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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科学教育是启蒙教育,主要目的在于激发幼儿的认知兴趣以及探索欲望,这就要求幼儿园
教师在科学区投放可操作的、丰富的活动材料,为幼儿的探索提供条件。为此,材料投放的适宜性是决定
幼儿科学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教师需引起足够的重视。下面从幼儿园科学区材料投放要素切入,探究提
出若干材料投放策略,以促进提高材料投放的适宜性,提升幼儿园科学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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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lements and Strategies of Material Delivery in Kindergarten Science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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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y childhood science education i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The main purpose is to stimulate
children's cognitive interest and desire for exploration. This requires kindergarten teachers to put in actionable
and abundant activity materials in the science area to provide conditions for children's exploration. For this
reason, the suitability of materials is a key factor that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children's scientific
activities, and teachers need to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it. In the following, we will start with the elements of
material delivery in the science area of kindergartens, and explore and propose a number of material delivery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suitability of material deliver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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