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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

核心提示：意大利瑞吉欧的幼儿教育体系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
1981 年首次展出的“儿童的一百种语言和学习奇迹”展览，
后来风靡全球。1993 年，
《儿童的一
百种语言》出版，
1998 年第二版出版，
2012 年第三版出版，
均旋即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本世纪
初，
我国幼教工作者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和借鉴瑞吉欧幼儿教育体系的热潮中。
2015 年 6 月 3~6 日，瑞吉欧幼儿教育体系研究专家、
《儿童的一百种语言》第一作者、美
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卡洛琳·波普·爱德华兹教授应邀前来江苏南京参加有关学术
研讨会，作了题为“瑞吉欧教师对学习过程的探究：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教师角色”的专
题报告。旅美学者李薇博士也应邀在这个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瑞吉欧幼儿教育体系中
的'儿童形象'及其对我国幼儿教育的启示”的专题报告。两位学者分别从“教师”和“幼儿”两
个角度对瑞吉欧幼儿教育体系及其对我国幼教工作者的借鉴意义作了历史和现实的回顾及
审视。为此，本刊特邀两位将他们的专题报告整理出来供本刊刊发，以飨读者，两位均欣然
应允。于是，本刊 2016 年 3 月先期刊发了李薇的报告全文（敬请参阅——编者注），本期则刊
发爱德华兹的报告全文。下期，本刊将刊出专访爱德华兹的专稿，拟从瑞吉欧幼儿教育体系
创立近 50 年、研究近 30 年、在中国传播 15 年左右的历史回顾和现实考察两个角度，对瑞吉
欧幼儿教育体系的价值观、儿童观、课程观、教师观、教学观、评价观乃至教育技术运用的发
展以及中国幼教工作者该如何学习和借鉴瑞吉欧幼儿教育经验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全面而
深入的解读与阐释，
敬请关注。

瑞吉欧·艾米利亚的教师研究：
一个充满活力并不断演变的角色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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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016 年

幼儿教育(教育科学)

第5期

【摘要】①意大利瑞吉欧·艾米利亚幼儿教育体系已经历 30 余年的研究历程。近年来，
随着移民家庭的不断涌入、当地政府财务状况的不断紧缩、教育工作者的世代更替等，关于
教师角色定位及其教育实践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今天，作为儿童研究者，研究是教师
在园内园外的一种日常生活及工作方式，一种质疑和探究的态度和过程；作为工作网络和
组织机构中的同僚，教师需要通过团队合作，共同观察、记录儿童的表现，分享有关促进儿
童发展的经验，为此，他们还建立了一种“拓展性教学体系”，让许多学校开展互动，创新和
交换知识经验；作为课程设计和实施者，教师坚持“灵活计划”的方案教学，并运用“倾听教
学法”，倾听儿童的声音，引导儿童发现他们各种经历和体验的意义；作为环境创造者，教师
更强调让环境成为第三老师，以引导儿童关注自然以及动植物和人自身的生理、情绪等；作
为促进交流和形成社区归属感的指导者，教师须努力促使教育机构对全体幼儿更具包容
性；作为家庭的合作伙伴，教师更关注家长的参与、支持和合作，例如，通过雇佣文化调解员
为特别儿童家庭（如移民家庭）的
“参与”
提供指导。
【关键词】瑞吉欧；教师研究；角色演变；教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6）05-0001-10

对于美国教育工作者来说，虽然瑞吉欧·艾米
利亚教育经验的许多方面使他们着迷，但最令他
们着迷的可能莫过于教师角色。在师幼互动和儿
童进行创造性工作时，教师该如何支持、帮助以及
引导儿童，将他们带入我们能观察到的复杂水平
呢？毋庸置疑，自从我们开始瑞吉欧·艾米利亚的
