mashburn, Downer, & 

Pianta, 2008)。针对帮助儿童发展相应技能与性向，以应对幼小衔接过程中的一

些挑战，也存在相当大的争议(Arnold et al., 2008)。本文将呈现我们进行的一项

行动研究，在此研究中我们采用了一种新途径来解决儿童在幼小衔接过程中所面

对的问题。我们将描述新加坡的一所城郊幼儿园如何通过14个5-6岁幼儿的建构

和角色游戏把与衔接有关的挑战融入到一种真实的学习经验中。  

研究背景 

在新加坡，儿童7周岁进入小学，在此之前进入幼儿教育机构——儿童日托

中心或者幼儿园。儿童日托中心为2岁或2岁半到6岁的幼儿提供半日制或全日制

保育与教育。幼儿园为4-6岁幼儿提供每日3-4小时的学前教育。幼儿园在新加坡

由教育部注册，由私人部门管理，包括社区基金会、宗教团体、社会组织和商业

组织。幼儿园日常活动包括发展语言与读写技能、基本的数概念、简单的科学概

念、社交技能、创造力与问题解决能力的学习活动、音乐欣赏与运动，以及户外

游戏。儿童的学习通过两种语言——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汉语、马来语或泰米尔

语为母语。 

研究方法 

被试 

我们是自己拥有并运营的一所私立幼儿园里5个教职工（2男3女）中的两个

幼儿教师。我们其中一个做过8年蒙台梭利早教老师，另一个已做了4年幼教老师。

我们的幼儿园有42个4-6岁的幼儿，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层到中上层社会经济背景

的家庭。该行动研究是在幼儿园运营的第8年做的，涉及到14个5-6岁的幼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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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女孩和9个男孩。 

 

研究背景 

    我们的幼儿园坐落在城郊，拥有一个约400平方米（4000平方英尺）的户外

游戏场地/花园，还有共约200平方米（2000平方英尺）的4个教室。周一到周五

开放，每天从上午8点到下午2点半有两个保育时间段，每个时间段时长3个小时。

学年的安排遵从教育部规定的时间表，一年包含4个学期，每个学期时长10周。

采取混龄编班，从而保证一对一教学、小组项目活动，以及不同年龄幼儿之间的

互动。 

新加坡教育部提供了一个课程大纲作为指南，但个别幼儿园可以经教育部批

准，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课程。我们幼儿园最初使用了蒙台梭利教育

方法(Abdullah, 2001; Lillard, 1996)，但两年之后我们发现这种方式过于结构化。

由于对这种方式不满意，我们在课程中引入了项目教学，而基本的算术和读写技

能的教授仍然沿用蒙台梭利教具。 

在项目教学中，幼儿一般自己选定主题，并且积极参与到探索、调查、思考、

沟通、决策、解决问题以及反思的过程中(Helm & Katz, 2001; Katz & Chard, 

2000)。这个过程大致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幼儿讨论他们已经获得的知识，

并分享他们与所选主题有关的已有经验。教师鼓励幼儿提出将要进一步探究的问

题。第二阶段，幼儿在研究和调查寻求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教师提供支持。这个过

程可能涉及到组织实地考察、邀请客座报告人、寻找参考资料、考察实物以及参

观图书馆。然后幼儿通过多种方式表征他们的发现，包括写作、绘画、视觉艺术、

戏剧或者游戏。在最后一个阶段，幼儿通过某种形式向他人呈现和分享他们的工

作成果，并鼓励他们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反思。 

 

数据收集与反思 

该项行动研究是对一直以来家长对于幼儿入学准备的持续不断的忧虑和问

题的回应。我们采用了行动研究的循环：数据收集-对教学实践与学习者需求的

反思-计划和实施一些行动变化来应对问题-进一步收集数据-反思和评估行动变

化后的效果，以及决定未来要做的调整(Cunningham,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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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幼儿教育机构可以通过组织有利衔接的活动在帮助幼儿

适应进入小学后所面临的巨大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Arnold et al., 2008; 

