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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时期是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在我国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目标中德育又占首位,
幼儿时期的道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对家庭教育中的幼儿德育进行探讨,在国家、社会各界
重视学前教育的大背景下,学校对幼儿规范化的道德教育体现了德育的重要性,但是在家庭教育中的道
德教育也是不容忽视的。论文中描述的家庭教育中幼儿德育现状与建议的对应措施,是笔者基于学校学
习的理论知识再结合笔者自己的学习工作经验而得出的思考。无论用什么方法、方式、策略都应追求
德育的实际效果,家长更是要注意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良好的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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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y childhood is an important stage of personal growth, and moral education occupies the first
place in the education goal of comprehensiv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body,
beauty and beauty, so moral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early childhood moral education in family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and social attention
to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standardized mor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education,
but the moral education in family education cannot be ignore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ugges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he own
learning experience. No matter what methods and strategies are used,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pursued, and par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making children accept good moral education
unconsc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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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儿德育的重要性

习,那将给以后的教育带来几倍、几十倍

儿已经有了“自我”和“他人”的区分,

幼儿期是幼儿养成良好品德、行为

的困难[1]。”就像马卡连柯所说的那样,

以及“我的东西”与“他人的东西”的

习惯、形成个性的时期。如果这时期不

如果从小不重视道德教育的培养,长大

区分,进一步说明幼儿开始懂得“分享”

重视幼儿的德育,养成不良的品德和不

之后就更加困难了,从小就要将德育思

的乐趣了,不再局限于“独享”的乐趣。

良的行为习惯,消除它是难以做到的。

想根深蒂固。

幼儿发现“分享”能够拉近自我和他人

“正确合理和适合标准地教育儿童,比

2 家庭教育中幼儿德育现状

的距离,并且在大概率上也能获得他人

做再教育的工作容易得多。从年纪最小

2.1幼儿德育表现

的“分享”,这使得幼儿会越来越乐于

的幼年时期起,合理的教育儿童,和一般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幼儿

分享。这是幼儿德育提升的很好表现。

人想 象 的 一 样 , 并 不 是 怎 磨 困 难 的 事

德育水平有显著提高,我国幼儿德育发

然而在幼儿道德教育中独立性也是尤

情”。
“如果在儿童的早年,不能合理的教

展的趋势总体上是良好的。现在的家庭

为重要的一点,独立性越好说明幼儿的

育儿童,使儿童养成不良的意识和行为

中大部分幼儿能够乐于分享,这说明幼

品质更好,能有自己的思想和思考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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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不去麻烦他人。在笔者的调查研究

标方向,对于推进我国幼儿教育具有里

的一般回答都是“我喜欢我就拿走了”。

中幼儿的独立性可以说是非常好了。比

程碑式的意义。但对于我们的家长也有

这时并不是幼儿撒谎,而是这时的幼儿

如能够自己穿衣,这说明幼儿开始养成

重大的指导作用,家长都应该对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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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品德习惯,幼儿的独立性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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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家长的正确的引导。笔者调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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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各地官员能深刻贯彻下去,让重视德

发现独立做事这样的行为也是具有阶

控力差、注意力不集中、拖延等许多问

育的观念进入每个家庭。

段性的,比如年龄较大的幼儿独立性就
强,反之就越弱,这和幼儿自身发育成

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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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彻底解决,将会影响到幼儿整体的

作、论文、期刊等也不断丰富。同样,

道德水平。

根据近年来有关幼儿教育新闻的曝光频

4 幼儿德育的建议措施

2.2家长

次也不难发现,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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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杜绝物质至上的思想,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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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发展；有的家长甚至放任发展,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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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问。这些无疑是家长育儿态度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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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智育最好的说法,二者均衡才能发挥

误的,使用了错误的教育方式或者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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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效果。与现今竞争激烈有关,现在一

放任,可想而知幼儿会进行怎样的发展,

传统美德故事》等道德类的儿童读物,

部分家长将智育看得过重,孩子很小就

我们不敢说也不敢想,更不敢让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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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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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维。希望家长可以抛弃将德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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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这一点希望家长正确看待。
4.3家长的榜样作用

庭在幼儿教育中扮演着怎样重要的作用,
想要做好幼儿德育就要创造良好的家庭

杜威认为,道德不是教授来的,而

环境。不论是从家庭的环境布置,还是到

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与合作中培育起来

家庭关系的处理方面都需要营造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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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氛围,让幼儿获得良好的生活环

利用好幼儿爱模仿的天性,做到以身作

境。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来进行幼儿德

则,给予幼儿正确的引导。就如“曾子杀

育教育[6] 。也要注意要在家庭中形成良

猪”就是古人在家庭教育中树立信而勿

好的道德氛围,长期对幼儿进行耳濡目

诳的典范。事实上,哄骗孩子虽然收时之

染的教育,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能

效,但遗害却是无穷的。一是儿童模仿力

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会乐观、开朗、

强、判断力差,他会仿效成人的言行而为

自信、懂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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