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从小会玩，
长大才有探究能力

■毛黎莉

身边很多朋友和家长会咨询我，3~6

岁的幼儿要学些什么。 我给他们的建议
都是： 好好玩就可以了。 听到我的建议
后，他们往往很惊讶，第一反应就是，自
己的孩子怎么能每天玩？！他们更希望孩
子能够多学学。 而为什么我还建议孩子
要好好玩呢？

为人母、为人师，并且带过那么多届
信息竞赛队， 我深刻地感受到， 儿时会
“玩”的学生，从小就在心中种下了一颗
探究的种子。在游戏过程中，他们的知识
结构逐渐丰满， 并将书本上的知识变成
了解决实实在在问题的能力。 “会玩”是
一项重要的能力， 这是开启孩子智慧大
门的第一把钥匙。

在生活中发现问题，
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

在上海中学，我是信息学教研组长，

还负责科技班、工程班科技辅导员工作，

并指导上海中学的学生参加全国信息学
奥林匹克竞赛。可以说，我所接触到的学
生都是“聪明娃”，他们中不少人已具备
了基本的科研素养。就我的观察而言，这
些学生很多儿时都有丰富的 “游戏”经
历，有些甚至持续至今。 比如，有的学生
喜欢拆装东西，有的喜欢乐高和机器人，

还有的喜欢从小养虫子、切豆子等等。

长大后， 他们将儿时游戏中的知识
图谱不断升华、迁移，变为了高中阶段专
业课题选择的起点和依据。 这是“玩”带
给他们最直接的积极作用。

平日在与学生或者同行接触的过程
中，常常会听到抱怨：眼下的学生，缺少
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在生活中发现问
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付诸行动解
决实际问题， 这种能力正是科学研究的
基础。

反观我们的学校教育， 往往更重视
引导学生如何思考问题， 并试图提出解
决问题的办法， 却忽略了如何培养学生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动手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要知道，想象中的问题与现实
中的问题往往相距甚远， 而想象中的问
题解决方案也常常与现实生活大相径
庭，起码不会完全一样。

生活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质疑， 是科
学研究的原动力。 然而我们的学生缺乏
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即使遇到实际问题，

也无法将课堂中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地
应用到实践中。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的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玩”需
要给予极大的重视和正视。

做游戏，是将多门科
学知识融会贯通的过程

显然，玩是幼儿学习的主要形态，那
么玩什么？在玩中又能学什么呢？ 陶行
知先生曾说，“生活即课程”，但是，即便
是玩，也有科学含量在其中，而非一味地
“瞎玩”。

很多家长都曾经希望能够通过 “玩
种植”来培养孩子的爱心和耐心，但往往
最后会抱怨 “买的植物统统被孩子养死
了”“孩子一开始很起劲， 没过几天就看
也不看，现在都是大人在照顾”等等。 我
认为，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未必是孩子
没有爱心和耐心， 而可能是家长一开始
的选择出现了偏差。

例如， 家长通常会选择一些多肉植
物给孩子“照顾”，觉得“好养活”，可在孩
子眼里，多肉“变化小”，容易逐渐失去兴
趣。其实可以选择种植彩椒：和孩子一起
去市场购买彩椒，取出白色彩椒籽后，对
种子进行挑选，接下来种植，并和孩子一
起观察彩椒的成长过程， 最后采摘、烹
饪、食用。 由于彩椒的生命力强、生长周

期短， 在孩子能够持续关注的有限时间
内就会产生变化，例如发芽、长叶、开花、

结果、变色等多个环节，可以不间断地获
得孩子的注意，加上最后可以“吃掉”成
果的期望， 因此这个种植活动对儿童来
说不仅玩得开心， 而且可以体验一个完
整的过程。

孩子通过亲自种植学习到植物一般
生长过程，而且有了第一次种植经验后，

可以在类似的种植活动中逐渐增加多株
彩椒的生长记录和对比， 来学习环境因
素对植物的影响、过程记录的表达方式、

数字的书写、表格的认识等等，玩和学很
自然地就被结合到了一起。

“玩手工”也是常见的选择之一，既
可以培养孩子的想象能力， 还能锻炼孩
子的手指力度和灵巧性。例如，可以用折
纸来讲故事，强化孩子的语言表达；可以
用彩泥来做简单的国风书签画， 体验传
统中国元素；可以用废报纸来做模型，锻
炼空间感和想象能力等等。 只要家长愿
意思考， 普通的手工可以和很多学习要
点相结合。同时，为了让孩子能够树立环
保概念， 手工材料可以尽量选择废物利
用，久而久之，孩子也能在生活中发现很
多“有用”的材料。