LoCasale-Crouch et al., 2008)。 这些活动包括幼教老师与负责新生的小学老师之

间的个别会谈，幼教老师与幼儿家长进行对话讨论儿童的适应问题，引入幼儿入

学所需的活动和技能，以及组织幼儿去小学参观(Arnold et al., 2008; Fabian & 

Dunlop, 2007; LoCasale-Crouch et al., 2008)。 幼教老师具备明确的衔接意识和敏

感性，以及尽早实施有利于衔接的措施，被证明是幼儿顺利过渡至小学的重要因

素(LoCasale-Crouch et al., 2008)。除了读写与算术之外，杰纳斯和欧福德（Janus 

& Offord, 2000）认为，社交能力、沟通技能以及常识都是幼儿应当具备的发展

技能，如此儿童在入学之后才能有效地学习。道凯特和佩里（Dockett & Perry, 

2001）认为，幼小衔接不应当局限于去一种去小学的准备性参观，而应该应对幼

儿及其家长的具体需求。 

    反思我们自己的实践，我们意识到，除了安排幼儿去小学参观和邀请小学教

师来我们幼教机构参观，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通过对自己实践的反思促使我

们找到了可以改进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我们当时还没有明确幼儿在衔接过程

中可能面临的挑战时所需具备的具体技能。第二，我们还不具备系统的方法来确

定对家长及幼儿有重要意义的重要衔接问题。 

我们决定通过三种渠道的非正式访谈来收集信息：（1）我们幼儿园已毕业但

会被我们定期邀请回来与幼儿分享其小学经历的儿童，（2）这些儿童的家长（通

过与家长面谈或者电话访谈），（3）下一年将升入小学的幼儿家长来接送孩子时

对他们进行访谈（我们鼓励家长做我们幼儿园的志愿者或者陪他们的孩子度过

“与您孩子在一起的特殊的一天”）。我们通过对现场笔记进行记录和编码以找出

相同点(Stringer, 2007)。我们访谈了10位家长和5个已经从我们幼儿园毕业，即将

进入5所不同小学的儿童。通过数据，我们发现了3条关键结论： 

 家长与儿童都反映，学年初在小学餐厅自己买饭对新生是一个具有挑战和压

力的事件。 

 儿童表示从非正式的幼儿园环境转换到小学这样一个正式的、有计划的学习

环境，他们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家长报告说，对他们孩子达到小学的学习期望的能力，尤其是在算数和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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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担忧。 

我们决定解决第一个问题，因为使用纸币和硬币买东西实际上包含了对儿童

的计算能力、自信心和独立性的真实生活测试。自理能力被认为是儿童入学准备

所需具备的几项能力之一(Fabian & Dunlop, 2007)。彼得斯（Peters, 2012）在对

有关幼小衔接问题的大量文献进行回顾后，指出了幼儿教师可以使用的11项关键

性策略，包括“考虑儿童在小学中的整体经验，包含在小学的午餐时间和如厕行

为”(p. 3)。因此我们想解决如下问题： 

 我们如何能够将儿童入学后在学校餐厅买饭这个可能对其造成压力的挑战，

转换成一种幼儿能够参与其中并享受此过程的学习经历？ 

 我们如何在这种学习经验中同时涉及到认知和情感两方面的因素？ 

 

改变的计划和实施 

我们要为孩子们设计一次真实的学习经验。“真实的学习”涉及到问题解决，

这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核心部分。尤其是儿童，他们不断遇到对他们而言尚觉新异

的情况和挑战(Siegler & Alibali, 2004)。作为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儿童必定会将

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上去。真实学习经常被定义为学生在现

实生活情境中获得并运用知识的学习，它涉及到解决有意义的、有挑战的、复杂

的问题(Galarneau, 2005; Renzulli, Gentry, & Reis, 2004)。真实学习经常发生在包

含不明确的问题、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的社会情境中(Hung, Cheah, Hu, & Cheung, 

