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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叠影响域理论指导下的家园相互交流模式探讨
叶 妍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幼儿园，江西宜春   336300
[ 摘要 ] 学前教育发展至今，幼儿园逐渐意识到克服小学化倾向、解决新旧育儿理念冲突等问题已刻不容缓。
因此，各幼儿园积极利用家园合作方式，解决一系列问题。其中，在交叠影响域理论指导下的家园合作方式
异军突起。幼儿园、家庭、社区相互配合、交叠影响、互为促进的关系被学前教育领域专家学者论证，形式多
样、丰富多彩的相互交流模式成为引领家长实施有效科学育儿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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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各园所开展的家园工作中发现许多

也说，
“为了帮助我的孩子，我很想知道幼儿园到底

弊端。如家长教育理念陈旧、家园的相互交流途径

是怎样教育孩子的，我能帮到幼儿园些什么。”这些

比较单一等等。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想

话语体现的就是交叠影响域理论的观点。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可

交叠影响域理论中，构建家园双向沟通的有效

持续发展，有效的家校合作显得尤为重要。美国霍

形式，老师和家长相互交流幼儿园教学和孩子的表

普金斯大学学者爱普斯坦指出：家校合作是学校、

现等等，就是相互交流，这也是家园合作的重要活

家庭、社区合作，三者对孩子的教育和发展产生叠

动类型之一。它强调幼儿园与家庭的双向互动，家

加影响的过程，即“交叠影响域理论”，这一理论把

园密切配合，形成合力，达成共识，实现家园同步教

家长和教师、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紧密地联系起

育，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谐的发展。

来，从而全面帮助幼儿更好的成长。    

二、搭建交流平台，提高合作水平，打造交叠基础

一、交叠影响域理论与学前教育的促进关系

（一）学《指南》、用《指南》，更新理念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和

《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在更新家长

《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育儿理念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可通过宣传、学

是幼儿园工作的重要“指路明灯”，两者都明确指出

习使用《指南》转变家长陈旧的育儿观，让家园教育

了家庭在幼儿园工作中的重要性，其中“尊重、平

同步。上街头、入社区发放宣传《指南》内容；将《指

等、合作”的原则凸显了新时代幼儿园和家庭的相

南》主要内容制作成广告展板投放在幼儿园《家园

互关系。其目的在于指导幼儿园通过各种交流形

宣传栏》和《家长报》、QQ 群内供家长观看学习；学

式来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同时帮助

校面向全园家长开展学习《指南》专题讲座。通过

家长提高科学育儿的能力。不止在国内，放眼国际，

系列活动，让广大家长先了解《指南》，再渐渐熟悉

家校（园）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研究和学校改

《指南》，逐步走进《指南》，最后有效运用《指南》，让

革的主题，是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美国约翰·霍

《指南》真正成为孩子学习与发展的福音。

普金斯大学的爱普斯坦等人提出了交叠影响域理

（二）讲专题、说道理，促进成长

论，认为家庭、学校和社区在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

在实际行动研究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幼儿园

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 3 个方面的关系

家长学校开课的形式对全园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知

在促进幼儿全面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交互叠加的积

识讲座，从而达到帮助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

极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幼儿园的老师说：

教育观的目的。

“如果家长们能在家里把自己角色中应该做的事情

如针对小班刚入园家长和幼儿将面对不少困

做到位，那我们老师的工作就能做得更好了。”与此

难的情况，进行小班家长专题讲座，让家长进一步

同时，家长们却认为：
“我们在家里花了那么多的时

了解先进的幼教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如可以

间和精力养育他，现在入园了，就该轮到幼儿园老

讲讲《如何把握儿童的敏感期》，还可以根据各年龄

师来教育孩子了。”这些话体现的是分割影响域理

段特点，分别对大、中、小班的家长进行《创新现代

论的观点。另外，一些幼儿园的老师说，
“没有幼儿

家校合作》理论知识讲座及有效的家园互动专业指

家长的帮助和社区的支持，我很难完成工作。”家长

导。家长们通过学习，不但能明确家园合作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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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且能了解并掌握“当好家长，相互交流，志愿服

