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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幼儿园职前教师培养课堂教学反思
- - - - 以《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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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课程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特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
诸多困难,如出现课堂表现积极性不高、学习比较被动、上课不够专心听讲、不能正确运用理论、课堂
实践效果不理想等问题。为提高幼儿园职前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笔者结合课堂教学,总结并实施三种策
略：平衡宽严相济管理策略；鼓励学生实践参与课堂；激励学生积极思考。实践表明,以上三种策略对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具有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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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classroom teaching of pre 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in kindergarten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the design and guidance of kindergarten art education activities as an example

Yao Zhang
Xuzhou Higher Normal School
[Abstract] The course Design and Guidance of Kindergarten Art Education Activities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ents encounter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non-active
classroom performance, passive learning, poor attention, improper application of theory, the inefficiency of
classroom practices and so 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teachers' classroom teaching, three
strategies in combination with classroom teaching are summarize and implemented: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balancing leniency with severity;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lassroom practice;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think positively. Those practices show that the strategies have obvious effects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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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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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从而更好地进行课程教学改
革,提高课堂教育教学质量,为培养合格
的准幼儿园教师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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