研究起，甚至在我们开始合作编著《儿童的一百种
语言》(The Hundred Languages of Children)（爱德
华 兹 ，甘 第 尼 和 福 尔 曼 ，1993；1998；2012）(Ed⁃
wards，Gandini，Forman，1993；1998；2012)三个版
本的专著之前，教师角色就已激起了我们的好奇
心。在每个版本的专著中，爱德华兹都撰写了有
关教师角色的章节。在编写第三版的过程中，我
们采访了许多教师和行政领导，从而对瑞吉欧教
师的工作动态及其演变产生了许多新的见解。在
本文中，我们将总结对教师角色这一问题的一些
思考，
并重点聚焦教师作为研究者这一问题。
一、
瑞吉欧·艾米利亚：一个转变中的城市
瑞吉欧·艾米利亚是一座由罗马人于公元前
2 世纪建立的十分古老的城市。直到现在，这座
城市仍然拥有许多具有古风特点的建筑，曾经环
绕并保护这座城市的古城墙还保留着残垣。然
而，瑞吉欧·艾米利亚也是一个正在经历经济高速
①
“摘要”系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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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口发生变化的充满活力的城市。
实际上，
意大利北部整个波河平原（Po Valley）
的经济都在高速发展，
它正成为欧洲最具工业化水
平的地区之一。瑞吉欧·艾米利亚由于它的食品工
业和时尚产业而变得繁荣昌盛。最近，
该市铁路还
并入了意大利新的高速铁路网。经济的变化也促
进了社会的变化，甚至，社会的变化更为显著。正
如皮奇尼尼（Piccinini）和朱迪西（Gidici）所声明的
那样，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这座城市正在远离固有
的传统，
并向那些新的不熟悉的文化靠拢。从城市
景观和建筑风格中，人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迹
象，然而更加重要的是社会变化，虽然相较于城市
外观而言，
社会变化不那么容易被察觉。
1.新家庭的涌入
今天的瑞吉欧·艾米利亚既是一个不断发展
的年轻城市，同时又是一个文化和种族越来越多
元化的城市，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新家庭不断
涌入这个城市。全市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里那些
来自其他国家的幼儿中，绝大多数来自阿尔巴尼
亚、突尼斯、摩洛哥、加纳和中国。由于大量移民
的原因，瑞吉欧·艾米利亚正经历着新的不同文化
之间的碰撞。由于这一原因，城市的领导者们正
努力地开创公民参与的新形式，并努力为社区中

卡洛琳·波普·爱德华兹

莱拉·甘第尼：
瑞吉欧·艾米利亚的教师研究：
一个充满活力并不断演变的角色的精髓

的所有儿童提供教育服务。他们希望长期居住在
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居民不会对种种变化产生恐
惧：对外来家庭、对社会变革或对失去原来熟悉的
生活标准而产生恐惧。
城市的领导者们也意识到，当人们感到自己
被排除在社区之外时，冲突的可能性就会上升。
2012 年 ，北 美 的 瑞 吉 欧·艾 米 利 亚 联 合 会 议
（North American Reggio Emilia Alliance Confer⁃
ence）在芝加哥召开。瑞吉欧·艾米利亚市的前市
长格拉齐亚诺·德尔里奥（Graziano Delrio）在会上
详细谈到了这一点：
“今天，当时代告诉我们文化
差异是一个问题时，我们的社会可以在两种类型
的文化关系中做出选择：抱团或搭建沟通桥梁。
我们可以待在自己的群体，建立群体联系，使这个
集体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以增强归属感。或者
我们可以鼓励人们对他人、对不同的文化保持开
放的态度，从而获取新知识并激发人们对其他文
化的兴趣。后者会丰富文化并促使积极的社会变
化，这就是搭建沟通桥梁，它是一种全方位的联
结，
这样做可以产生层出不穷的新知识。
”
2.紧缩的财务状况
除了涌入的新移民之外，随着资源的减少和
需求的增加，各种需求相互竞争着有限的资源，因
此，瑞吉欧·艾米利亚面临着紧缩的财务状况。始
于 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也影响着意大利。在
瑞吉欧·艾米利亚，上涨的公立幼儿教育支出引起