亲子互动游戏的过程， 也是树立孩
子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好时机。 比如带着
孩子一起种植小麦， 看到辛辛苦苦结出
的麦粒，一边分享收获的喜悦，一边讲述
“粒粒皆辛苦”的人生道理。 在反复游戏
的过程中， 价值观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教
育中逐渐形成体系。

“玩”是积累知识和经
验的过程

作为家长， 必须认识到对于儿童来
说 ，“玩 ”和 “学 ”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 。

“玩中学”在儿童教育中是一直被倡导和
强调的原则， 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
们学习的基本形态和大孩子不同，听课、

说教、练习等集中、单一的学习方式并不
适合他们。

现在很多机构的幼儿学习班都将
“常识和科学” 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通
过教孩子背诵口诀和刷题的方法来 “拔
苗助长”。 看似短期内孩子得到了提高，

但我认为长此以往孩子可能对学习的方
法和意义产生误解， 对今后更长时间的
学习和终身学习都会有不小的影响。

其实仔细分析，这些“常识和科学”

都能通过一些小游戏让幼儿在“玩”里学
到。 例如 3～6 岁孩子需要掌握的“左右”

可以通过“照镜子”的游戏来学习；“影子
的变化”可以玩“踩影子”游戏；学习“磁
铁原理”，可以给孩子一块磁铁让他在家
中寻找可以吸住的材质 ， 并帮助他做
归纳和分类等。 在游戏中习得的知识，

远远比幼儿仅坐在课堂习得的知识更
牢固。

在与自己的孩子坚持每天“玩”了几
年后，我发现，长时间亲子游戏的积累，

会让孩子的知识面十分开阔。眼下，孩子
遇到什么实际问题， 都能从既往游戏过
程中提炼经验、复制经验，试图解决新问
题。 这是家长为孩子走上社会打下的最
好的基础。

作为一个计算机学科教师， 我明显
感受到，现在计算机学科已经演变为“计
算机+”学科，单单掌握某一科学技能远
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那么，在游戏中
掌握的多学科融会贯通的能力， 就显得
尤为重要。

正视幼儿“玩”的价值，理解玩中学
的意义 ， 家长多抽出时间陪孩子一起
“玩”，慢慢会发现孩子通过“玩”积累的
知识和经验会越来越多， 学习欲望也会
越来越强烈。

（作者系上海中学信息科技教研
组长 、 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教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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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天生的学习者，不要用“好心”消磨他们的能力

陪伴， 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最
重要的需求， 尤其是 0 到 3 岁期
间的高质量陪伴,对儿童的发展
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 我们借由
专业的研究工具， 在园所开展了
多轮数据收集工作， 探索影响低
龄婴幼儿教养的潜在因素。

结果发现， 家长确实越来越
重视早期教育， 但是养育者把包
办当作陪伴， 或者仅仅把在场当
作陪伴， 成为育儿中普遍存在的
问题。 高质量的陪伴不仅需要父
母付出时间和精力， 还需要父母
对儿童的性格特点 、 发展特点 、

心理认知发展状况有科学而客观
的认知。

■方玥

几乎每天， 我都能接到家长类似的
询问： 怎么陪伴才 “好”？ “好” 的背
后， 陪伴被赋予了功利的色彩———“如
何陪伴， 才能让我的孩子发展比别的孩
子好？”

家长应该明确的是， 陪伴孩子是一
种天伦之乐， 不是为了孩子不输给别人
而不得不做的一项义务。 如果父母的陪
伴 “太功利” “目的性太强”， 对孩子
来说， 即便玩游戏也会成为一种特殊的
压力， 不能毫无顾忌地按自己的方式去
玩耍、 去探索、 去想象。

那么 ， 怎样才能有效陪伴孩子 ？

这是家长们在育儿实践中 ， 孜孜以求
的答案。

首先， 家长要在亲子互动中积极回
应孩子的需求， 这是幼儿对环境信任感
的来源，也是儿童心理成长的第一支柱。

有了这种信任， 不管他今后碰到什么困
难，都会努力寻找积极的解决方法。

其次， 家长要借助自己的一言一行
帮助孩子积累各种各样的体验。 家长从
事什么职业， 拥有什么学历， 并非父母
优秀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和孩子说话、