2004; Renzulli et al., 2004)。真实学习包含了一个由学习者组成的共同体，他们互

相合作，并通过实地的经验与更宏观的社区进行互动(Rule, 2006)，它提供给学生

建构知识和获得入学所需技能的机会(Galarneau, 2005)。真实学习还涉及到学习

情感方面的因素，如动机、态度和性向(Hung et al., 2004; Renzulli et al., 2004)。 

    我们也希望通过孩子们的建构和角色游戏来帮助他们获得并练习解决真实

生活问题所需要的基本技能，进而为新生活（升入小学）做好准备。教师们将游

戏视作一种威力无比的学习方式，它有助于儿童早期的认知、社交和语言能力的

发展(Bergen, 2002; Jenkinson, 2001; Robson, 2006)。蕴含在角色游戏中的学习经

验有益于发展幼儿的高级思维、问题解决、自我控制以及对规则的理解(Bergen, 

2002; Whitebrea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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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制定的行动研究计划包含了以下策略： 

 教儿童使用真实钱币。 

 利用儿童对建构和角色游戏的兴趣，创造机会让他们练习使用真实钱币进行

买卖。 

 将儿童自己购买食物的经验整合到去小学的准备性参观中。 

 

我们决定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通过观察儿童与拍照来收集数据。我们共进行

了32次观察，每次观察持续15-45分钟。我们两人都做了儿童行为与学习的现场

记录。然后我们在每一个观察阶段结束时回顾和比较了我们的现场记录和照片。

我们用磁带录音做备份，但只有在认为需要澄清和/或核对我们的现场记录时才

参考音频数据。 

    我们通过分析的解释模型来分析资料(Hatch, 2002)。这个过程包含了对资料

的研读，从而能够对整体有所把握，进而将其记录在备忘录里。我们各自独立阅

读备忘录从而做出各自的解释，重复研读资料并标记出与解释一致或有冲突的地

方。当我们对资料编码段或某个编码的选择意见不一致时，我们会对解释进行讨

论，直至我们两个人都能确实达成一致。为了提高分析的可信性，我们请一位未

参与研究的同事来对其中的一部分资料进行编码，这是同行评议程序的一部分

(Lincoln & Guba, 1985)。 

我们通过这个程序制定并最终确定了一组编码，共19个。为了提高研究的信

度、可靠性、确定性和迁移的能力，我们采取了一些策略(Lincoln & Guba, 1985)，

包括在现场较长时间地参与连续的观察；通过写备忘录来详细计划资料解释的步

骤；努力提高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从而寻找不一致的证据，以及澄清可能引起

偏见或误解的假设(Creswell, 2007; Harris, Pryor, & Adams, 1997; Thomas, 2006)；

通过写备忘录来记录持续的反思和解释进而保持审查追踪；并保存现场笔记和照

片的记录(Merriam, 1998)。最终形成一份解释性总结的草稿，并附有能支持结论

的第一手资料片段。 

 

介绍具有挑战的任务 

在一次常规的基于项目的学习过程中，我们针对选题发起了与孩子们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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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们向孩子们描述了这次参观将会去参观小学的设施，并去小学餐厅购买自

己的午餐。在一次教师组织的小组讨论中，孩子们制定了个人想在这次实地参观

中找到答案的问题的清单（见附录 A）。在讨论过程中，孩子们决定在拜访中每

人将负责一个特定的调查领域，例如学校餐厅、教室和图书馆。他们还探讨了如

何记录他们的发现，并最终提出了以下策略： 

 做好记录。 

 告诉每个人。 

 绘画。 

 拍照并将照片打印出来。 

 每个人持有自己的问题清单。 

我们详细讨论了自己去学校餐厅买午餐的挑战。有些孩子已经意识到这个挑

战，因为他们的哥哥姐姐或者家长已经告诉过他们： 

E: 我哥哥说学校餐厅很大，有很多商店卖食物，还有很多很多人。 

N: 我哥哥——他说你需要知道应该付多少钱，而卖家需要找回你多少钱。 

X 说早在美食街或快餐店吃东西的时候，他妈妈就开始让他去付钱了。他说

有时候他需要妈妈的帮助才能拿出正确的金额。当我们问孩子们他们怎么练习用

钱购物时，J 建议在幼儿园的角色游戏区角练习买卖。在这一想法的基础上，我

们建议他们自己制作游戏式小吃摊从而可以“卖食物”给班上的同学。孩子们听了

我们的建议很兴奋，并决定两人一组去做这个项目。他们列出了想要设置的小吃

摊的清单，并把他们制作摊位时所需要的东西写了下来。 

准备工作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五次小型课程，来向孩子们介绍有关实地参观的基本知