了人们的担忧。与此同时，家庭对于 3 岁以下儿
童获得高质量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城市的领
导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些需求，并且认为社区的团
结依赖于为每个公民（不仅仅是某些收入阶层或
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因此，政府部门和教育
系统的领导者们一起缓慢但稳步地开展工作，以
扩大可投放于社区的公共服务数量及类型。实现
这一目标的一个新方法是，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来
扩大服务，并改善目前已存在的各种关系。举例
来说，为了实现该市为所有幼儿提供教育服务的
目标，一个公私合作系统于 2003 年建立，该系统
被称之为“机构（Istituzione）”，它是一个上层组
织，负责监督所有为 0～6 岁幼儿提供服务的市
立、
州立和公私混合类型的教育服务机构。
3.教育工作者的世代更替
伴随着人口构成和教育服务组织的变化，瑞

吉欧·艾米利亚也正经历着教育工作者的世代更
替。随着上一代幼儿园的驻校艺术教师和教学协
同研究人员的退休，有着新面貌和背景经历的年
轻一代正取代着老一辈教育工作者。
对于瑞吉欧高质量的幼儿教育方法来说，经
历了前述如此多的改变对它意味着什么？面对这
种种改变，继续实施高质量的幼儿教育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新的家庭——许多新家庭来自其他国
家，尚未适应父母参与学校教育的意大利教育传
统；新的财务状况和合作安排；新一代年轻的、缺
乏经验的教育工作者。
二、瑞吉欧·艾米利亚教师角色的要素
当意大利幼教工作者谈及他们的工作时，他
们不会像许多美国同行那样将工作分为若干要素
或方面，而是可能会谈论包括身心幸福、教育连贯
性、文化和审美等理念（爱德华兹，甘第尼，福尔
曼，2012），这些理念为他们的工作确立目标并且
让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教育工作者可以产生
交流。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人
们所熟悉的那些教师角色要素仍存在，只是描述
的措辞不同。这种用不同的措辞来重新阐述教师
角色的方法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有趣的
方法更利于重新诠释教师的工作。
在本文中，我们将逐个讨论瑞吉欧教师角色
的各个要素，并讨论这些要素与目前瑞吉欧·艾米
利亚发生的各种改变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
们将会思考众多社会、经济和教育工作者的世代
交替等变化因素对于教师的教育实践意味着什
么，我们将特别关注他们的以创新为导向的教师
研究方法。我们将会谈及大部分美国人熟悉的教
师角色，其中包括：规划课程和环境；通过游戏和
适当的指导以及观察儿童和与儿童互动以促进儿
童的学习；为儿童提供关怀和指导；鼓励父母介入
和参与。为了阐述这些教师角色要素在瑞吉欧·
艾米利亚是如何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呈现的，我们
借鉴了苏珊·弗雷泽（Susan Fraser）在《真实的童年：
在活动室中体验瑞吉欧·艾米利亚》一文中的精彩
讨论。
1.教师作为研究者
研究是一种支持瑞吉欧·艾米利亚教育工作
者所有工作的理念，它是一种普遍的工作方式，它
的目的在于激发新的与当代世界紧密相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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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想法和课程项目。在下文我们将要描述的
所有教师角色的要素中，研究是教师角色的核
心。与系统假设检验的实证研究相比，这里的研
究实际上与美国的“创新”这一理念更为接近。从
这一观点来看，研究可以被看成是思考并日益接
近指向未来知识的一种方式，是理解自身与这个
世界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能够催生创
新，而这种创新只能通过对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
