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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nhance the interest of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exploring preschool science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will integrate service learning into the courses of Preschool Science Education and carry out the action research. The preliminary scheme uses
science pantomime to guide the sophomor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rvice learning in the
term. The service learning of science pantomime performance gives college students a real
opportunity for practice and effectively stimulates their interest in preschool science education. However, it is not quite effective for them to enter into this sector preliminarily. Based on
the science pantomime performance, the revised scheme adds varied scientific games like interest scientific inquiry and mathematics cognition, and has formed service learning scheme
themed with scientific games. Through our research, we find that within the frame of Preschool
Science Education courses, integrating the service learning with Preschool Science Education is
a practicable strategy for education, which can help achieve the course goal and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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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对幼儿科学教育领域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将服务学习融入《幼儿科学教育》
课程，开展行动研究。初步行动方案采用科学童话剧表演的服务学习，在学期中引导大二学生开展此项
服务学习。科学童话剧表演的服务学习提供给了大学生真实的实践操作机会，有效引发了大学生对幼儿
科学教育的兴趣，但仅是引领学生入门，效果比较粗浅。修正的行动方案，在科学童话剧表演基础上，
增加了趣味科学探究、数学认知等多种类的科学游戏，形成了科学主题游戏的服务学习方案。通过行动
研究发现，在《幼儿科学教育》课程框架下，服务学习融入《幼儿科学教育》是一项可行的教学策略，
有助于课程目标的达成，有效提高大学生幼儿科学教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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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要点提出积极开展幼儿科学启蒙教育，要求“结合幼儿身心发展
规律和学习特点，将有关科学教育内容更好地融入幼儿生活和游戏活动中”。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的有
效开展需要具备良好科学素养水准的师资，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作为准幼儿教师，其科学素养水准将
直接影响幼儿园科学教育实施成效。
但是，近十余年研究结果显示，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科学素养总体水准较低，对科学领域的兴
趣不足，难以有效开展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王练[1] (2003)对 X 学院学前专业学生科学素养调查结果为本
科生具有科学素养的比例为 4.9%，专科生为 1.7%，低于同期大学生 11.53%，专科生 7.03%。学前专业
学生了解基本科学知识的比例为 48.7%，了解基本科学方法的比例为 60.1%，基本了解科学与社会之间关
系的比例仅为 7.8%，调查同时显示学前专业学生对科技报道兴趣不大，参与科技活动较少。
王萍[2] (2008)对学前专业毕业实习生调查显示，67.34%的学生不知道纳米是什么，访谈中几乎所有
学生都对科学领域不感兴趣。郭海燕[3] (2012)对已就业学生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幼儿教师不愿意选择科
学教学活动，作为其公开教学活动进行组织实施。秦丽华[4] (2014)对 Y 院学前专业双语班学生科学素养
调查显示，学生科学素养的平均得分率为 67.34%，在科学素养的五个维度中，科学态度得分率最高，为
70.99%，得分率最低的是科学知识，仅 62.89%。因此，我们对学前专业学生科学素养较低的现状要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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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认识，高师学前专业学生对毕业后从事幼儿科学教育有胆怯感与畏惧感，其科学素养水准难以有效开
展幼儿科学教育活动。
基于此，相关研究者就高师幼儿科学教育的体系构建、课程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的理念革新进
行了深层理论探讨。王崇丽[5] (2012)提出重建高师学前教育的课程结构，夯实科学知识基础；转变高师
学前教育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加强科学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宣导科学
阅读，树立正确科学本质观。秦丽华[4] (2014)提出拓展科学知识，激发科学兴趣；增加课程教学学时，
积累科学活动的理论知识；改革教学方法，体现能力培养等策略。王晓庆[6] (2015)提出，开设科学类选
修课、构建以科学探究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营造学习科学知识的环境和氛围等都是提高学前专业学生科
学素养的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较多从科学知识获得、科学学科的教学、课程理念革新等视角进行研究，但是，
较少研究者从幼儿科学教育的实践需要，开展幼儿科学教育的兴趣和态度等视角进行研究。
因此，本研究从大学教育现场、幼儿园科学教育实践的需求出发，通过行动研究尝试将服务学习融
入到课程教学当中，设计实施与《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相结合的服务学习活动，探讨服务学习融入《幼
儿科学教育》的可行性，探究服务学习对于引发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科学领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幼儿
科学教育能力的效果。

