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建设现状与对策 <<< 高潇怡

李亭亭

刘文莉 等

科学教育

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建设现状与对策
高潇怡 1 李亭亭 1 刘文莉 1 喻娅妮 1 李秀菊 2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1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2

[ 摘 要 ] 为了解当前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状况，根据是否完整演绎科学活动和师幼互动具体过程筛选出
19 本科学活动案例出版物，通过文献分析法构建研究工具，并据此分析案例资源编写者、受众与案例结构状
况。调查发现，我国案例资源开发群体多样且以研究者为主，资源受众主要面向在职幼儿教师，案例结构中
的活动要素设计可进一步优化，主要表现为：活动案例的目标对科学教育理念的回应不够充分；活动主题来
源广泛但内容较为随意；活动过程关注幼儿的观察和认知，但探究性略显不足；教师作为活动促进者和示范
者的角色体现明显，但对幼儿主体性的关照不足；评价环节普遍缺失且设计不良。本研究认为，幼儿园科学
活动案例资源建设需要结合受众需求，探索案例编写群体合作新路径，并吸收借鉴国际经验与研究成果，提
升我国幼儿园科学活动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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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培养科技后备人才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般课程资源的特征。

是增强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基础。幼儿时期的科学

K-12 工程教育委员会认为，要想调查课程资源

经历与体验是青少年科学素质形成的起点，优质

的现状，至少需要明确现有课程项目的数量、

的科学活动是有效实施幼儿园科学教育的保障，

谁开发了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影响了哪些学生、

而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的规格直接影响着

它们的用途是什么、如何呈现课程内容、教师

我国幼儿科学活动的质量。近 20 年来，我国幼

使用了哪些教学策略等问题 [2]。具体地，萨

儿科学活动资源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科学活动

里·哈武 - 努蒂宁（Sari Havu-Nuutinen）等从

的设计与组织仍然存在背离幼儿科学教育理念

课程的基本原理、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习

[1]

的状况 。重视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建设，

活动、教师角色和评价方面比较了芬兰和澳大

对促进我国幼儿园科学教育事业发展意义重大。

利亚幼儿科学课程 [3]。与其他课程资源不同的
是，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是对整个科学活动和

1 文献回顾
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是幼儿科学课程资源

师幼互动具体过程的演绎，它具有基本的完整
性、可操作性、典型性和真实性 [4]，能够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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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触类旁通。

键经验，通过观察、测量、比较、分析、调

幼儿园科学活动是指幼儿在教师的指导

查等多种策略去尝试解决问题 [11]。此外，评

下，通过自身的活动，对周围物质世界进行

价是幼儿园科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应

感知、操作，发现问题、寻求答案的探索过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教师应综合采用观察、

[5]

程 。由此可见，幼儿应是幼儿园科学活动的

谈话、作品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幼儿的发展做

主体，他们在教师所搭建的支架中探究具体

出全面评价，避免只重知识和技能，忽略情

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并发现事物间的异同

感、社会性和实际能力的倾向 [12]。

和联系 [6]32。幼儿科学活动的目标应指向幼儿

近年来，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高质量幼

对科学领域关键经验的初步理解，重点培植

儿园科学活动的设计原则与指导策略 [13]、幼

幼儿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究欲 [7]，培育热爱

儿科学教育实施现状 [14]，较少有研究者从课

科学、亲近自然的积极情感，以及尊重事实、

程资源建设层面关照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整

公正客观、敢于怀疑、独立创造等态度和品

体状况。为推动幼儿园科学活动资源建设，

[8]

质 。在科学活动内容方面，
《3~6 岁儿童学习

本研究拟以 2000 年以来公开出版的幼儿园科

与发展指南》中明确提出，幼儿应该认识动

学活动案例资源为对象，从案例开发者、受

植物的多样性、独特性、生长变化以及与生存

众、资源结构等方面分析我国幼儿园科学活

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关系；认识物体和材料的特

动案例资源现状。

性、性质、用途、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认识季
节变化特点、周期性、顺序性等 [6]36，这些内

2 研究设计

容涉及常见的动植物、常见物体、常见物理

2.1 研究对象

现象、天气与季节变化、科技产品和环境及
[9]