索并对相关证据进行严格的检验才能产生。
在 2012 版《儿童的一百种语言》第 13 章中，卡
利娜·里那第（Carlina Rinaldi）着重分析了两种
“研究”的不同之处，一种是科学实验室或大学所
进行的研究，另一种是教师和普通市民能够并且
应该参与的研究或实验。她说到：
“一旦教师把倾
听和档案记录作为教育实践的核心部分，他们就
会把自己转变成为
‘研究者’。
”
里那第接着提出了“常态研究”这一概念。她
在 2012 版《儿童的一百种语言》中对这一概念作
出了如下的定义：
“日常生活中的正常态度和方
法，不仅在学校生活中如此，而且在校外生活，在
自我思考和与他人共同思考时，在与其他人，与周
围的世界，
对生活的关系的思考中，均表现如此。
”
我们将会展示这种遍及瑞吉欧·艾米利亚教
师工作当中的质疑和探求态度，或者说是探究过
程。我们认为这是“探究作为一种立场”。科克
伦·史 密 斯（Cochran Smith）和 莱 特 尔（Lytle）在
2009 版《探究态度》中对“探究立场”作出了如下
的定义：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对当下的安排产生
种种疑问的过程；探究知识和教学实践是如何被
构建、评估和运用的；相信教育者个人和集体的部
分工作是参与教育和社会变革。
2.在工作网络和组织机构中作为同僚的教师
在瑞吉欧·艾米利亚，教师作为“班级掌控
者”的这一角色被转化得更具有集体性或协作
性。教师工作不被定义为一个人的工作，而是一
个工作网络或组织机构内同僚间的合作。在瑞
吉欧的学校中，每个班级通常会有两个教师，在
婴幼儿中心的前两年，每个班级甚至会有三个教
师。带班教师一起协作，持续研究：我们每个人
都知道些什么，我们观察和思考了些什么，我们
是否可以在不断发展、共同体验的过程中对这些
东西进行有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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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教职员工会为彼此提供精神支持和鼓
励，以及具体的建议或忠告。然而除此之外，深入
的相互批评和自我反思也被人们广为接受。实际
上，瑞吉欧·艾米利亚教师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面是，一个工作团队共同观察和记录一组儿童，然
后聚在一起开展漫长的相关讨论、分析和对各个
视角的比较。这个团队可能会由教师、教学辅导
老师、教学协同研究人员和驻校艺术教师共同组
成。在瑞吉欧·艾米利亚，这种方式的合作已经开
展了许多年，根据教学协调小组所制定的教师职
业发展年度计划，该方式每年可能都会稍有改变
（详见《儿童的一百种语言》2012 版第 8 章）。
在洛里斯·马拉古兹国际中心（Loris Malaguzzi
International Center），瑞吉欧的教育工作者通常
为前来参观学习的人模拟教师反思的流程。这一
反思流程首先会有一个介绍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那些已经计划、开展和记录儿童经历的教师会为
与会者提供必要的相关背景信息，该阶段也为接
下来的反思做好铺垫。接着，瑞吉欧教育工作者
跟与会者分享档案记录。小组内（有时与会者会
被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中有一位引导讨论的
人）对该档案记录进行深入的讨论和思考，他们仔
细聆听每个人的想法，遵循隐含的行为守则，并赋
予每个人参与讨论的权利。最后，每位在场的瑞
吉欧教育者会感谢所有人的反思并且发表最后的
评论，并记录与会者们提出的种种深刻见解和新
问题。
今天，当各种国际参观学习团队访问该市婴
幼儿中心和幼儿园时，学校也会使用这一反思流
程，这一流程在形式上会有所调整。瑞吉欧所有
的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都会参与其中。瑞吉欧的
幼教工作者认为，参观访问不仅对于访问者的学
习很重要，对当地幼教工作者也同样重要。因此，
这很自然地就成为了一种持续的教师专业发展方
法。首先，两个或三个“东道主”
（通常是一到两名
带班教师，一名驻校艺术教师或一名教学协同研
究人员）会为一组访问者（通常为 30 人左右）介绍
学校的情况。然后，访问者分散观察和记录大约
一个小时。最后，访问者重新聚集在一起分享他
们的观察结果和体会，并且向接待他们的幼教工
作者进行提问。随后，参观学习团队成员将与和