识。首先我们向孩子们介绍了硬币的不同面额：1分、5分、10分、20分、50分和

1美元。然后在我们的帮助下，孩子们试着解决这个问题：“一枚5分硬币、一枚

10分硬币、一枚20分硬币、一枚50分硬币和1美元中分别有多少分呢？” 接着，

他们将5分、10分、20分和50分数出来。（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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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孩子们用真实钱币来数和计算。孩子们还做了一个游戏，游戏中他们要根据列出

的一组模拟食物的价格来匹配相应数量的钱币。（图2） 

  

图2. 孩子们在玩一个根据模拟食物的价格来匹配相应数目钱币的游戏。  

     

然后我们引导一个小组的孩子做购买模拟食物的游戏，要求他们既要练习付

正好足够的金额，也要练习付多于实际价格的金额从而可以找回零钱。 

在课程要结束时，我们问孩子们为什么他们需要学习如何用硬币支付。我们

记录了孩子的以下回答： 

 这样等我们长大了，我们就知道该怎么使用硬币了。 

 这样如果一个东西值60分，那我们就能准确地支付60分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买东西了。 

 明年我们升入小学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买东西。 

利用废旧材料制作小吃摊 

孩子们决定在为期3周的六次项目课程中配对制作小吃摊。我们给孩子们提

供了大量不同的废旧材料来制作摊位（附录 B）。我们将干预降低到最低程度，

允许孩子们自己利用废旧材料进行探索和实验，从而选定合适的材料来制作道

具。例如，当孩子们对我们有请求和疑问时，我们鼓励孩子们自己找出问题的解

决方式，即兴运用已提供的材料。我们通过询问他们计划做什么或正在做什么来

鼓励他们的沟通和经过思考的行动。孩子们工作的成果包括创设了卖鸡肉饭（一

种受欢迎的地方菜）、水果、饮品、鱼和炸薯条以及三明治的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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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肉饭摊位 

儿童 F 和 B，利用文本、符号、数字和图表，计划、设计并制作了他们自己

的菜单。他们选定的菜单是家里或美食街常见的食物。例如，他们选择了鸡肉饭

（一种地方菜），因为这是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他们还根据从哥哥姐姐那里学

到的东西给鸡肉饭定价。他们还给各种“套餐”定价，如鸡肉饭和饮料、鸡肉饭和

果冻甜点（图3）。一位教师记录了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一段对话： 

 

F:不能太贵了。 

B:我姐姐的学校——他们的鸡肉饭卖1美元。 

 

 

图3. 鸡肉饭摊位的菜单展示了各种餐点的价格。他们设计了好几种展示食物的策略，

比如把几块泡沫放在一个小塑料杯里，用剪刀把这些泡沫弄碎来制作“米饭”（图4）。 

 

 

图4. 利用废旧材料制作的一份鸡肉饭“套餐”，显示包括一些鸡肉条、一杯饮料和一块果冻

甜点。 

水果摊 

    决定制作一个水果摊之后，KY 和 V 想出了在一个废旧包装纸盒子上支一片

硬纸板的办法，来做一块招牌（图5）。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4.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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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孩子们在招牌上写上单词“水果”。两个孩子选择切割废旧材料来代表葡萄和樱桃，他

们在精心切割材料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专注力和精力的高度集中。V 建议使用海绵材料，并演

示给 KY 看她是如何将海绵割成条形的。教师记录下了他们的讨论： 

 

V：我们需要把这些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KY：我也可以把硬纸板割成条，再割成小块当作葡萄。 

KY 拿了一些布，试着用手把它挤成一个球形。 

KY: 我们需要把它弄成一块。 

V 四处搜寻可以用的东西，最后发现了透明胶带。 

V：我们可以用这个胶带试试。 

 

    她用胶带裹住了一个布团。尝试了好几次终于用胶带把布团黏成一块了。 

    我们做了记录，KY 和 V 相互合作，找到策略来克服挑战，并探索和实验了

可能的解决方式。制作招牌和能代表樱桃和葡萄的标志的工作显然体现了他们为

解决问题而进行的创造性思维(Robson, 2006)。他们在选择特定颜色和形状来表

征苹果、香蕉和桔子的过程中，运用了数学概念（如，分类、形状）（图6）。 

 