2. 研究目标与方法
2.1. 研究目标
本研究初步行动方案采取科学童话剧表演游戏的服务学习，目的在于引发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幼儿
科学教育的兴趣。修正行动方案在此基础上，形成贯穿课程始终的科学主题游戏的服务学习，培养学前
教育专业大学生开展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的能力。
本研究中服务学习是指一种教学方法，它融合服务活动和专业课程，将服务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服
务的表现和反思的成果作为评价的一部分[7]，使专业课程与服务经验紧密结合，从而协助大学生连结课
堂教学与服务情境，达到更好学习效果。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质性研究取向为主要切入点，希望通过行动研究的过程，探究通过服务学习来提高学前
教育专业大学生幼儿科学教育的兴趣和能力的成效。
研究资料收集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研究问题，服务学习应用于幼儿科学教育教学的资料收集方法，包
括实地观察法，研究者观察记录前后两次服务学习活动的计划、行动及反思过程，深入了解第一次及第
二次服务学习过程中大学生幼儿科学教育的实施行为和学习效果。访谈法，访谈对象包括提供服务的大
学生与被服务机构的幼儿、园长、教师、家长及相关人员，了解服务学习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
反思日记，大学生在服务学习活动结束后撰写反思报告，通过分析反思报告，来了解大学生的服务学习
成效。

3. 初步行动方案——科学童话剧表演的服务学习及反思
服务是一项切实的活动[8]，大学生根据计划开展服务。结合幼儿科学教育教学进度，教师在期中安
排一次以科学为主题的童话剧表演的服务学习活动，引导大学生选择科学主题的童话，例如《肚子里有
个火车站》、《石头汤》和《我的影子》等，主动查找相关的科学知识点，转化成幼儿能理解的内容，
创造性地开展表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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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学前教育学院新建的模拟、区角游戏和感觉统合等三个实训室，开展科学童话剧表演的服务学
习活动。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共同邀请清清(化名)幼儿园大班小朋友及其家长(共 60 人)参与活动，开展直
接的、面对面的服务。活动结束后，通过观察、访谈等方式收集回馈建议。

3.1. 幼儿及其家长的回馈建议
科学童话剧表演结束后，参与活动的园方负责人表示活动非常有趣，肯定了科学童话剧服务学习的
价值：“通过童话故事较好的达到了科学教育的目的”，“回家也可以买相应的绘本和孩子一起读，例如
《肚子里有个火车站》、《石头汤》”。
参与的家长认为对大学生表现给予肯定：“大学生们表演细致、到位”，“这种表演的方式很适合
孩子”，“如果提供与科学教育相关的绘本清单就更好了”。
幼儿观看科学童话剧的兴趣也很高，看完还想再看并问大学生：“老师，真的不会再有一次了吗？”、
“我知道为什么石头汤会好喝？”。
但是，园方负责人、家长也对科学童话剧服务学习活动的时间、场地安排、现场引导等方面提出了
改进建议。例如，“三个童话剧场次之间的引导需要明确顺序，这样家长比较好操作”，“整体活动的
路线设计需要加强，现场引导有些混乱”，“活动时间有些短，希望时间能再长一点！”

3.2. 学前专业大学生的回馈建议
活动结束后的调查显示，学前专业大学生对本次科学童话剧服务学习活动的态度是正面而积极的，
她们认为“科学童话剧服务学习活动的组织还是挺成功”，“我们这些大朋友们尽情地享受幼儿在观看
表演时的那份情不自禁的快乐和参与的热情”、“科学童话剧服务学习活动中，我们收获了如何与小朋
友交流，我们在实践中提高了自己”。
结合服务活动的开展，学前专业大学生也发现自身的科学知识储备不够丰富、表现力有待提高以及
服务学习活动的类型不够丰富等不足。她们表示“我们有些地方的科学原理知识需要进一步的理清”、
“我们需要在表演中，形象具体的传达抽象的科学知识”、“类似的服务学习活动可以在课堂里面多开
展一些”、“活动的种类可以增多一些，例如可以加入动手操作的游戏”。