自己一同前来参观的人员相互分享他们那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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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
总体来讲，由于教育服务体系日趋复杂，如今
的教师专业发展过程看上去和过去多少有些不
同。但专业发展的目标和过去始终保持一致，即
通过反思、探究和创新来保持高质量的教育。教
育者坚持一个理念，即他们的研究应该具有目的
性和系统性、公开和透明，并且能获得强有力的组
织机构和网络的支持。举例来说，在组织教师专
业发展方面，瑞吉欧的教育领导者引入了一些创
新举措。目前，瑞吉欧幼教系统有三个“横向联
络”教学协同研究人员①，他们负责整个教研系统
的协调工作，应对整个系统的复杂性。这些“横向
联络”教学协同研究人员负责协调瑞吉欧·艾米利
亚市的教研工作，并承担教师的专业发展工作，此
外，他们还负责与该市和整个艾米利亚·罗马涅地
区的其他教育机构开展合作。
由于新的儿童和家庭不断涌入该地区，并且
瑞吉欧·艾米利亚早教系统雇佣了许多新教师（包
括教学协同研究人员和其他人员），因此教师专业
发展也发生了一些其他的变化。市婴幼儿中心和
幼儿园新任主任保拉·卡利亚里（Paola Cagliari）
和研究所负责人克劳迪娅·朱迪西（Claudia Giu⁃
dici）紧密合作，对教师专业发展体制进行了一项
改革，她们称这一新的专业发展体制为“拓展性教
学体系”
（diffuse pedagogical system）。这一“拓展
性教学体系”并不是线性或自上而下传递知识的
体系，而是创造同事间沟通交流、共同合作、共同
创造知识的体制。围绕着教育工作者持久关注
的一些教育问题，通过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相互学
习，通过跨工种的交流，教师的各种专业能力得
到加强和提高。这一新的专业发展体制不仅体
现了过去数年该市教师专业发展的某些趋势和
关注点，也体现了该市幼教体制对新的环境和挑
战的适应能力。
当今，专业发展的内容有时会聚焦于一些难
题，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跨角色的合作探索这些
难题。这些难题是教育工作者在每日教学工作中
所面对的一些普遍而又持久的棘手问题，例如，观

察什么和如何观察，儿童是如何互动和学习的，如
何应对儿童、同事及其父母的最近发展区，个体如
何成为教育行动的一部分并为教育行动做出贡
献。以上提到的这些难题不同于以前所关注的长
期的方案教学活动，例如在瑞吉欧幼教工作者编
印的许多出版物或展览活动中常被提到或开展的
主题活动（如“雨中的城市”
“影子”
“跳远”
“关注自
己的重要性”
“小鸟乐园”
“瑞吉欧的一切”
“剧院幕
布”等）
（“City and the Rain”
“Shadowiness”
“The
Long Jump”“The Importance of Looking at Our⁃
selves”
“The Amusement Park for Birds”
“Reggio
Tutta”and“The Theater Curtain”）。虽然目前的
教师专业发展不再仅关注这些主题活动，但这些
传统的活动主题不会消失，而会通过一些新的方
式持续发展下去。新的方式包括开展新的研究、
与儿童一起重访这些活动主题、通过钻研档案记
录与教育研究中心和学校保存的档案记录来寻求
指导。在经济紧缩时代，为了新教职员工的专业
发展，教育者可以研究学习过去的出版物，而不是
更多地出版新的出版物。
3.课程中教师的角色：方案教学（progettazi⁃
on）和倾听教学法
教师在课程策划和促进儿童学习方面的角色
为人所熟知，在瑞吉欧·艾米利亚，人们通常从“档
案记录”和“灵活计划”的角度来讨论教师的这一
角色。
“灵活计划”的理念体现在方案教学（proget⁃
tazione）②中，这一术语可以粗略地翻译为“观察或
记录幼儿的行为或互动情况，并共同解读这些观
察和记录，从而进行计划”。这一理念被应用于课
程和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做课程决策时，总
会有多个声音的参与：课程既是明确的，又是不明
确的；既是有结构、有组织的，又是开放的；课程更
多的是基于灵活的策划，而不是死板的计划（里那
第，1998）。
我们认为，灵活计划包含两个方面，或者说有
“两张脸”，对于这两者，教师都要研究的问题是：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意味着什么？如果……的