图6. KY 和 V 制作的香蕉和桔子。他们还使用了文本来标记他们的道具，在价目表中使用了

文本和数字（图7）。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5.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5.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6.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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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制作水果摊价目表时使用了文本、符号和数字。 

饮品摊 

    N 和 J 决定在他们的摊位卖饮品。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有了解决问题的机会

并运用了创造性思维——讨论任务，评估各种废旧材料可能的用途，并在制作杯

子和饮料吸管的过程中实践了自己的想法。例如，他们把圆形的气泡膜外包装捆

在硬纸管的末端来制作杯子，把泡沫网滚成管状并用透明胶带将其固定住来做饮

料吸管（图8）。 

 

图8. 两个孩子用硬纸管、气泡膜外包装和泡沫网来制作杯子和饮料吸管。做好两套杯子和

吸管之后，N 和 J 发现用他们在另一个废旧材料容器中看到的废旧饮料吸管和小塑料瓶子会

快得多（图9） 

 

图9. 孩子们最终使用了两种方式制作杯子和饮料吸管。 

 

一位教师请他们对自己的决定进行反思： 

教师: 你们能告诉我为什么用这些来代替么？（教师指着废旧饮料吸管和小塑料

瓶。） 

N: 因为这样更容易些。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7.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7.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8.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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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是的，我们没必要制作这些（指着先前他们做好的“杯子”）。 

 

    他们的做法显示了灵活性和适应性，而他们对教师问题的回答表明，他们解

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涉及到选择适宜策略、评估结果及可能的备选方案的动态过

程。 

    N 和 J 也制作了一份饮品单，上面罗列了他们想在自己的饮品摊上卖的饮料

的价格（图10）。 

 

图10. N 和 J 制作了一张饮品价目表。 

鱼和炸薯条摊位 

作为鱼和炸薯条摊位工作的一部分，E 和 A 发明了一块招牌兼用作出纳机。

他们根据有关快餐店提供食品的已有知识将他们的“鱼和炸薯条”包装起来。一位

教师以向他们提问的方式，鼓励他们将已有经验表达出来，并解释他们是如何运

用已有经验的： 

教师: 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 

E: 这是那种他们按一下然后可以把钱放进去的东西。你在快餐店付钱的时候看

见过……上面会有食物的图片。 

A: 像这样把鱼和炸薯条放进一个盒子里。 

教师: 这是什么？ 

A: 这是个塑料盘。他们在餐馆里就这么做。 

E: 是的，海滋客（一种鱼和炸薯条快餐链）。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10.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1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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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和 A 还将废旧瓶塞塞到空牛奶盒里当作“饮料”（图11和图12）。 

 

图11. 根据关于快餐店的个人已有经验，两个孩子发明了鱼和炸薯条包装。 

 

图12. 孩子们使用废旧材料开发出了鱼和炸薯条套餐、饮料、蛋汤、还有招牌/出纳机（依次

从左上角开始，顺时针方向）。 

三明治摊位 

V 和 G 制作了一个三明治摊位，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菜单，上面罗列了食

物及其价格（图13）。 

 

图13. 用文本、符号和数字制作的三明治小店菜单。两个孩子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模型、

质地、颜色和形状来制作三明治摊位上所售“食物”的材料（图14）。例如，V 在一块圆形海

绵上画满棕色的线，这反映出她已有的关于肉饼样子的知识。 

 

图14. 孩子们用各种东西来表示三明治的作料。（图15）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11.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11.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12.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12.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13.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13.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14.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1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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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在一块圆形海绵的基础上，孩子制作了肉饼。    

 

我们做了记录，在小吃摊配对工作的过程中，孩子们有大量的机会来积极主

动参与并发挥创造性，运用数学思维，并因自己想出问题解决办法而提升了自信

心(MacNaughton & Williams, 2008)。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运用了与书写、沟通、协

商以及分类有关的各种技能。他们相互合作，共同计划任务、组织材料，并确认

所需东西，生成主意和策略来解决在制作摊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角色游戏：买和卖 

制作好小吃摊之后，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孩子们参与了关于买和卖的角

色游戏。下面这段对话表现了 F 和 B 是怎样协商厨师、服务生和收银员的角色，

以及在现金交易的过程中是如何运用逻辑数学知识的： 

 

