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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由于日益认识到传统教学完全以教

师（或教材）为中心的局限性，研究者开始强调以

学生为中心进行课程设计与课程开发。 “以学生

为中心” 是指在课程设计和开发过程中不能忽视

学习者的兴趣与能力，并未否认哲学、社会学、心

理学和学科知识对课程发展所应有的影响。然而，
因为词语表达的局限，“以学生为中心” 发展课程

的观念逐渐被误读成“学生”或“师生间 的对话”
是课程发展的“唯一”指标。 这一误读导致课程发

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本文拟通过个

案分析来看当前以“师生间的对话”作 为课程发

展的唯一或重要指标所存在的问题。
一、案例描述

图 1 是一位美国幼儿园的教师通过对幼儿行

为的观察逐渐产生的课程主题和教学内容。 本图

清楚展现了课程发展的轨迹。
九月初开学的第一周，“假期活动” 是幼儿常

挂在嘴边的谈话主题，其中“露营”的谈及率最高。
因此教师“顺势”在角色扮演区放了一顶帐篷。 之

后几名幼儿说需要皮箱以便将露营物品送到露营

地点，为此教师又投放了各种不同尺寸的纸箱子。
很快，教师发现幼儿对纸箱子的兴趣减弱，但仍对

装箱子保持极高的兴趣， 于是教师又拿了一些大

纸箱放在活动室里， 幼儿开始探讨这些新箱子的

大小、体积以及如何更好地打包物品。 与此同时，
依然有一些幼儿在继续进行露营的角色游戏。 没

多久， 幼儿将装箱和开箱的经验运用于戏剧扮演

和礼物包装。随后，教师又注意到幼儿开始讨论他

们是如何到达露营或度假地点的。 幼儿描述着他

们一路上看到的路标和城市。因此，教师又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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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图和州地图， 并为幼儿介绍了看地图的基

本要领。 在集体活动时间，教师组织幼儿讨论“如

果我要去旅行，我将会去……”，帮助幼儿进一步

掌握看地图的基本要领。 一部分幼儿表示他们希

望去参观自由女神像。 虽然这不是一次真正的旅

游， 但是全班幼儿还是到图书馆去搜集有关自由

女神的资料了。 有一些 5 岁幼儿甚至利用锡箔纸

和美工区的材料创造出了他们自己想象中的 “自

由女神”。
十月份时，几名幼儿开始对杰夫（盲童）如何

将食物放进口中感到非常好奇。 还有几名幼儿对

另一名幼儿麦修（哮喘病 儿童）如何使 用机器以

帮助呼吸表现出相当高的兴趣。 同时，幼儿园里

的一位教师（安）宣布了怀孕的消息，这也引发幼

儿提出了许多有关婴儿的问题。 教师把握时机，
开展了许多与身体部位和身体功能相关的活动。
这种科学探究活动持续了几个星期，并且延伸出

许多活动，如制作成长相册、深入讨 论失明问题

等。 在探讨失明问题时，教师提供了一些眼罩，让

幼儿戴上眼 罩吃饭，或者 在活动室走走，以体验

失明的感觉。
这时，有人捐赠了 200 个角锥。教师决定再次

利用集体讨论的时间让幼儿讨论如何利用这些角

锥。根据讨论的结果，这些角锥成为了角色扮演时

的帽子和鼻子、建构材料或装饰材料等，引发了许

多活动。
幼儿继续分享他们的成长相册。 幼儿问了许

多有关小宝宝成长的问题， 因此教师在角色扮演

区里放了一些布娃娃供幼儿进行角色游戏。 一部

分幼儿仍然对怀孕事件非常感兴趣， 有关怀孕生

产的故事书不断被带进活动室。
这个时候，“刚好”教师很久以前订购的唱片

送到，教师向幼儿介 绍了唱片 的主题曲《太 空冒

险》。 原本教师期望幼儿会对太空感兴趣，可是幼

儿在问了一些问题、制造了几件宇宙飞行服和几

艘航天飞机之后就很少再讨论太空了。 很快，幼

儿又向教师要来城市地图，查找起自己的家庭地

址和幼儿园在地图上的位置。 教师拿出电话簿，
和幼儿一 起在地图上 寻找幼儿的 家庭地址。 这

时，有的幼儿要求试打自己家的电话。 于是幼儿

开始使用电话和电话簿。 同时，教师观察到许多

幼儿在进行办公室的角色扮演活动。 于是，隔壁

房间暂时不用的办公桌被搬进了活动室，一个有

模有样的办公室出现了。 由于情人节将近，幼儿

又决定利 用这个办公 室和电话簿 来寄情人节 贺

卡给自己的父母。 教师便带领幼儿到附近的邮局

邮寄情人节贺卡。
二、案例分析

针对这个案 例， 笔 者 提 出 以 下 问 题 与 读 者

探讨。

图 1 延续 6 个月的课程发展流程图 〔1〕

简楚瑛：课程发展与师生间对话的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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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课程发展是否等同于通过活动发展