话，还会发生些什么？

①译者注：在此之前，一个教学协同研究人员只负责几所学校，称为“纵向联络”教学协同研究人员；
“横向联络”教学
协同研究人员则负责所有市属幼儿园和婴幼儿中心，但每个人所掌管的事务不同。
②译者注：progettazione 的意思无法用一个准确的中文词语来对译，可以翻译为“方案教学”
“预测”
“策划”等，具体意
思需要结合具体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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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计划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幼教工作者
经常说的“生成课程”，而方案教学是最典型的“生
成课程”。方案教学活动是指那些大型的、长期的
项目，是整个班级或学校，甚至许多学校一起参与
完成的项目。当人们听到“瑞吉欧·艾米利亚”这
个名字时，许多人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这里所讲的
方案教学，并且会回想起例如“雨中的城市”
“影
子”和来自于“儿童的一百种语言和学习奇迹”展
览中的主题活动。
“从消息到写作”
（From Mes⁃
sage to Writing）是一个由劳拉·卢比兹（Laura Ru⁃
bizzi）和西蒙娜·波尼劳利（Simona Bonilauri）完成
的新的长期方案教学活动，可以参看第三版的《儿
童的一百种语言》一书中的穿插彩页(爱德华兹，
甘第尼和福尔曼，2012)。然而，长期的方案教学
活动并不是瑞吉欧教育故事的全部。
灵活计划的第二个方面是“倾听教学法”
（详
见《儿童的一百种语言》2012 版第 13 章）。倾听教
学法旨在帮助儿童从他们的行动、经历和体验中
寻找意义。在今天的瑞吉欧幼儿园中，我们可以
看到对儿童身心幸福方面话题的广泛探究，例如
“食物和健康饮食”
“与自然和户外的关系”以及
“科技与儿童”。
有关科技，目前学校环境中充斥着可供儿童
使用的各种数字技术，并且可供教师在做档案记
录时使用。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黛安娜学校（Di⁃
ana School）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微出版物”是该
校分享其研究成果的一种方式，并且这些出版物
可以销售给前来学校参观的访客。黛安娜学校编
印 的 这 本 小 册 子 名 叫《儿 童 和 数 字 环 境》
（The
Children and the Digital Environment）。从这本小
册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儿童在电脑上进行的尝试，
他们对在校外自然环境中拍摄的数字照片进行各
种编辑和转换。事实上，许多学校的艺术工作室
都配有打印机、扫描仪、显示器和投影仪等设备。
教师教儿童如何使用这些设备在纸上生成图像，
如何编辑和转换图像，如何制作动画，以及如何进
行视频剪辑（详见《儿童的一百种语言》2012 版第
19 章）
虽然灵活计划以上的两个方面在瑞吉欧的教
育中依然十分明显，但是瑞吉欧教育者逐渐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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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第一方面转向更加重视第二个方面。许多教师
的专业发展侧重于如何在幼儿的寻常时刻提供高
质量的教育，不但在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如此，而
且在实验室①、全市性的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
与各年龄段相关的学习机会中也是如此。然而，
始终如一的研究问题仍然是一切工作的核心：为
什么？发生了什么？意味着什么？如果……的
话，还会发生些什么？
4.教师作为环境创造者的角色
在瑞吉欧，我们所熟悉的“项目规划者”的教
师角色已转化为负责将环境改造为第三老师的创
造者。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从空间和环境创设开