其二，改进幼儿成长档案，有效地进行家园交

务，在家学习，参与决策，与社区协作”6 种类型的家

流。可以依托现代媒体为载体，立足园所实际，建

校合作方法，
这 6 种类型相互交叠影响，
效果翻倍。

立幼儿电子成长档案，教师上传幼儿园、班级各项

（三）强学习、提素养，专业教师

工作情况，让那些平日里没有时间或在外地工作的

首先，用“请进来”的形式对教师进行家教理

家长不用走进幼儿园也能随时了解幼儿的发展现

论的学习培训。通过培训活动，使教师跟上新形势，

状。进而引导家长能积极、主动地从旁观者转为参

明确“家校合作不是难事，而是需要用心做的事；不

与者，把孩子在家活动和外出旅游的照片、录像，

是增加工作，而是工作的本身”。这不只是美国爱普

生活中的童言稚语等上传至电子档案的相应板块。

斯坦的亲身体验，也是幼儿教师的亲身感受。再者

从而达到从只关注结果到关注幼儿活动的过程，再

用“走出去”的方法让老师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到关注幼儿知识、技能的掌握，最后到关注幼儿综

从而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职责。最后让老师在“试

合能力培养的转变。

一试”中梳理所得，在“家长沙龙”、
“体验式讲座”、
“家教头脑风暴”等实际操作中转理论为实践，让教

电子档案还可以对幼儿实施发展性评价。这
一评价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以高科技软件、电子设备

师不断朝着专业化方向前行。

为技术支撑，强调重视幼儿的兴趣，重视其能力的

（四）联系栏、家长报，处处宣传

均衡发展，注重教师、家长和幼儿三位一体的和谐

《家园联系栏》、家长报与宣传橱窗是家园教育
交流的一个好平台，更是家校合作的一座爱心之

互动，让三方成为幼儿评价的主体，促进幼儿的全
面、和谐、健康成长。

桥。各班班主任可结合园本及班本特色，在宣传设

其三，进一步推进园所网站、名师工作室、班

计上推陈出新，利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来体现教师的

级 QQ 群、班级微信群家园交流、互动，利用多网络

创新意识。各栏目版块内容涵盖了一周活动、习惯

平台做好家园“四部合唱曲”。各班班主任可以利

养成、前沿资讯等各方面，成为家长接受幼儿教育

用班级家长会对家长进行培训，让家长逐步适应高

信息的主渠道，当好家长的启迪之窗。如，
“心心相

效、快速、方便的网络交流方式，使大家获得更自

印”、
“特色与互动”、
“志愿服务”、
“健康快乐”等版

由、更广泛的交流空间。特别对于留守儿童家长来

块，这些新颖别致的名称让家长产生亲切感、温馨

说，各种形式的网络交流让信息沟通更加方便，跨

感和责任感。通过充分利用这些平台，家长更加清

越时间和空间的爱心桥梁越来越受到老师和家长

楚直观地明确了幼儿园的教育目标和教学特色，懂

的喜爱。

得了科学育儿的知识，知道了平时教育难题的解决

其四，评选好家长，以点带面发挥榜样作用。每

方法，这样就把科学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

学期都可以表彰一批积极志愿服务和默默奉献的好

指导家长进行科学育儿，提高家长教育能力。同时

家长。他们在家长中能起到引领和带头作用，
为园所

也进一步密切了幼儿园、家庭、教师的关系，三方同

教育教学活动提供资源和志愿服务，
给幼儿园工作带

步教育，
形成合力，
共同促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通过这样的活动，
不仅能激发

三、多种形式途径，持久深入研究，建构交叠网络

他们更好地成为家园合作的领头羊，
而且还能起到以

（一）新制度、重建设，有效交流

点带面的作用，
从而更加有效地进行家园共育。

其 一，重 家 委，促 合 作。 成 立 家 长 学 校、园 家
长委员会、班级家委会。园家委会的每位成员要根
据班级推荐，园领导班子审核通过。家委选择注意
涵盖各行各业，既要有爱心，又要有志愿服务精神。
在家长委员会上，让委员们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
和职责；讨论本学期园所工作重点；还可根据他们
各自的专业优势把他们分为教育教学、安全防卫、
咨询宣传、社会实践等工作小组，每组选出一名组
织能力较强的家委当组长，由组长带领组内成员讨
论制订本学期家园合作专业行动计划，园家委管理
班级家委，层层深入，以点带面，为园所教育教学、安