玩耍、 唱歌、 念儿歌、 喂他吃东西等，

都是在创设机会 ， 让孩子获得充分的
感知觉体验。

第三 ， 家长应给予孩子足够的时
间和耐心 。 幼儿探索新事物 ， 并不希
望别人马上提供 “最优化 ” 意见和帮
助 ， 他需要有时间自己反复琢磨 ， 不
断探索 。 因此 ， 每天喂饭 、 散步等这
些家长眼中的 “琐事”， 正是幼儿想要
探索的要紧事 。 做个有心人 ， 让生活
中的平常事变得有趣起来 ， 减少一点
“任务意识 ”， 和孩子一起快乐地做这
些琐事 。 这样的陪伴不仅有利于培养
孩子的能力 、 独立性和自信心 ， 还能
让他感受到家长的信任和善解人意。

最后 ， 家长还要清晰 、 正确地跟
孩子说话 。 谈话是亲子互动中必不可
少的 ， 孩子对陪伴者的声音反应最敏
感 ， 家长亲切欢快的语调能让孩子感
受到温馨和放松 。 有时一起活动 ， 家
长可以用缓慢清晰的语词描述自己的
动作 ， 孩子会把家长传递给他的语词
信息储存在大脑里 ， 同时感受人际交
往的快乐。

（作者系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

正高级教师）

家长的积极回应，是孩子心
理成长的第一支柱

每个人的个性、 气质与学习风格
都千差万别。 儿童同样如此， 从性格
来看， 有的孩子比较谨慎， 有的则比
较大胆； 有些儿童比较内敛， 有些则
很外向。 从儿童的学习方式上来看，

有的孩子比较独立， 喜欢自主学习，

另一些则喜欢群体式学习； 有的孩子
主动性强， 有的则需要大人的激励与
监督。 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养育方
式适合所有的儿童， 家长高质量陪伴
的前提是要充分了解自己的孩子。

了解孩子， 不仅在于了解自己孩
子的性格， 还要了解每一个年龄段儿
童的特点。

比如， 两三岁的孩子总是喜欢说
“不”， 和大人对着干， 有时候故意发
出难听夸张的声音， 这是因为他们开
始进入心理学上所说的 “第一反抗
期”。 这个年龄段的儿童， 随着语言
能力的发展， 表述能力的提升， 开始

能够自我反省， 并且能够较为清楚地表
达出自己的想法， 探索的欲望和自我主
张也越来越强烈。 家长必须意识到， 孩
子开始说 “不” 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说是
一种进步， 一直处于服从听话的状态反
而不是好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家长可以尊重孩
子的意愿， 允许他们说 “不”。 或者家
长可以给孩子提供选择的机会， 这样既
能让他们的行为在自己承受和掌控范围
内 ， 又能给孩子独立自主的感觉 。 比
如， 当孩子说 “我不要睡觉” 时， 家长
可以试着问： “你是现在就睡觉， 还是
再玩十分钟睡觉？” 而当孩子更大一点
时， 则可以尝试与孩子一起制定规则。

再比如 ， 儿童的第一个敏感期是
“秩序敏感期”。 最早出现在孩子出生后
的第一年， 到两三岁时比较明显。 很多
人都能关注到， 当婴儿发现他生活中的
东西都在他习惯的位置， 他的情绪表情
会怡然自得， 反之则会焦躁不安， 这就
是婴儿对环境产生秩序感知的证明。 孩
子再大一点， “秩序敏感” 也会升级，

可能表现为爱管闲事。

幼儿期的 “秩序感 ” 往往显得固
执、 刻板， 让家长又好气、 又好笑。 家
长要注意观察， 倾听孩子的想法， 理解
接纳孩子的 “固执”， 尽可能让孩子身
处井然有序的环境 。 有时候 “秩序宝
宝” 缺少灵活性， 并不意味着家长 “无

所作为”。 平时， 家长可以多带孩子出
去走走， 感受不同环境、 不同家庭中的
人和事 ， 帮助孩子认识到别人的 “秩
序” 和自己的 “秩序” 是不同的， 帮助
孩子慢慢学着 “入乡随俗”。