始，这里包括室内和室外环境。有着高质量和美
感的材料、家具和图片传递着一个空间和环境的
“品位”或“味道”，有助于儿童的欣赏、喜爱、尊重
并且从环境中获益。平静而富有刺激性的环境有
助于提升儿童的幸福感，儿童的这种幸福感是指，
在这个环境中能够完完全全地感到身心放松。在
我们看来，对环境的细致准备加上对儿童持续性
的关怀使得瑞吉欧的师幼比在财政支出上变得可
行。教师需探究的是：我们该如何更新老旧的空
间和环境、有创造性地去设计新空间，以满足当下
儿童的学习需求？
维拉塞索幼儿园（Villa Sesso Preschool）讲述
了一个瑞吉欧·艾米利亚幼儿园的空间和环境是
如何经常接受仔细检查并且重新焕发出活力的故
事。维拉塞索幼儿园是该市具有悠久历史的幼儿
园之一，它由一群女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建
立。该幼儿园在 1960 年搬迁，然后于 1972 年再次
搬迁，并成为维拉塞索市立幼儿园。该幼儿园的
所在地有着美丽的田野、大面积的菜地和葡萄园，
正由于这个优越的自然环境，该园于 1991 年成为
了一个“绿色中心”。在这里，儿童和教师专注于
探索乡村的生态，并且负责照看幼儿园的土地。
在幼儿园中，幼儿对自然材料进行各种转化，家长
和访客对这种转化所蕴含的丰富的教育性感到十
分惊奇，特别是幼儿在艺术工作室开展的一些活
动。此外，幼儿园将厨房变成了儿童可参与的场
所，聚焦于食物准备以及和所有人一起享受健康
的食物。

①译者注：这里所谓的实验室一般是指工作室，如在洛里斯·马拉古兹国际中心里有光线艺术工作室和味觉工作室，
在那里，各年龄段儿童都可以进行一些科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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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在目前被称为马尔蒂里·迪·塞索的
幼儿园（Martiri di Sesso Preschool），随着获赠土地
和建设资金，该幼儿园开始计划建造一个广阔的
周边公园。与此同时，瑞吉欧·艾米利亚市政府建
立了一个由教育工作者、家长和技术人员共同组
成的研究小组来重新思考并且提出对所有婴幼儿
中心和幼儿园周边地区进行改造的方案。研究小
组建议每个幼儿园和婴幼儿中心教师开展一项探
究，并且征求家长的意见，其目的是了解在不同大
小的院子和户外活动空间中，儿童是如何感知、理
解生活在其中的绿色地带的。这种教师探究为驻
校艺术教师、教学协同研究人员和研究小组提供
了信息，
帮助他们提出更合理的改进建议。
以下是教师在做调查时询问家长的一些问题：
●今天的儿童是如何与自然绿色环境建立联
系的？
●儿童是如何在自然环境中行动的？
●儿童会使用哪些动作和语言？
●儿童是如何利用自然环境的？自然环境中
有些什么？
●在儿童的脑海中，
这些地方是怎样的形象？
●自然环境的哪些方面对儿童而言显得最具
吸引力？
●儿童是如何对自然环境进行表征的？
今天，许多瑞吉欧的教师在设计大胆的新环
境中工作，这些新环境得益于年轻建筑师们的创
意。例如，朱莉娅·马拉莫迪婴幼儿中心(Giulia
Maramotti Infant-Toddler Center) 获得了马拉莫
迪 基 金 会（Maramotti Foundation），即 麦 丝 玛 拉
(Max Mara)公司的捐赠，通过与瑞吉欧儿童中心
的合作，举办了一个面向 35 岁以下的年轻建筑师
和工程师的竞赛活动。该幼儿园的设计受到高质
量教学法以及建筑标准和价值观的指导（详见《儿
童的一百种语言》2012 版第 18 章）。建筑师弗朗
西 斯 卡·法 瓦（Francesca Fava）和 卡 洛·马 吉 尼
（Carlo Margini）做了一个惊人的户外设计，其中
包括可移动的艺术工作室（Ateliers）。冬天，这类
工作室可以放到园舍旁边；夏天，则可以放到离园
舍更远一点的地方。
总之，今天我们看到瑞吉欧的教育工作者越
来越关注儿童与自然和户外的关系，以及人类的
情绪和生理发展与自然的关系。在新的园舍设计

中，我们可以看到将户外引入室内以及将室内带
入户外的明显元素。我们还可以在一些主题活动
的档案记录中看到儿童对植物、海洋、空气等的探
究，以及对地球未来的思考。
5.教师在促进交流和形成社区归属感方面的
指导角色
在瑞吉欧，人们所熟悉的教师作为“指导者”
的这一角色被理解为，增进人们相互间的交流和
理解，以促进儿童社区的建立。教师关注的问题
是：我们如何使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对全体儿童
更具包容性？