3.3. 高校教师的反思
科学童话剧表演的服务学习活动充分利用学前教育专业的活动室，拉近了高校与社会之间的距离。
大学生通过为幼儿表演科学童话剧，提高了自身的科学教育实践能力，反思科学童话剧的服务学习经验，
丰富了其对专业和个体成长的认知，为深化高师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
法。
但是，从参与科学童话剧服务学习的园方负责人、家长、幼儿及大学生的回馈来看，大家对服务学
习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是今后行动方案需要进行如下的修改：
一是拓展服务学习的类型，加深与课程的关联，例如结合课程进度，增加趣味科学探究、数学认知
游戏、音乐律动等；二是高校与社区、幼儿园之间明确服务学习的时间、空间，可以邀请幼儿园小朋友
到高校来，大学生也多到幼儿园去，双方灵活共用资源，使高校和幼儿园、社区达到共赢的效果。三是
高校与社区、幼儿园进一步建立相应的长效稳定参与机制和制度化的规范措施，例如经费、大学生保险、
交通等事项。

4. 修正的行动方案——贯穿课程始终的科学主题游戏的服务学习
修正后的行动方案，拓展了服务学习的类型，采取贯穿课程始终的科学主题游戏的服务学习，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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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师、大学生、幼儿园代表等人员共同协商制定，修正方案设计重点考虑以下三方面：

4.1. 确保科学游戏服务结果能满足社区幼儿园的需要
幼儿对游戏有着天生的热爱，《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也强调幼儿探究兴趣和探究能力的
培养，强调游戏在幼儿科学学习中的重要性。例如“多为幼儿选择一些能操作、多变化、多功能的玩具
材料或废旧材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幼儿拆装或动手自制玩具”、“利用生活和游戏中的实际
情境，引导幼儿理解数概念”等。结合日常观察、访谈发现，幼儿园注重科学游戏活动的开展，有许多
科学游戏活动服务的需要。

4.2. 注意服务学习与《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的联系
考虑服务的性质需要跟课程目标相结合，使大学生通过服务的机会，达成课程目标的学习[9]。《幼
儿科学教育》开在大二上学期，大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教育知识与能力，但是大学生除了实习、
见习外，面对面接触幼儿的机会不多，直接组织幼儿进行科学探究、数学认知的机会应该更少，如果能
设计班级、全园范围的科学游戏活动，面对面接触幼儿，将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指
导能力。因此，修正后方案进一步整合设计了包括趣味科学探究、数学认知游戏、科学短剧表演等内容
的科学游戏主题游戏的服务学习方案。

4.3. 确保高校教师、大学生和社区幼儿园代表的共同参与
高校教师要征求周边社区幼儿园的需求，取得幼儿园园长的支持与协助。同时，教师也要让学前教
育专业大学生理解什么是服务学习，向大学生解释和说明服务学习的性质、特点，以及服务学习对提升
他们的幼儿科学活动组织与指导能力的价值和服务学习给社区、幼儿园带来的积极影响。
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来选择任务，尽可能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提高参与
服务学习的积极性。大学生在服务学习的过程中，思考服务学习活动中所需要的幼儿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组织与指导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如何在服务过程中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在高校老师、园方负责人
指导下与幼儿互动并接受她们的评价。
社区幼儿园需要协调配合服务学习活动开展，为活动的实施提供适当的时间、人力、材料等支援，
更重要的是注意幼儿在科学游戏活动中的人身安全。最终，三方协商制定一份详细的院园融合–科学游
戏服务学习方案，包括活动主题、目标、内容、实施方式、评价方法、时间、地点安排等，如表 1 所示。

