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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成长故事”对幼儿教师专业能力培养的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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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长故事”是银川市第一幼儿园吸纳新西兰“学习故事”评价体系中的先进理论,结合陈鹤
琴的“活教育”思想,立足本园实际,探索出的一套适合本园教师使用的过程性评价方法。通过对“成长
故事”的不断探索,使其在学前儿童观察的教学实践中发挥着重大的意义,并有效地提高了幼儿教师的观
察、评价、反思、研究等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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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Based on "Growth Story" for the Path to Cultivat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Preschool Teachers
Qingye Mai
Yinchuan First Kindergarden
[Abstract] “"Growth Story" is a set of process evaluation methods suitable for teachers in Yinchuan No.1
Kindergarten, which i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Yinchuan No.1 Kindergarten by taking in the advanced
theory of New Zealand "Learning Story" evaluation system, combining with Chen he qin thought of "living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growth story",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preschool children observa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observation, evaluation, reflection, research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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