课程强调目 标、内容、方法 与评价四要 素的

完整性、关联性与适切性。 活动 则不然，它通 常

属于独立性的行为， 活 动与活动间 可以不具 有

关联性，可以不强调目标，也没有严 谨的要素要

求。 在活动中，幼儿固然可以进行学 习，但这种

学习成果可以归因为教 师的努力吗？ 就本案例

而言，教师提供或创设的种种时间和 空间条件，
事实上等同于给幼儿自由 的时间去游 戏。 我们

知道，幼儿在游戏中会得到学习和发展，但这未

必是教师努力的结果。 而通过课程发展强调的是

先要确定目标， 然后根据目标来选择教学内容、
方法和评价方式。

2．目标的有无，对教与学有什么影响

目标不仅为 教师提供课 程发 展 与 教 学 的 方

向， 同时也是评价教学效果和改进教学方向的指

标。 就本案例而言，6 个月的教学活动过程没有制

定明确的教育目标，导致课程内容琐碎而不深入。
教师是依据即时需要为幼儿提供协助和指导的，
因此是 “顺势” 在角色扮演区放了一顶帐篷，“刚

好” 在以前订的唱片送到后介绍该唱片……如果

教师事先对课程目标有 深入的思考 而不只是即

时把握单个活动的目标，那么针对班上有盲童和

哮喘病儿童的情况，教师借此达成“培养幼儿同情

心”和“培养幼儿照顾自己的能力”这两个目标的

做法（即教学内容与方法）就会有所不同。 案例中

提到的让幼儿戴上眼罩吃饭或在活动室走走的方

法可以帮助实现“培养幼儿同情心”的目标。 若要

实现“培养幼儿照顾自己的能力”的目标，教师则

应强调近视眼或其他幼儿常患疾病形成的原因、
预防及治疗方法等。

3．课程是预设的还是生成的

因为传统的预设课程存在许多弊端， 研究者

开始提倡生成式 的学习活 动与内容。 从 课程是

指由教师通过有计划、 有目的 地规划为 学生提

供的一切学习经验这一定义 来看， 课程是 有目

标的活动，因此需要事先规划。 然而，需要强 调

的是，虽然课程有预先规划，但应 在教学实践 中

预留修改或改变的弹 性， 这样才 可以避免传 统

预设式课程的弊端。 从本案例来看，因为教师未

做事先规划，没有预设的目标，因此会从“露营”

转 到“身 体”再 转到“角 锥”“地 图、住 址、办 公 用

品”等内容，最后还转到“情人节”的活动，几个环

节间缺少连贯性。
4．如何体现教师的专业性

如果提示幼 儿家长或有 兴 趣 与 幼 儿 相 处 的

人士“注意观察幼儿的活动，在幼儿需要 的时候

为其提供道具、用品等；同时也 可以以自 己的已

有经验为幼儿提供活动建议。 重要的是多支持、
多引导”， 那么这些人是否也能发展出类似本案

例的活动呢？ 笔者 问过许多幼 儿园教师这 个问

题，多数教师都认为是可能的。 换言之，在本案例

中是否能看到教师的专业能力？ 在活动室里，很

多幼儿在谈论暑假的活动，露营的话题是许多话

题中的一个。 教师决定在角色扮演区投放帐篷，
仅仅是因为这个话题的谈及率较高吗？ 那如何照

顾到那些对露营话题不感兴趣的幼儿呢？ 教师是

课程的决策者， 若课程的发展是以幼儿的需要、
兴趣和能力为依据，那教师该如何判断幼儿的需

要、兴趣和能力呢？ 这个判断若仅靠经验，那么教

师扮演的角色很容易被别人（如有经验的幼儿家

长）取代。 作为一位教育工 作 者 ，教 师 确 实 有 必

要 想 想 ：在 由 我 教 育 的 这2~3 年里，我希望幼儿

得到哪些方面的发展？ 是强调适应小学学习的认

知准备，还是强调适应未来社会发展所应具备的

能力？ 然而，教师很少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 影响

课程目标方向的哲学、社 会学、心理学 知识和学

科知识都未在课程发展 过程中发挥 其应有的影

响。 如果教师不能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那与非

专业人士有什么差别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课程发展不仅应考虑到

师生间的对 话， 同时还应 兼顾教师自 己与自己

的对话（认清自己的教学理念，调整理 念与实践

的契合度） 以及 教师与学科 知识和哲 学、 社会

学、心理学等理论知识间的对 话。 笔者相信，通

过不同场域间的对 话， 教师才能 发展出具有 适

切性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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