我国科学活动案例资源主要以图书形式

其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等主题 。为有效指导幼

出版，为全面了解我国 2000 年以来幼儿园科

儿进行科学探索，教师需要担当促进者、激

学活动案例资源现状，在“读秀中文学术搜

发者等多种角色

[10]28-29

，支持幼儿围绕科学关

索”平台以（T= 幼儿 | 儿童）*（科学活动 | 科学

表 1 研究对象出版信息
编号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9
R10
R11
R12
R13
R14
R15
R16
R17
R18
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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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及出版年
幼儿园科学活动设计案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在探究中成长——幼儿园科学项目活动精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幼儿园科学探究活动设计与指导（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
现代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幼儿园主题式科学活动设计范例（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4）
儿童科学教育主题活动创意设计（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
幼儿园科学领域教育精要——关键经验与活动指导（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
幼儿园课程资源丛书 幼儿园科学教育资源（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
幼儿园领域课程资源 科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小不点大发现 幼儿园科学发现活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幼儿园优秀科学活动设计 88 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
幼儿园教师与儿童科学活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幼儿园科学区（室）科学探索活动指导 117 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幼儿园科学活动指导与设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幼儿科学活动设计（接力出版社，2009）
培养儿童好奇心 89 个科学活动（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幼儿园多元智能活动开放课程教师指导用书 科学—探索 下学期（农村读物出版社，2005）
幼儿园多元智能活动开放课程教师指导用书 科学—探索 上学期（农村读物出版社，2004）
幼儿园探究性教育活动·教师用书 科学探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建设现状与对策 <<< 高潇怡

李亭亭

刘文莉 等

科学教育

课程资源 | 科学活动案例）*（2000 ≤ Y ≤ 2021）

主题分为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与空间

为检索词进行模糊检索，根据是否完整演绎

科学、科技产品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四个领域；

科学活动和师幼互动具体过程，剔除理论类

将活动过程分为以观察认识为主、以实验操

图书、画册、家庭读物、幼儿操作材料、课

作为主、以技术制作为主和以交流讨论为主

外活动百科，筛选出 19 本图书作为研究样本，

四类 [16]。结合上述分析，最终形成如表 2 所

具体信息见表 1。

示的分析框架。

2.2 研究方法
为深入刻画我国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
源的发展状况，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内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利用关键词模糊检索出 282 本图书，但

容分析法对文本进行分析。通过阅读前言、

其中不乏大量的纯理论类图书、画册、百科

目录和全文，并根据分析框架进行逐条编码

以及不开放获取的资源，开放获取的科学活

和量化统计，分析当前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

动案例资源总数不到 10%，因此从总体上看，

开发者、受众、活动目标、活动主题、学习

我国科学活动案例建设与推广状况不佳。依

活动类型、教师角色、评价等在量上的分布。

据框架对 19 本案例资源图书的编写者、受众、

从 19 本资源图书中随机抽取 R1、R2 作为检

结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目前科学活

查样本，由两位编码者依据框架进行独立编

动案例资源编写者群体多样，研究者发挥组

码，采用一致性百分比计算出两位编码者间

织和指导作用；案例资源以在职幼儿教师为

信度达到 91.6%，对编码不一致的部分进行协

主要服务对象，重视提供活动范例，但资源

商并就分析框架达成一致意见，之后由其中

对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作用尚显不足；案例

一位编码者完成后续内容的编码。然后通读

中所呈现的各活动要素的设计还有待优化，

全文并进行质性描述，细致描绘案例资源的

其科学性和规范性有待提升。

状况和特征。

3.1 案例资源编写者多样且以研究者为主

2.3 研究工具

案例资源编写者既要积极吸收学前科学

根据萨里·哈武 - 努蒂宁等的分析框架，

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又要在全面把握幼儿园

从案例资源编写者、案例资源受众、案例结

科学教学实际的基础上推进理论落地与实践

构三个方面构建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一

创新。分析发现，我国案例资源编写群体主

级指标，从活动目标、活动主题、活动过程、

要包括教育研究者、一线教师、商业公司等，

教师角色、活动评价五个方面分解案例结构，

并相应地形成了由各群体独立编写、合作编

其中目标划分为科学态度和精神、科学探究

写两种工作模式，其中研究者在两种工作模

能力、科学知识和经验三个维度

[15]