B: 必须有人来做食物。 

F: 我做服务生，你做厨师。 

B: 谁做收银员呢？ 

B: 我来做收银员。 

X: 我想买鸡肉饭。 

F: 你想要这份鸡肉饭套餐还是果冻甜点鸡肉饭套餐？ 

X: 这份鸡肉饭套餐多少钱？ 

F: 1美元。那份带果冻甜点的套餐要贵50美分。 

B 把一份“鸡肉饭套餐”递给 X。F 用右手端着套餐，但在 X 接到之前把套餐

拿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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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伸出左手，手掌向上）：你付钱之后才可以得到套餐。你先付我钱。 

F 还显示出了典型的销售程序意识——顾客先付钱，然后得到食物。 

 

教师们还观察到 V 运用了复杂的沟通技巧来说服一位准“顾客”来买她的水

果： 

S: 多少钱？ 

V: 抱歉，你不能买这个。这个不是用来卖的。 

S: 为什么？ 

V: 我用这个盒子来放我的钱——这是我的放钱罐。 

S: 奥。 

V: 你想要桔子么？很多汁的。每个只要5美分。 

S: …… 

V: 或者苹果？好吃又鲜脆——每个也只要5美分。 

S: 好吧，我要两个。 

V: 好的。两个请付我10美分。如果你买的多，我可以给你打折。 

 

在我们的观察过程中，有几个孩子包括 V 和 F，表现出了买卖的惯例和规则

意识，比如（以 V 为例）懂得顾客买的多可以打折的做法。 

孩子们的角色游戏涉及到多重角色和运用符号来表征道具，这既反映了，又

促进了他们抽象思维和想象力的发展（Bodrova & Leong, 2004）。他们的角色扮

演和协商过程有利于他们的语言发展（Klein, Wirth, & Linas, 2004）。孩子们在参

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还学会了使用真实钱币。 

 

去小学的实地参观 

“参观计划”是小学制定和安排的。四位家长志愿者负责去小学来回的交通，

并作为监护人陪伴了整个参观过程。小学行政部门任命了一位教师作为导游，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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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回答孩子们的提问。这次实地参观始于参观学校的教学设施。孩子们向这位

导游老师以及参观的班级任课老师提问，并将答案或写或画在他们每个人列有问

题的剪贴薄上。例如，在图书馆，C 访谈了图书馆员： 

C：图书馆里有多少书？ 

图书馆馆员（微笑着)：“有很多……你想数一数么？” 

C 走向一排排的书架并试着数起来。在数过一个书架之后，他回到队伍里来。

他笑着说，“是有很多书。”然后他在他的剪贴薄上写上了“很多”。  

    虽然孩子们先前没有练习过提问，但我们的记录表明，他们向小学教师及图

书馆员这些陌生人提问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自然。我们推测这是因为他们在项目作

业的过程中通过向同伴和教师们进行访谈和调查，对此过程已经非常熟悉。孩子

们还带来了相机拍照。 

    这次实地参观以参观学校餐厅告终。孩子们在午饭时间去了学校餐厅，去体

验置身于大约200个学生中间是什么感觉。然而，直到午饭时间结束后我们才安

排孩子们去买食物。我们认为这样安排比较容易管理孩子，而且这样可以给餐厅

员工更多与孩子们互动的时间（实际上，在新加坡绝大部分学校会在学年初给每

个新生安排一个年龄大的学生帮助买饭）。孩子们在决定买什么之前看了各种不

同的食物摊位，并且使用随身带的现金买了饭（图16）。有些孩子自信满满地支

付了金额正好的钱或者找回了正确数目的零钱，但还有些孩子还需要我们的帮

助。 

 

图16. 孩子们在小学餐厅里买饭。 

 

回到幼儿园之后，在所有14个孩子均参加的讨论过程中，我们询问了每个孩

子对这次去小学参观的感想。我们得到了很多回答，其中有许多聚焦于去学校餐

厅的经历：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16.jpg
http://ecrp.uiuc.edu/figures/v14n1-lee/1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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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那里（小学餐厅）有很多食物。我吃了果冻面包。我非常喜欢那个餐厅，那

