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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园大班自然角主题活动中培养孩子的
持续探究能力
吴金凤
天津市南开区第二幼儿园，天津南开 300384

[ 摘要 ] 幼儿教师应注重自然角的创设，使幼儿可在其中自主观察学习，进而对植物产生好奇心和求知欲，促
进其认知、情感等的发展。本文仅以大班自然角“水培芽菜成长记”主题活动为例，探讨当前幼儿园自然角
的现状和幼儿持续探究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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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角是幼儿自由观察和探究动植物的主要

习方法和能力。”我们应该先激发幼儿对自然角的

场所之一，它不仅具有生活化、可参与性的特点，还

兴趣，有了兴趣幼儿自然而然喜欢去自然角，愿意

能满足幼儿参与互动的要求。近年来，我国一直在

去观察、照顾它们，从而发现和解决问题，真正成为

班级自然角的创设及蕴含的教育价值方面进行研

自然角的小主人。

究。在宽松的氛围中，通过有价值的交流互动，结

二、幼儿园大班自然角主题活动——水培芽菜成长记

合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引导，能有效激发幼儿持

（一）确定目标

续探究的兴趣。本文将结合大班自然角“水培芽菜
成长记”主题活动案例，探讨当前幼儿园自然角的
现状和幼儿持续探究能力的培养。
一、幼儿园自然角的现状

室内活动时间到了，孩子们整齐地坐在座位上
等待着接下来的探究内容。这时，阳阳小朋友说：
“快看，吴老师怎么拿了这么多的种子啊？”旁边的
八斤小朋友说：
“还有土呢！”“还有铲子、水壶、纸

幼儿园中的自然角是把班级内一个阳光充足

和小签子呢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看

的空间，加以装饰，用来种植植物、饲养动物或摆放

到孩子们这么感兴趣，我非常开心，顺势把话题抛

各种自然物品，让幼儿自发照顾、自由观察的活动

给了他们：
“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些都是干什么用的

场所，是幼儿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桥梁。现在不管

吗？”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
“种植用的。”“是的，

是城市还是农村、民办还是私立，很多幼儿园都要

这些都是种植用的工具和材料。以前我们种植的材

求开设自然角。自然角的设立可有效促进幼儿探

料大部分都在土里，你们尝试过用水种植植物吗？”

究周围的动植物，有利于幼儿认知自然万物，提高

孩子们齐声说：
“没有。”有的小朋友问：
“这能种出

幼儿的观察能力，培养幼儿的探究能力。

东西来吗？老师，您开玩笑的吧？”“你们自己不尝

目前，很多幼儿园中设置的自然角流于形式。

试一下，怎么知道种不出来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新学期开学时，教师组织孩子和家长带小动物（乌

哦，或者对比种植也可以。”在我的鼓励下，孩子们

龟、鱼等）、植物（多肉、绿箩等）、标本（干枯的叶子、

开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种植方式和材料准备种植。

贝売、果实等）放入自然角；教师在种植植物和饲养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大部分幼儿选择了小白菜、水萝

动物过程中没有明确目标，疏于管理，导致自然角

卜、绿豆作为水培的材料，认识了水培芽菜所需要的

的动植物很快就死了，最终本该生机勃勃的自然角

水培纸、托盘、喷壶。在种植过程中，我鼓励孩子们

无人问津，形同虚设。

自己动手撒种、喷水，并根据孩子的需求进行指导。

《指南》中提出：
“幼儿科学学习的核心是激发
探究欲望，培养探究能力，成人要善于发现和保护

（二）创造氛围
面对选好的材料，孩子们开始不断提出问题：

幼儿的好奇心，充分利用自然和实际生活机会，引

种子怎么种？会不会漏下去？只喝水就会长大？

导幼儿通过观察、比较、操作、实验等方法，学会发

它们多久才能长大？谁来照顾它们呀？针对孩子

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帮助幼儿不断积累

们自发提出的这些问题，我让他们大胆猜想，并引

经验，并运用于新的学习活动，形成受益终身的学

导他们考虑刚才介绍的水培材料。孩子们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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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到了纸，解决了漏下去的问题。然后大家纷纷