；将活动

表 2 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分析框架
分析要素
案例资源编写者
案例资源受众
活动目标
活动主题
案例
活动过程
结构
教师角色
活动评价

对应的问题
案例由谁编写
案例影响的是哪些群体
幼儿科学活动的预期成果是什么
幼儿科学活动都有哪些关键领域
幼儿通过什么方式学习
教师如何促进学习
评价的目标、方法和量规是什么

式中均起组织和指导作用。
19 本案例资源图书中有 11 本由研究者与
幼儿教师合作编写，但合作的方式和深度存
在差异。有的案例资源是研究者以课题研究、
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等为契机，与实验园教师
共同研究、相互合作的产物；有的编写团体
并未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一般由幼儿园优秀
园长、教师提供案例，学前教育研究者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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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科学活动理论对案例进行组织、评析，

理念，了解幼儿园科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方

或者双方分工完成一套案例资源的编写，因

法，进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二是更关

而彼此之间缺乏深度沟通与合作。

注案例的实践功能，希望教师以活动案例为

由高校教师、教研员、幼儿教师、心理

参照来设计、拓展、创造科学活动。

学专家、商业公司、出版社等群体单独编写

经上述分析发现，我国幼儿园科学活动

的案例资源图书有 8 本。其中 4 本由学前教育

案例资源受众明确且以在职教师为主要服务对

研究者、心理学专家编写，该类资源一般包

象，少数案例兼顾职前教师的需求。但相当一

括理论概述、案例呈现两部分，前者阐明科

部分案例资源局限于呈现活动过程，缺乏对科

学教育的价值定位、理念、目标、内容、方

学活动设计理念与实施策略的解释，对于启发

法，后者则展示完整的幼儿园科学活动，辅

教师迁移、应用和再创造的作用有限。

助教师以案例为原型，以理论为指导不断设

3.3 案例结构所体现的各活动要素设计有待优化

计、优化幼儿园科学活动；2 本图书由幼儿园

3.3.1 活动目标对科学教育理念的回应与指向不

园长和教师独立编制，编写出发点主要在于

够充分

总结、展示、交流幼儿园科学课程研究与资

科学活动是培养幼儿科学素质的主要途

源建设成果；还有 2 本分别由幼儿科学及信息

径，尽管几乎所有活动案例的总目标均指向

化教玩具供应商和出版社为满足市场需求而

幼儿科学素质，但具体目标设计却表现出重

编写，创新性和实践性有所凸显，但缺乏系

知识、轻探究、轻态度的倾向。19 本案例资

统的理论支持。

源图书中有 2 本未陈述活动目标，仅有 7 本同

总体来看，教育研究、教育实践以及商
业出版等领域从业者均意识到开发幼儿园科

时体现了科学态度和精神、科学探究能力以
及科学知识和经验三方面的期待（见图 1）。

学活动案例资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由于
彼此之间缺乏深度合作而未能充分发挥各方
优势，从而使得我国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
源偏重理论阐述而忽视实践创新。
3.2 案例资源受众以在职幼儿教师为主
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不仅是幼儿园课程
的蓝本，也是教师专业学习的材料，因此幼
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应该辐射广大学前教

图 1 幼儿园科学活动目标设计情况

师。调查发现，绝大多数（17 本）资源主要

另外，活动目标各维度设计表浅的问题

为满足一线幼儿教师对幼儿科学活动课程的

依然存在。很多案例将科学态度与精神目标笼

需求，有 2 本资源兼顾职前幼儿教师专业素养

统表述为“喜欢科学实验活动”
“体验科学探

发展的需求。

索的乐趣”，只有少数案例以可观测的行为描

大多数案例资源编写者在指明受众的同
时，也明确定位了案例的功能，对教师如何
使用案例资源提出期待。主要表现为两种趋

述幼儿在具体活动中的态度变化，例如“对溶
解现象产生好奇，并愿意思考糖到哪里去了”
（R1，p13）。很多案例的科学探究能力目标未

向：一是强调案例资源的理论功能，希望借

体现幼儿对探究过程、探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助科学活动案例引领教师内化幼儿科学教育

例如“感知探索沉浮现象”
（R19，p88）、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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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饲养蚕宝宝”
（R4，p7）等，只说明对幼儿

