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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濉溪五铺商派面塑迄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淮北市非文化物质遗产之一,俗称“捏面人”,是
一种用面粉加彩后捏塑成各种人物、动物等形态的民间手工艺。作为淮北市一种传统工艺,无论在色彩
还是造型特征上都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将其融入幼儿园课程中对幼儿创造力、想象力以及情感方面
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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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派面塑融入幼儿园课程的
意义和价值

创造力想象力及民族情感。其次,商派面

教育功能。首先,在室内环境上,教师可

塑以人形或鸟兽为主,每一作品背后都

以开设专门的区角如“小小面塑坊”,

1.1社会——传承优秀传统工艺

蕴藏着有意义的历史故事或传说,它不

幼儿可以随时到区角中动手操作。其次,

当前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

仅是一种玩具也是历史故事的载体。最

在走廊环创中,教师可以将幼儿作品作

不断向前迈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

后,商派面塑从面粉到成品可使幼儿感

为吊饰进行展览,激发幼儿自豪感、成就

变革正飞速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

受到生命感,制作过程中对脑手眼的协

感的同时家长也能看到自己孩子的作

牢记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商

调能力对小肌肉及平衡感的发展等足以

品。总之,环境创设在幼儿园教育中占据

派面塑便是其中之一。首先,商派面塑作

证实商派面塑融于幼儿园课程中对华德

着重要的地位,专门的教学活动与幼儿

为淮北市的一种传统工艺其传承根基在

福教育创始人鲁道夫史代纳提出教育理

园环境二者相辅相成可使幼儿更好的感

于教育。学前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起始

念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

受传统工艺魅力,加强幼儿对传统工艺

阶段,其相关课程的开设对商派面塑的

的热爱,培养幼儿的中国灵魂。

发扬和传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次,

2 商派面塑融入幼儿园课程的
实施策略

幼儿期作为启蒙阶段,商派面塑融入幼

2.1开展有关商派面塑的社会实践

儿园课程对培养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及

课程

2.3开展专门的教学活动
2.3.1与艺术领域相融合
商派面塑色彩鲜艳、艺术价值高符

国外教育家蒙台梭利强调了实践对

合幼儿的审美倾向,它既是艺术教育的

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幼儿园可组织幼儿

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源泉。在活动目标

1.2个体——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

到相关博物馆等地欣赏了解商派面塑作

上,根据《指南》中提出的 “感受与欣

激发幼儿爱家乡的民族情感等方面都有
积极的教育意义。
首先,商派面塑的主料是小麦粉,辅

品,调动幼儿多感官参与,使幼儿通过触

赏”和“表现与创造”两方面进行设计。

料为各种豆类、红枣等,安全无毒且价格

觉听觉视觉等多种方式获得有关商派面

例如大班手工活动《我是小小面塑家》

低廉,可供幼儿多次反复操作练习。其次,

塑的直接经验。我国教育家陈鹤琴提出

目标：
“乐意欣赏多种不同形式的商派面

面塑本身具有可塑性强、形象逼真、想

“大自然大社会就是活教材”的课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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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将商派面塑元素融入幼儿园环
境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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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教育——发展幼儿多方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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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感受与欣赏、体验与创造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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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提供充足的时间、空间和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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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派面塑融入幼儿园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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