音未落，孩子们都好奇地端起网盘仰头去看，惊讶、

试着去撒种子，在撒得不均匀时，我提问：
“你们发

渴望、好奇的眼神展现了孩子们对小芽菜探究的真

现了什么问题？”孩子们一眼就看到有的地方种子

情流露。

多，有的地方没有种子，就自主地把种子摊开。撒

5. 情境五：回家照顾

完种子，小朋友们开始使用喷壶喷水。最后，大家

假 期 到 了，孩 子 们 开 始 讨 论：小 芽 菜 怎 么 办

讨论出用记录的方法看他们多久长大（上学期记录

呢？谁来照顾它们啊？有的说我想带回家照顾；有

经验），并决定了由班级值日生来轮流照顾这些水

的说那可不行，万一你忘了浇水，再像上次一样死

培植物。

了怎么办？孩子们开始担心小植物了，这充分体现

（三）交流互动

出这段时间，孩子们对小植物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1. 情境一：种子发芽

看到孩子们讨论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结论。刚想

“水培种子发芽啦，发芽啦！”有一天，自然角

给出建议，孩子们就问我：
“老师，我们可不可以把

传来了惊喜的喊声。每天 3 次的喷水规则，让孩子

它们带回家照顾啊？”我说：
“当然可以了，你们都

们形成了自发利用自己的时间去观察照顾植物的

是非常有爱心和有责任心的孩子。如果哪几位小

习惯。在他们发现第 1 粒种子发芽时，种子有紫色

朋友要认领回家的话，就要对它们负责任哦，要保

的根须时，种子的根须变成黑色时，纸有黄印时，盘

证小长假过后它们能生机勃勃地回到我们自然角

子底下有根须时……孩子们惊喜、惊讶、疑问、开心

里。”最后，希希、辰辰和茹茹踊跃地举手认领了小

的心情交织在一起，相互告知、探讨。

芽菜。孩子们顿时为这几个小朋友鼓起掌来，这是

2. 情景二：移栽失败

鼓励的声音、赞扬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小长假

看到小植物长得这么好，孩子们提出要多种一

期间，家长及时在班级微信群里分享了孩子们在家

些，于是我就和孩子们一起把实验的水培苗移到了

照顾小芽菜的情况，让班级里所有孩子们都能及时

大孔的筐里。不幸的是，孩子们忘记了浇水，苗干

关注到它们的生长。

掉了，死了。滔滔小朋友说：
“就半天没浇水就死了，

短暂的假期很快结束了，孩子们第一时间去观

太可惜啦！下次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它。”由此事件

察他们的小芽菜。小水萝卜开始分叉，中间露出了

引发了要如何照顾芽菜的问题，为什么会死掉？又

小新叶子，根须变多了变密了；绿豆的叶子是细长

引发了孩子去观察自然角其他的植物有什么变化？

的，像剪刀一样的，嫩黄色的；小白菜长得更密了，

有什么发现？孩子们在观察时发现了很多问题，我

叶子大小不一样，根须都扎破纸长到下面了。芽菜

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而是又把问题抛给了孩子

的新变化让孩子们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体验

们，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了解原因，并提出解决方

性的生活让孩子们爱上了这些小芽菜，照顾它们似

法，于是就产生了第二次分享活动。

乎也成了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孩子们不仅没有

3. 情境三：分组种植

表现出厌烦，反而每天兴致勃勃，开心得不得了。

在孩子们细心的照料下，小芽菜长得越来越

6. 情境六：收获时刻

好，这也吸引了其他班级的老师们来参观，于是孩

收获的季节是最美的，这一刻我在孩子们的脸

子们提出：我们可以多种一些吗？因此，我们开展

上看到了舒心的笑。收获的时候，孩子们发现有的

了分组种植活动。新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孩子们真

叶子发黑、变干了；小芽菜高矮不一样，藏在里面的

的观察、思考了，才能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在大

很矮，边上的和外面的高；小白菜根须密密麻麻的；

家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们自然

有很多种子还没有发芽；绿豆长得最高啦，有很多