5. 修正后的服务学习行动方案的执行及反思
科学游戏服务学习方案是结合课程开展的服务活动，大学生通过引导小朋友参与科学游戏活动进行
服务。

5.1. 开展科学游戏服务学习活动
经过前期周密设计、准备，遵循距离近、花费少、省时省力的原则[10]，高校教师邀请学校附近有合
作关系及服务需求的清清幼儿园进行这项科学游戏服务学习活动。
科学游戏服务学习活动实施过程有：1) 高校教师在征求清清幼儿园园长及业务园长的意愿和支持基
础上，邀请业务园长担任服务机构的负责人；2) 服务机构的协助：由业务园长设计家长告知书，由各班
级教师根据班上幼儿情况，调查班上有意愿参加游戏的小朋友，并协助统计名单，征求家长同意；3) 服
务内容：第 9 周~15 周，大学生前往清清幼儿园开展班级性质的科学闯关游戏；第 16 周，邀请大班小朋
友及其家长、老师到宁波教育学院游戏实训室参加科学游戏活动，具体包括：音乐律动(调动幼儿积极性)、

74

冯丽娜
Table 1. Service-Learning plan of science subject play
表 1. 科学主题游戏的服务学习方案
服务主题

科学探究、数学认知

服务目标

1.接受服务等幼儿能增加科学探究及数学认知的兴趣和能力。
2.学前专业学生能加深对幼儿科学探究及数学认知能力的认识，并思考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的实施策略。
3.结合《幼儿科学教育》相关知识，增加学生幼儿科学教育的知识与能力。

服务方式

趣味科学探究、数学认知游戏、科学童话剧表演、音乐律动等。

实施方式

大学生 6-8 人一组，小组长负责活动设计、展开；园所由业务园长负责安排；
高校教师负责协调双方，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评价方法

服务学习记录单、服务学习园方回馈单、个人服务学习反思心得。

服务年级

学前教育专业大二学生，50 人。

服务园所

清清(化名)幼儿园小朋友。

时间安排

将科学游戏服务学习方案列入幼儿园日常教育活动安排，
于第 9 周开始，至第 16 周学期结束，连续进行 8 周。

服务地点

第 9 周-第 15 周安排在清清幼儿园班级活动室，第 16 周安排在高校的幼儿游戏实训室。

科学童话剧表演、以及科学闯关游戏；4) 幼儿安全：小朋友参加科学游戏活动教师、家长可陪同，均由
家长接送，确保安全，5) 交通：幼儿交通由家长负责，大学生步行至清清幼儿园(距离学校 10 分钟路程)，
6) 保险：大学生保险，不另外加保，7) 经费：如需教具可自行制作，也可借用《幼儿游戏实训室–科学
区》玩教具，或者请清清幼儿园协助提供。