品与人们生活的关系领域之外，其他主题缺失

操作、饲养、观察等动作的要求，并未体现对

的资源均未阐述选择活动主题的缘由。

比较、分类、概括、分析、验证等
探究方法，以及幼儿提出问题、观
察探索、思考猜测等探究过程的关
注。不少活动的科学知识与经验目
标尚以幼儿对零散的事实性知识的
掌握为主，较少关注幼儿对科学核
心概念的理解。科学核心概念是组
织某个学科自身内容的少数关键概
念，它对事实和现象具有强大的解
释力，对具体的事实性知识具有较
大的统摄性

[17]

图 2 幼儿园科学活动主题分布

，能够避免让幼儿用大量的时

幼儿园科学活动内容应以具体、直观的

间和精力记忆碎片化的科学事实，逐渐帮助

形象和现象为主，将复杂和深刻的科学道理

孩子建立起完整的对世界的理解。只有 R1、

蕴含在简单、明显的现象中，让幼儿能够透

R3、R7 在部分活动目标中体现了核心概念的

过具体经验理解科学事物和现象 [18]49-50。大多

引领。例如动物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是生命

数案例资源能从幼儿身边熟悉的自然现象中

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R1 在“动物怎样

选择合适的题材，然而有的活动主题脱离幼

睡觉”活动中并不局限于让幼儿了解不同动物

儿生活实际，超出幼儿经验范围。例如，R15

的睡眠方式，而是帮助幼儿了解“动物们采取

选择了亚洲象、武器等远离幼儿生活的活动

不同的睡眠方式，是为了适应环境、保护自

主题，教师难以为幼儿创设直观感知的环境，

己”
（p287）。但 R11 在“了不起的轮子”活动

只能通过间接观察等方式帮助幼儿了解动物

中，目标为“了解轮子是圆的、会滚动，能给

的特征以及科技产品。

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感受轮子游戏的乐趣”

3.3.3 活动过程关注幼儿的观察和认识，但探究

（p2），表明活动设计者并未关注“物体的结构
与其功能的关系”这一核心概念。
3.3.2 活动主题来源广泛但内容选择较为随意
幼儿科学活动各领域内容应比例协调，基
本覆盖各类内容范畴

[18]53

，让幼儿接触到生活

中广泛的科学经验。统计发现，绝大多数案例

性略显不足
结合活动目标以及学习活动的比重，对
19 本案例资源图书中的学习活动进行编码，
统计发现：以观察认识为主的活动占比最高，
其次是以交流讨论为主，以实验操作和技术
制作为主的活动总体较少（见图 3）。

资源从四大领域选择活动主题，但也有案例资

探究始终是科学学习的核心，是幼儿面

源并未覆盖各类内容范畴，难以反映本学科的

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态度和方法，它不同于单

基本内容结构和框架。其中 R10 主要选择了

纯的动手操作和机械训练，而是幼儿亲自参

物质科学领域的主题，R2、R12 缺少地球与空

与的动手操作和动脑思考相结合的实践 [19]。

间科学领域主题，R7、R16 则在主题选择时较

但具体分析发现，设计者对探究本质的理解

为忽视科技产品与人们生活的关系领域（见图

存在偏颇，不少探究名不副实，探究过程割

2）。除 R7 在对理论分析部分并未考虑科技产

裂，强调动手操作而轻视动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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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问题梳理解决真实问题的程序。
因此该活动必然只能发展幼儿的机
械操作技能，无益于幼儿问题解决
能力的培养。
交流讨论活动本身也具有探究
的性质，但在不少以交流讨论为主
的活动案例中，教师难以深入挖掘
其中的探究价值，通过关键问题引
导幼儿积极思考、大胆联想和回顾
图 3 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学习活动分布