里还有很多摊位。那里也有很多喝的。 

F: 我喜欢那个餐厅，因为我可以买我自己想吃的东西。 

G：V 借了50美分给我，因为我带的钱不够了。 

X：那个小学里的所有东西都很有趣……我喜欢那里的健身房，因为我可以在那

里用各种器械锻炼身体。那里所有的东西我都很喜欢。那个礼堂也很好玩，因为

你在那里可以做很多事情。 

 

后续活动: 新闻简讯 

经过讨论，孩子们使用几种方式将他们在实地参观中发生的事情告知他们的

家长。他们提到，可以口头告诉他们的父母、写封信以及发一份“像你们发过的

那种”新闻简讯（我们每个学期都会发给家长的学校简讯）。最后提出的意见促使

他们查看了一份学校简讯的副本。当孩子们浏览简讯的时候，R 注意到我们在进

行项目作业和艺术活动时放置废旧材料的架子上有份报纸。他说，“我知道了，

我们可以像报纸这样来制作——爸爸每天早晨都看报。” 这个建议促使小组讨论

最终决定把学校简讯和报纸两种形式结合起来使用的想法，制作一份“学校报

纸”。教师问孩子们将怎么设计他们的报纸时，他们探索了多种办法。一个孩子

建议看看一份国际报纸 The Straits Times，来寻找灵感。在教师的帮助下，他们

观察并发现了报纸的如下规律： 

 

 报纸的头版上方会有一个“标题”。 

 “标题”下面写着日期。 

 文章之间会有“线”隔开。 

 文章中有“图片和文字”。 

 文章也有自己的“标题”。有些字“更大”、“更胖”，而其他的字要小一些。 

 通讯员的名字写在文章上面、“标题”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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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制作他们自己的报纸的过程中也应用了这些规则。我们将班级分成

了两组，每组7人，给了他们 A3纸（长420mm、宽297mm 或者说长16.54英寸、

宽11.69英寸）。他们一起制作带有报纸标题的报头。一组人把他们的报纸标题写

在单独的一张纸上，然后剪下来黏在 A3纸上。另一组人直接把标题写在 A3纸上。

每个孩子都报告了他/她在这次实地参观中做的事情，包括他们得到的一些调查

问题的答案。每个人都自己决定自己所写文章的标题，还选用了一些照片或者图

纸。教师们打印了实地参观中所拍照片的黑白副本。有些孩子剪下来贴在报纸上，

而其他孩子则决定自己画上去。 

R 对报纸的贡献是写的文章，这在孩子们所写的文章中很有代表性： 

 

……小卖部（学校餐厅）有很多我喜欢吃的东西。我喜欢……面条、点心、

巧克力和青蛙饼干。还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各种各样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蔬菜。 

 

孩子们轮流在 A3纸上写文章。每个人写完之后，在将报纸传给下一个孩子

之前，都遵守画“线”隔开的规则，将他/她的文章与下一篇文章区别开来。 

家长的反馈 

教师们与八位来接孩子放学回家的家长进行了非正式的交谈，询问他们对小

学之行以及孩子们在小学餐厅买饭的经历的看法。另外四位家长打来电话进行反

馈，我们做了现场笔记。我们进行了评估、总结，并根据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将

大家的回应制成了表格。从家长们的反馈看来，他们对于我们此次的首创活动给

与了积极认可。他们一致认为，这次经历给孩子们提供了机会，使他们了解到小

学的环境是怎样的。有八位家长提到，孩子们练习了在小学餐厅买饭所需的重要

技能。家长们的评论包括： 

这真的很有帮助。孩子们上小学时可以更好地照顾自己。 

现在我对于如何帮助我的孩子感到没有那么焦虑了。 

更多练习总是有帮助的。你们的做法对于我们该做什么也有一些启发。 

评价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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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行动研究项目的初期，我们通过与孩子及其家长的互动，确定了对孩