（二）亲子互动，促进儿童成长

全防卫、
咨询宣传、
社会实践等活动作出积极的贡献。

来说是一笔丰富的教育资源。由于这种教学形式

其一，以家长开放日为契机，开展丰富多彩的
家长助教活动。从事各行各业的家长是幼儿园丰
富的教育资源，也是幼儿园之外的一支特殊的教育
队伍。利用半日开放活动开展一系列家长助教活
动，让许多优秀的家长自愿参与到幼儿园的活动中
来。家长分别在自己孩子的班里或年级组担任“爸
爸老师”、
“妈妈老师”的角色，如：有交通安全的室
外演练和室内讲述；有保护牙齿、防治疾病的健康
知识；有英语、舞蹈、美术等专业丰富多彩的教学活
动。家长的不同职业、知识与专业背景，对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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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社会活动。

积极性也很高，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此活

幼儿园和家长携手幼儿“走进敬老院”为敬老

动拓宽了幼儿的视野，激发了对未来的憧憬，增强

院的老人们送上一片爱的心意。孩子们有的带来

了幼儿与社会的交往和对社会的了解，深化了家园

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有的拎着老人们爱吃的水

合作的内涵，进一步增强了幼儿教育的合力。

果，还有的拿着自己做的手工、画的图画送给老人。

其二，激发阅读兴趣、推广亲子阅读。为激发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孩子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来

幼儿的阅读兴趣，体验阅读的快乐，培养幼儿良好

表达对爷爷、奶奶的情感。他们用稚嫩的童声唱出

的阅读习惯，拓宽幼儿的知识面，激发幼儿的求知

心中的爱，用欢快的舞蹈把享受“长辈的爱”的感情

欲，营造浓厚的“书香园所”氛围，积极促进园所文

进行迁移，在这个不一样的场所体验不一样的幸福

化的发展，可以开展“在书的海洋里遨游”参观图书

和喜悦，同时也更加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情感。

馆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了解图书馆的基本情况，

其二，交通知识早知道，安全保护你我他。充

知道图书馆里的藏书丰富而全面，亲身感受图书馆

分利用“警营开放日”活动，到交警大队观看内容丰

的安静和浓浓的读书氛围，提高阅读的兴趣，在幼

富、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让孩子和家长

儿心灵深处播下一颗爱书、读书的种子。

们在这个快乐而有意义的活动中提高交通安全意

此外，大力推广亲子阅读活动也是一个不错的

识、文明意识和法治意识。

办法。班级可以每月向家长推荐一些关注孩子成

其三，走进消防，普及消防安全知识。为了提

长的热点文章，指导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并积极

高幼儿及家长的消防安全防范意识，普及消防安全

鼓励家长撰写读后感受，与老师交流阅读心得，共

知识，组织幼儿到消防大队参观，与消防员叔叔来

同探讨当前家庭教育问题。读后感可以发布在幼

一次零距离接触。活动既能开阔孩子们的眼界，也

儿园网站、报刊及班级“家长园地”栏目中。并在庆

提高了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六一”活动中举行亲子故事表演，不仅能有效促进

在交叠影响域理论指导下，教师由专业型向研

幼儿口语表达能力、表现力的发展，而且能拉近亲

究型发展，家长的教育观、共享观、合作观将得到极

子间的关系，让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

大改善，更加重要的是能发展幼儿的多元智能。苏

其三，结合“六一”节日，开展亲子间的交流活

霍姆林斯基说：
“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有

动。“庆六一”是孩子们的节日，为了让孩子们能过

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养人这一极

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节日，可以开展丰富有趣的亲

其细致和复杂的任务”。

子运动会。如小班亲子接力“我给爸爸戴帽子”和
“呼呼大力吹球”赛；中班亲子接力“我帮妈妈拉拉

综上所述，在家庭、幼儿园、社区的交流互动、
交叠影响中，三个合作伙伴成为了孩子全面健康和

链”和“同心协力运南瓜”赛；大班亲子“我给爸妈

谐发展最强有力的促进剂、催化剂。

扣纽扣”和“亲子灌篮高手”赛的活动，既能锻炼幼

                                                                                                                                                      

儿的自信，又能增进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亲情，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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