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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幼儿与教师合作开展的行动研究
—中班幼儿关于“最喜欢在幼儿园哪里玩”问题的研究
张岩宇
山西师范大学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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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儿童作为研究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幼儿作为小小研究者,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下,用适
宜他们的研究方法,将游戏元素纳入到研究活动中,一起对研究问题展开探索。这个探索过程需要经过确
定问题、研究准备、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回顾与展示等五个研究阶段。
[关键词] 儿童作为研究者；幼儿；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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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carried out by young children in cooperation with teachers
-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where do you like to play most in kindergarten" for middle class children

Yanyu Zhang
Kindergarten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ldren as researchers", children, as small
researchers, with the guidance and help of teachers, use appropriate research methods to incorporate game
elements into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explore research problems together. This exploration process needs to go
through five research stages: problem determination, research preparation, data collection, data analysis, review
and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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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就是儿童作为小小研究者，用适

衣服这么漂亮？”,用“问号”代替。第

在为整个研究做准备期间,幼儿对

宜他们的方法，与成人一起合作或者在

三类是“怎么样”的问题,有小朋友问道

参与研究的态度从消极转向了积极,从

成人支持下独立开展研究。

“汽车是怎么样发动的？”
“年是怎么过

被动开始转化为主动,幼儿的参与意识

当“儿童作为研究者”聚焦在幼儿

的？”,用“小汽车”代替。第四类是“喜

和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尤其是当他们动

园时，便生成了以幼儿为研究主体的研

欢”类的问题,如“你喜欢吃什么？”
“你

手制作了代表自己“身份”的记者证和

究活动。幼儿具有研究的潜力，在教师

喜欢什么玩具？”“你喜欢在哪玩？”,

话筒后,他们的角色代入感更强烈了。同

的引导和支持下，选择与自身生活密切

用“爱心”代替。现在每个小朋友手里

时幼儿开始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如采

相关的主题开展合作研究。

都有一个印章,我看看有没有？

访对象的确定、如何使用记录表以及如

1 研究过程

幼：有

何记录被访者的回答等,教师充分尊重

在“儿童作为研究者”研究范式的

师：好,每个印章代表小朋友手里的

幼儿的声音,为幼儿提供研究技术和方

指导下,S幼儿园中二班的34名幼儿开始

一票。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投印章选出自

法等多样化支架,推动研究持续进行。在

了他们和教师的合作研究。开展研究的

己想要研究的主题啦。

这个过程中,幼儿尝试创作出和文字关

过程需要遵循研究内在的逻辑顺序,即

“儿童作为研究者”提倡尽量尊重

联的图形,运用自己的方法记住了要采

要经过确定问题、研究准备、收集资料、

幼儿的研究兴趣,让其自己选择研究问

访的问题,发展了幼儿的美感、想象力、

分析资料、回顾与展示。在研究的过程

题。但在让幼儿做研究的最初阶段,幼儿

思维能力等多种能力。同时幼儿尝试记

中,幼儿的主体性意识逐渐增强。

对研究还缺乏基本的认知,表达自己的

录答案的过程也理解了表格的一一对应
关系。

游戏是幼儿的基本生活方式,任何

研究兴趣也存在一定难度,需要教师的

游戏化的形式都能引起幼儿的兴趣与参

引导和帮助。因此,教师不但需要引导幼

1.3收集资料——进行结伴式行动

与感。为了便于幼儿对研究活动的理解,

儿提出合适的研究问题,还要帮助幼儿

收集资料的过程就是幼儿进行采访

我们将游戏元素纳入到研究中,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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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确定问题——激发民主意识
确定问题是研究的第一个环节,也
是幼儿迈出研究的第一步。每个幼儿的

方式。
1.2研究准备——创建符号化表达
确定了研究问题后,在幼儿收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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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1：民主选择幼儿感兴趣的研究
主题
师：前几次活动,小朋友们提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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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类的问题,如“为什么别人

幼：让老师帮忙写下来。

既让幼儿产生了安全感、发展了幼儿间

的衣服和我的不一样？”“为什么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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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谊,也促进了幼儿间的互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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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分析资料——运用形象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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