观察认识活动是幼儿在教师的指导下，运
用多种感官有目的、有计划地感知客观事物与
现象的过程

[20]105

。它是观察技能、表达技能的

总结，并未使讲述、绘画、回忆、
讨论、扮演、模仿、展示等活动形式服务于
科学学习，反而过度凸显语言艺术教育价值，
将科学活动变成语言艺术活动，忽视了幼儿

综合运用，也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科学思维与能力的发展。

目前活动案例基本都体现了教师引导幼儿感知

3.3.4 教师促进者和示范者角色明显，但对幼儿

事物的特征、比较事物的差异、有顺序地观察

主体性关照不足

事物、对事物进行长期系统观察或者观察事物

从“幼儿教养者”到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

的变化，但很多观察活动都浅尝辄止，很少让

促进者、激发者、咨询者和榜样示范者，是时

幼儿带着问题进行观察、操作、记录与表达。

代赋予教师角色的多元期待 [10]28-29。促进者的

例如 R1“各种各样的鱼”中，
“教师引导幼儿观

任务是为幼儿创设学习环境，引入活动所需材

察，找出各类鱼的共同特征……出示玻璃鱼缸，

料，给予幼儿操作、冒险的空间。激发者帮助

请幼儿观察鱼在水中游动的情形”过于表面化。

幼儿意识到自己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主体，鼓

实验是探究的重要而非唯一形式，幼儿的

励幼儿独立探究和实验。咨询者认真观察、仔

科学实验是指幼儿通过动手操作改变变量，以

细聆听并简单回答幼儿的问题，为幼儿提供少

发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因果联系的方法

[20]116

。

量信息作为学习线索，同时通过提问帮助幼儿

有些活动案例夸大实验的范围，将实验泛化

聚焦问题的关键。榜样示范者则需向幼儿分享

为“任意动手活动”，把探索、制作混同于实

个人经验和思维过程，树立学习的榜样。

验。例如，R13 将“让幼儿用纱网或者沙筐筛
沙、运沙，玩建筑工地游戏”作为实验操作
的内容

[21]

，该活动并未涉及幼儿在教师的引

导下对变量进行操纵，因此并非真正的实验。
设计制作活动是一个系统的实际问题解

除 R2、R12 未 明 确 教 师 角 色 和 任 务 外，
在绝大多数活动案例中，教师主要扮演促进者
和榜样示范者的角色。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导入
活动、出示并介绍材料、提问、讲解、谈话、
进行小结，为幼儿分发材料、进行演示、示范

决过程，但在诸如 R4“自制报警器”活动中，

操作步骤、巡视并指导操作，但是教师对活动

教师直接简单介绍报警器，向幼儿布置制作

的控制性略强。例如 R3 在“有本领的袋鼠”

报警器的任务，并未创设合适的情境，让幼

活动中，
“教师介绍实验材料，认识材料，提醒

儿由衷意识到真实问题解决的必要性，也没

幼儿将材料有序地摆放好；教师示范操作实验

有将幼儿置于活动的中心，引导幼儿围绕核

步骤；幼儿操作，教师巡回观察指导”。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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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教师提供了便于幼儿操作的材料，却不能