而然地提升了探究的能力。

的绿豆皮，还有长长的根须留在网盘上了，这是多

4. 情景四：测量植物

么有趣的事情啊！通过亲自水培芽菜，让小朋友们

孩子们在观察时，发现小水萝卜长高了，就提

获得了很多的知识，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原来

出问题：如何知道水培芽菜到底多高呢？有的孩子

小小的种子也有这么神奇的经历！

想到用尺子测量，孩子们认识数字，学过用尺子记

7. 情境七：自主种植

录长度的方法。孩子们开始合作，有的观察，有的

品尝过自己种植的小芽菜之后，孩子们开始了

做记录，有的想办法，每个小朋友都积极地参与到

第三次的自主种植，观察中互相交流经验，自觉地

这个过程中，感受着植物的成长带给他们的喜悦。

主动记录。有了前两次的水培经验，这次，孩子们

“哇，下面的根须好长呀，还有好多小水珠呢！”话

照顾起小芽菜来得心应手。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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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菜长得超过了 30 cm。这次，孩子们又发现了新

活动，分析他们的行为特点和心理活动，为幼儿提

问题：绿豆苗倒了很多，有些水萝卜也倒了，而且叶

供有力的支持。幼儿的活动引起教师的关注，教师

子也发黄了，水好臭，还有好多小飞虫呢，芽菜里面

的关注进一步促使幼儿活动从原有水平向更高水

都长了黑色的毛……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孩子们没

平的发展，形成有效的师幼循环互动，教师适时介

有退缩，也没有放弃，而是在积极地想办法。为什

入让幼儿都能参与。

么会这么臭？要么我们也给它们洗洗澡吧。有了

（三）角色定位

这个想法，孩子们决定试一试。于是，它们一起把

教师的角色定位直接影响师幼互动，教师根据

小芽菜拿到洗手盆处，给小芽菜们“洗澡”，接着又

幼儿的行为，及时转变自己的角色，引导幼儿深入

给它们换了清洁的饮用水，希望它们“喝”了干净的

探索，提升建构水平。在这种合作探究式的师幼关

水就不臭了。终于可以仔细观察了，不臭了，好开

系下，保证了幼儿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地位，

心啊，孩子们又喜上眉梢啦！这次的问题再次引起

实现师幼互动的良性循环。

幼儿们每天都要关爱小植物的强烈共鸣。

（四）评价激励

8. 情境八：问题多多

评价不要片面、狭隘、一言堂式，要积极调动幼

解决了发臭、有虫的问题，爱探索的孩子们依

儿的学习兴趣，培育幼儿的自信心，这是对孩子的

旧停不下来。现在又在讨论着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信任和尊重，也会有益于提高孩子继续学习的积

忘记照顾它，而不会让小芽菜干死、渴死的问题了。

极性。

种到土里试试？……期待孩子们更有意思的探究

自然角是幼儿园进行幼儿科学学习的重要组

活动。

成部分，在自然角活动中，给孩子自主探究的机会，

三、幼儿持续探究能力的培养

让幼儿按自己的方式主动地探索和学习。我们关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教

注的不是知识的价值本身，而是幼儿在获取知识和

师要“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各种表现与反应，敏感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个性品质的发展及幼儿可以获

地察觉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形成

得的使其一生受益的知识和经验。让幼儿在宽松

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水培活动提示教师培育

的氛围中探索，让探索在好奇中萌芽，在引导下发

幼儿持续探究能力需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展，在责任中深入，在惊喜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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