5.2. 反思科学游戏服务学习活动
反思是重要的环节[11]，科学游戏服务学习活动中，教师要求大学生通过撰写服务学习报告及反思心
得的方式对服务学习活动进行记录与反思，思考科学游戏活动的组织、开展、与小朋友的互动、产生的
新想法等。
本研究通过分析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的服务学习反思报告发现，科学游戏服务学习方案促进了大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大学生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能力。96%以上的大学生认为服务学
习“更加零距离地接触小朋友”、“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小朋友玩游戏”、“使我们注意小朋友之间的
个体差异，慢慢来不能急”、“发展了我们的创造性并学会如何引导小朋友独立思考”、“我们应该注
重小朋友动手能力的培养”、“进一步理解科学游戏的重要性”、“教师指导的重要性”等。
同时，科学游戏服务学习活动将单一的物力资源——幼儿园活动室、高校学前专业实训室和真实的
人力资源——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真实的使用者)两者联系起来，为学前师范生的教学实践建立真实的场景，
使大学生的学习从模拟走向真实，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5.3. 庆贺科学游戏服务学习活动
庆贺也是服务学习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12]，是大学生和社区幼儿园小朋友的一个收获成果和
分享快乐的过程。
服务学习活动开展至第 16 周(即本学期服务学习活动最后一次)，研究者邀请清清幼儿园大班小朋友
到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游戏实训室参与科学游戏活动，作为本次服务学习的庆贺会。在两小时活动中，大
学生和幼儿一起进行音乐律动、科学童话剧表演、科学闯关游戏等，双方通过共同参与科学童话剧表演、
在完成的游戏记录卡上签名、盖戳，拍照、作品展示等多种形式，分享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在这个过
程中，大学生分享服务的经验和心得，服务结果得到肯定，也充分感受到参与服务学习活动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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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综合行动研究的结果与讨论，研究者认为达到了结合课程目标和服务经验的服务学习目的。以下从
三方面进行说明。
6.1.1. 幼儿可从服务学习方案增加科学探究和数学认知的机会和兴趣
通过观察、访谈、反思日记，研究者了解到小朋友在科学游戏活动中十分投入，活动中会不断询问
大学生“老师，还能再玩儿一会儿吗”、“老师，这样才能配上对”，幼儿园负责人也都表示活动非常
的有趣，大学生们非常的热情，游戏引导也非常细致、到位，小朋友也有很多的收获。
因此，结合行动研究发现，服务学习融入大学《幼儿科学教育》课程，经过完善的设计和事前的准
备，开展科学游戏服务学习活动，增加了幼儿科学探究和数学认知的时间和机会，从而提升了幼儿的科
学探究和数学认知的兴趣，达到服务学习的最终目的。
6.1.2. 大学生通过服务学习方案完成《幼儿科学教育》的课程学习目标
本研究将服务学习融入《幼儿科学教育》，发现大学生可通过服务学习方案，完成《幼儿科学教育》
的学习目标，包括：增加幼儿科学教育的知识、了解幼儿科学学习的特点、掌握幼儿科学教育的实施策
略、理解科学游戏的组织以及班级管理的重要性等。
更要重的是这种结合服务的学习效果，是大学生通过真实的幼儿园情境、实际的教学经验，主动建
构而形成的。不同于课堂上单向的传递，大学生实际接触幼儿以后，更让他们认识到学习的主体是幼儿，
更能够全面的看待幼儿科学教育，发展幼儿教师应具备的幼儿科学教育知识与能力。
6.1.3. 高校教师通过行动研究的进行改善《幼儿科学教育》的教学
科学主题游戏的服务学习方案为高师幼儿教师教育课程融入服务学习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行动经验。
本研究发现，服务学习过程正是体现了教育家杜威所宣导的“从做中学”的理念。大学生通过服务学习
方案，组织科学游戏活动，与幼儿互动，观察幼儿的科学学习行为，从而整合已有经验，加深对幼儿科
学教育的理解，从而有效完成课程学习目标。在后续的追踪观察中发现，参加过服务学习的学前教育专
业大学生(两个班级，共 99 名同学)在专业实习活动中，有 52%的大学生选择幼儿科学教育活动作为其公
开课进行展示，访谈中也表示不惧怕开展幼儿科学教育活动。服务学习应用于《幼儿科学教育》取得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

6.2. 建议
服务学习融合《幼儿科学教育》课程，充分利用高校、社区园所的人力、物力资源，开展丰富多彩
的科学服务学习活动，拉近了高校与社会之间的距离，为深化高师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思路。以下为今后将服务学习融入《幼儿科学教育》的进一步实施建议：
1) 服务的性质可以进一步多元化。可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办幼儿七巧板创意活动、OM 头脑风暴、快
乐科学营，增加幼儿科学探究和数学认知的兴趣。
2) 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与接受服务的幼儿之间的关系。为使服务活动更具有持续性和系
统性，刚开始学前专业大学生可以设计破冰活动，让大学生与幼儿彼此互相认识、了解，建立小组责任
制度等。
3) 增加网上的讨论、交流和分享。将网上的讨论、分享作为评价的一部分，合理的要求大学生分享
服务经验，增加同伴学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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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争取主管部门的政策和经费支持。推动服务学习需要政策和经费的支援，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可以
提供更多资源支持高校开展服务学习。高校与社区园所之间可进一步建立相应的长效稳定参与机制和制
度化的规范措施，进一步拓展服务学习的时间、空间，使高校和社区幼儿园达到共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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