了是否、能否两个层级，没有指明评价方法，

给幼儿营造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环境，

缺乏可操作性。

抑制了幼儿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挥。
当然也有极少数案例关注到教师应扮演

4 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建设对策

激发者和咨询者的角色。例如，R16 在“制

面对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建设的严

作肥皂泡”中，教师“拿出制作发泡器的材

峻形势，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建设应结

料，先让孩子思考一下，然后让他们试着用

合受众需求，探索案例编写群体合作新路径，

提供的材料制作一个发泡器”（p140）。在该

并吸收借鉴国际经验与研究成果，提升我国

活动案例中，教师并未告诉幼儿制作发泡器

幼儿园科学活动的质量。

的步骤，而是充分尊重幼儿的自主性和创造

4.1 结合受众需求，探索案例编写群体深度合作

性，待幼儿探索和尝试之后再引导他们讨论

与协同创新路径

哪种发泡器能够产生最大的气泡，让幼儿获

幼儿园科学活动资源应准确定位目标用

得科学探索的自信心和成就感。R8 中，当幼

户并弄清用户需求，兼顾在职教师教学实践

儿猜想磁铁的哪个部位吸的东西多时，教师

的需求以及职前、在职教师内化理论与实践

通过即时追问“你怎么证明哪个地方吸的东西

的需要，探索案例编写群体之间深度合作与

多呢？”（p107），由此促进幼儿深入思考，帮

协同创新路径。教育行政部门应重视幼儿园

助幼儿注意到磁铁不同部位磁性不同。

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建设，积极组织包括企事

3.3.5 评价环节普遍缺失且设计不良

业单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在内的社会

评价是幼儿园科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

团体或个人开发课程资源，将各自的理论、

环，它能够帮助教师判断活动目标达成的程

实践和推广优势融合为集体智慧，打破开发

度，发现幼儿探索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活动

主体之间的隔阂 [22]。其次，凝聚高校教师、

评价目标应与 3~6 岁儿童科学学习总目标一

幼儿教师、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成员成立工作坊

致并兼顾差异性，综合采用多种信息采集方

或工作室，围绕幼儿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建设开

法和适切的量规，评价幼儿科学态度和精神、

展教研，相互沟通、平等合作。从长远来看，

科学探究能力、科学知识和经验的表现水平。

还应该建立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与

调查发现，评价环节在幼儿园科学活动

幼儿园“四位一体”的长效合作共同体，发

案例中普遍缺失，仅 4 本设计了活动评价。其

挥行政部门的全面领导和监控作用，为幼儿

中 R2 和 R16 较为全面地评价了幼儿在活动中

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建设提供经费、政策、

的认知、技能、情感发展情况，但教师主要

人员支持，从而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 [23]。

采用观察分析法收集评价材料，评价方法较

4.2 把握科学教育发展动态，应用科学教育研究

为单一。而 R17 和 R18 虽然为每个活动设计

成果设计探究活动

了评价记录，但评价目标片面、评价方法缺

要想设计能够真正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

乏、评价量规笼统。例如，R17“蚂蚁的家”

的科学活动，案例编写者必须把握国际科学

活动评价记录为“是否了解蚂蚁的身体特征、

教育发展脉络与核心动态，吸收先进的科学

习性；是否知道蚂蚁的家在地洞里”，该评

教育研究成果，以前瞻性的理论站位引领案

价主要针对科学知识与经验目标，未能全面

例资源建设，真正践行建构主义学习观，提

评价幼儿科学素质的水平，评价要点只区分

升活动案例的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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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幼儿科学教育以幼儿科学素质培

切具有课程潜能的广泛自然资源、社会资源

养为目标导向，注重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

进入教育过程，并使其得到充分的利用。我

欲望，强调发展幼儿对科学核心概念的理解，

国幼儿园科学资源建设长期滞后，固守传统

重视幼儿参与科学与工程实践。案例编写者应

的案例资源结构，难以最大限度地为幼儿提

在 preK-12 科学教育体系中审视幼儿科学教育

供学习的平台和机会。目前美国 FOSS 教育

的目标、内容和方式，将培养科学态度和精神

项目包括教师资源包、工具箱、科学资源手

作为首要活动目标，剖析并细化科学态度、科

册、网站、学生自拍科学照片共享平台 [26] 等

学探究和科学概念的内涵，使活动目标可观

资源，
“Science：A Closer Look”系列教材包

察、可测量；综合选择科学性、生活化、情境

括儿童用书、教师用书、活动用书、活页、

性、探究性、代表性的活动主题和内容，虽不

单词卡片、给家长的一封信、科学杂志等资

至于面面俱到，但应体现学科基本结构，以促

源，
“Science Dimensions” 系 列 教 材 则 开 发

进幼儿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选择性借鉴并改

了全球在线学习平台、谷歌探险提供技术支

进先进科学活动模式，支持幼儿亲历完整的科

持的虚拟现实实地考察项目、教师在线学习

学活动过程，通过观察、测量、比较、分析、

系统、儿童离线学习应用等平台，开发了儿

验证、调查等多种策略解决问题；在设计活动

童用书、教师用书、手册、给家长的一封信、

评价方案时，灵活采用观察分析法、测查法、

科学工具、家庭资源、儿童分级读物、教师

作品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科学日记

分级读物、评估指南、交互性术语表等众多

法

[24]

[25]

等收集幼儿科学活

资源。综合分析以上国际幼儿科学教育资源

动评价资料，发挥活动评价的反馈、调节功

的构成可见，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资源建设

能，保证活动有效促进幼儿科学素质提升。

应吸引家长和社会资源的介入，探寻具有科

4.3 吸取国内外经验，实现幼儿园科学活动案例

学教育影响并能够与幼儿学习活动联系起来

资源立体化架构

的资源，借助现代教育技术实现幼儿园科学

、学习故事评价法

幼儿园科学活动资源的开发需要调用一

活动案例资源的立体化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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