爱的根本是理解， 了解孩子， 才能
真正帮助孩子成长。 有的孩子表现得霸
道、 脾气大， 还有的孩子表现得胆小、

害羞、 爱哭， 家长不要武断地给孩子贴
标签、 戴帽子。

简而言之， 我们不仅需要根据每个
孩子的成长特点调节养育方式， 还需要
对每个孩子的性格、 学习风格和需求足
够敏感。

总有人会为了幼儿从什么时候开
始学习而争论。 其实， 学习是人的先
天素质， 在日常生活中， 学龄前的孩
子拥有大量的学习机会， 他们从来就
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者， 学习蕴含在各
种日常活动中。

对于幼儿来说 ， 行为发生变化
就是他们学习的过程 。 在看似淘气
的 “动手动脚 ” 的过程中 ， 幼儿的
大脑与客观世界建立了联系和条件
反射， 大脑得到了发展， 并积累了各
种各样的经验， 为以后进一步学习打
好了基础。

平日里，幼儿随意玩耍的行为，隐
藏着丰富的学习内容和创造契机。 譬

如，他们喜欢往洞眼里塞纸、把卫生卷纸
扯出来等， 这些都是他们自我探索的过
程。 更进一步，幼儿把积木搭起来，再推
倒，并且一直反复操练，这其中隐藏着幼
儿的观察、探索和发现，他们在不断的搭
建和推倒中感受着积木发生的变化。

幼儿这种蓬勃的发现力和萌发的注
意力， 恰恰是最值得珍视的。 每个孩子
都天生具备了科学家的品质， 重点是这
些品质不要被大人 “好心” 地消磨掉。

现实生活中 ， 很多家长认为 ， 认
字、 数数、 弹琴、 画画、 学外语才算得
上是学习。 幼儿热衷于玩耍和探索， 却
被家长贴上了 “顽皮” 的标签。 甚至有
家长会阻止幼儿参与游戏， 强行教他们
一些所谓的 “知识”。 殊不知， 这样做
不但没有正面影响 ， 反而无意中成了
孩子主动学习的干扰者 ， 阻扰了孩子
的发展。

每一个儿童都不能被小看， 因为他

们都是会独立思考的个体。 当他们得到
一个新东西时， 多半会自己摸索、 寻找
玩法 。 每当此时 ， 家长不要去干扰他
们， 也无需去指导， 因为儿童会自己思
考、 探索、 学习玩具的各种玩法， 并享
受这种学习和探索的乐趣。 家长的作用
并不是要教他们怎么玩， 而是鼓励他们
自己玩 ， 让他自己发现更多有趣的内
容。 正是这些独立思考和游戏的空间，

更有利于独立个性和人格的发展。

80 后、90 后家长平均受教育的程
度要高于 60 后、70 后家长，因此他们
也很容易单纯地把育儿看作是教育孩
子，而忽略幼儿生活能力的培养。殊不
知，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就是在培养
孩子的自尊和自信， 这对未来的学习
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幼儿时期是自
尊心的形成期， 自尊心的形成不取决
于他能背诵多少古诗， 能多说几个英
语单词， 倒是日常生活中点滴小事会
对孩子建立自尊自信产生很大的影
响。 比如， 孩子会自己穿衣服和袜子
了，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我很能干”“我

已经长大了”的成就感、自豪感。所以，当
孩子笨手笨脚努力自己穿衣服和袜子
时，家长应多多鼓励，给予充分的耐心，

这些都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重要途径。

良好的饮食习惯和进餐能力， 对儿
童的身心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能
力从婴儿期就要开始培养。 婴儿进入第
四个月， 家长就可以给他们加入新的食

物经验。 比如， 一块切掉外皮， 并且大
小适合幼儿拿的硬面包。 此时， 面包具
有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重要性。 就生理
而言， 让他习惯非液体的食物， 正是要
在这适当的时机来做。 就心理而言， 这
是他第一次用双手把东西放进嘴里， 自
己控制食物。 婴幼儿能自己做事， 强化
自我意识， 进而改变他与环境的关系。

日常生活即教育， 家长要认识到孩
子自主活动的重要性， 不能包办代替。

如， 家长替孩子选择饭菜、 过度喂食、

持续喂饭等， 看似为孩子提供了便利，

其实， 客观上对孩子传达了一种不信任
的信号， 甚至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 对
吃饭的态度越来越消极， 与成人的关系
也越来越紧张， 最终吃饭成了家长的事。

孩子开始说“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进步

孩子天生就是主动学习者，学习是他们先天的素质

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就是培养自尊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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