子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真实生活的挑战，孩子们是这一挑战中的情感利益相关

者，尤其是我们清楚孩子们关注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后要求他们做出的调整。家长

们对于自己孩子成功应对小学的学业期望的能力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尤其是

关于算数和读写的能力。家长们和孩子们将在小学餐厅买饭视作对新生的一项可

能的挑战和压力。 

    为了回应以上的问题，我们计划了与儿童及其家长的担忧与兴趣有关的一系

列活动。我们试图利用孩子们对游戏的自发兴趣来帮助他们熟悉小学生活的一些

方面，尤其是自己买饭。我们预期这些真实的学习经验（像文章前面界定的）将

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宝贵的机会，我们也热切希望能够将这种学习经验整合到我们

机构的课程中来。 

    我们观察到整个过程涉及到了制作小吃摊位，使用真实钱币，去小学参观，

以及制作报纸，这一过程同时发挥了角色游戏和真实学习的教育理论的优势。这

种综合性活动有助于孩子们积极主动、灵活多变。我们看到，孩子们坚持不懈的

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他们自己想办法使用废旧材料制作小吃摊位。使用真实钱

币促进了他们的数学学习。在制作小吃摊和报纸的过程中他们锻炼了创造性思

维、问题解决能力、沟通协商技巧以及读写能力。所有这些活动都在一个学习共

同体中进行，它强调了合作学习和小组对话，共同学习、决策，学生自己建构知

识的意义。 

课堂活动使得孩子们对于在真的“小卖店”买东西时更加自信。这次经历使得

他们对于未来进入小学以及自己适应衔接所要求的调适能力确立了积极的态度。

来自家长们的反馈也表明，幼小衔接的这种准备方式有助于在孩子们入小学之前

减轻家长们的一种焦虑。 

对下一个行动研究循环的考虑 

    下一轮行动研究可以避免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发现孩子们对于理解购物时

需要付多少钱表现出了不同的熟练程度；有些孩子需要在这个计算过程上花更多

时间。如果在去参观小学之前，在模拟场景中花更长时间多做点练习，可能会提

升个别孩子对钱币的理解及应用能力。 

我们也需要设计出一个用来非正式地评估儿童购物能力进步的系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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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安排孩子们再去一次小学餐厅，然后在大孩子在场的情况下买饭，

由教师们进行观察。 

在接下来的该行动研究的下一个循环中，还应该注意几个方法论方面的问

题。例如，我们原本可以请到一位受过研究方法训练和有过质性研究经验的局外

人士的帮助，请他来阅读编码资料记录和解释，从而达到能提供更好解释的三角

互证的目的和同行评议。系统全面的对家长的一对一访谈可以帮助我们从家长处

获得更多深入的反馈，包括有助于改善衔接的一些建议。对家长所关注的问题进

行质疑和更深入的探讨，并弄清楚他们为什么重视可能会帮助我们尽可能降低，

即使可能不会完全消除，与这次新举措相关的光环效应。我们也可以从小学的负

责老师那里获取一些有关这次活动有效性的反馈。 

    对于这次活动对幼小衔接过程完成以后的影响的评估将会很有意义，虽然我

们感到这在方法上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有许多其他因素，例如家长和其他小学

所做的努力也可能产生影响。 

总之，我们的数据显示，通过把儿童的建构和角色游戏作为真实学习的脚手

架的实验实现了我们预期的结果。这些活动似乎促成了积极的认知结果，使得孩

子们可以深深地沉浸在活动过程中，并在此过程中运用了他们先前获得以及新获

得的知识，包括读写和算术技能，进而实现了有意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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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孩子们的问题示例 

 教室里有什么？ 

 一堂课有多少分钟？ 

 你可以去几次厕所？ 

 男孩和女孩去同一个厕所么？ 

 那里有多少台电脑？ 

 那里的图书馆里有多少书？ 

 那里有什么类型的商店？ 

 那里有多少张桌椅？ 

 操场上有多少游戏设施？ 

 操场上有多少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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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废旧材料清单 

 贝壳 

 木头 

 鹅卵石和小石头 

 干花 

 干叶子 

 小树枝 

 种子壳 

 橡子 

 沙 

 蛋壳 

 布 

 纽扣 

 线 

 什锦瓶盖 

 酒瓶塞子 

 盒子 

 塑料瓶 

 水笔帽 

 碎纸屑 

 杂志 

 冰淇淋棒 

 报纸 

 吸管 

 回形针 

 橡皮圈 

 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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