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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幼儿园教育中,幼儿不仅是学前教育的对象,同时也是最好的“课程评价员”,幼儿所具有的
纯真、直率以及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于课程建设而言都显得弥足珍贵。因此,在课程评价中
应当积极引入幼儿评价制度,构建更科学、完善的班本课程评价机制,既有助于教师对课程进行更有效的
反思及改进,同时也能有效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评价能力,促进师生幼儿获得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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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Evaluating the Curriculum of th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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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children are not only the objec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but also the best
"curriculum evaluator". Children have the innocence, directness, keen observation and rich imagination, which
are very precious to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Therefore, early childhood assessment system should be actively
introduced into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a more scientific and perfect assessment mechanism for class-based
curriculum should be established, which will help teachers to reflect and improve the curriculum more
eff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effectively cultivate children's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y and evaluation
ability, and promot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achieve commo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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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的成效。
1.2有利于班本课程的实施,促进幼
儿“持续性共享思维”的形成与发展
在传统的幼儿园课程评价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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