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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探究热情,幼儿教师通过组织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探索活动,引
导幼儿进行观察、比较,让幼儿在实际操作以及实验中实现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文章从提升幼儿教师观
察能力和解讀幼儿行为能力两个方面,探讨保护幼儿好奇心和科学探究热情的方法,为幼儿的成长与发
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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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Observ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o Cultivate Children's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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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 have an innate curiosity and enthusiasm for inquiry. Preschool teachers organize
exploration activities in line with the ag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to guide them to observe and compare, so
that children can explore the unknown world in practical operations and experiment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methods of protecting children's curiosity and scientific inquiry enthusiasm from two aspects: improving the
observation abil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interpreting children's behavior ability, so a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hildre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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