在瑞吉欧·艾米利亚，那些由于残疾或有特殊
学习需要而享有特殊权利的儿童可最优先使用市
立公共教育服务。今天，教育工作者积极与社会
健康服务机构联系，以提升包容性的数量和质量。
此外，教育工作者努力学习与他们的教育理念相
契合的新型治疗方法，并且他们也试图理解为什
么有些病症的发病率似乎在增长，比如自闭症谱
系障碍。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桑茨尼（Soncini）在其
所写的“全纳型社区”
（《儿童的一百种语言》2012
版第 11 章）作了较好的介绍。桑茨尼是一个精通
特殊教育的横向联络教学协同研究人员，她与所
有的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合作，以保证学校成功
接纳有特殊权利的儿童。她在所写章节中提供了
下面这个反映瑞吉欧全纳教育理念的杰出案例：
当 马 克 罗（Marco）来 到 安 娜 弗 兰 克 幼 儿 园
（Ann Frank Preschool）时，他已经在萨尔瓦多的
阿连德婴幼儿中心（Salvador Allende Infant-Tod⁃
dler Center）待了一年时间。生来没有眼睑的他
需要佩戴定期清洁和重置的假体。在阿连德婴幼
儿中心时，教师需通过创设能发出声音的活动室
来帮助马克罗。例如，教师在一个区域投放了打
击乐器，在另一个区域的攀爬架上系上了铃铛，在
第三个区域投放了金属和木质建筑材料以及集体
活动时可用来坐的毛茸茸的垫子。教师发现，马
克罗在爬行时，很容易感觉到有厚厚边沿的地毯，
于是，教师将这种地毯放在他和其他孩子会一起
玩耍的地方。在阿连德婴幼儿中心待了一年时
间，马克罗好像重生了一样。他开始使用语言，建
立起了用语言求助的社会交往方式。他还开始在
成年人的陪伴下四处走动……尽管他的语言使用
和对手边材料的探索还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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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克罗进入安娜弗兰克幼儿园后，他与同
班同学相处的每一天都显得十分开心。每当他来
到幼儿园时，他的同班同学就会在门口迎接他，帮
助他脱下外套……教师和孩子们一起讨论如何分
担马克罗面临的种种挑战，如怎么帮助他独立地
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去？怎么帮助他去卫
生间、厨房、走廊？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有孩子
想到了制作引导性通道的办法，也就是，使用带有
明显隆起的固体塑料颗粒的地毯，让马克罗行走
时，用脚感知这些隆起的固体塑料颗粒。教师和
孩子们尝试用闭上眼睛走走看的方式，体验了不
同材质的地毯和隆起的固体塑料颗粒的组合，最
后找到了一种他们认为最佳的组合。在活动室通
往厨房的路上，教师和孩子们沿着墙壁装上了一
条系有铃铛的绳子。考虑到马克罗要经常在活动
室和走廊间移动，孩子们将活动室和走廊里马克
罗特别喜欢的玩具供他使用，例如，活动室门边的
摇摆木马和走廊上的钢琴。孩子们的想法是多种
多样的，他们充分考虑马克罗不断变化的需求，并
且逐步克服他们在帮助马克罗过程中遇到的种种
困难。
对于教师来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喜欢和马
克罗一起玩耍并且尝试“站在马克罗的角度思考
问题”。孩子们努力理解马克罗并且很认真地分
析判断马克罗可以挑战的极限和可能性……马克
罗也参与同伴的讨论并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这些
讨论看起来激活了马克罗……马克罗弹起了钢琴
并且探索起钢琴不同的音调……他和其他孩子一
起玩钢琴的声音并且在钢琴周围来回走动，弹出
不同的高低音。他甚至和一个小伙伴一起编排了
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中有对话和音乐节奏。马克
罗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进步令所有人备受鼓
舞。
（桑茨尼，2012）
6.作为家庭合作伙伴的教师
人们所熟悉的教师作为“教育和卷入家庭”的
角色在瑞吉欧教育理念中被认为旨在促进家长的
参与和相互的交流。在美国，
“家长卷入”
（parent
involvement）通常是指家长与学校建立联系，然
而，这个术语通常暗示这是一种单方面的联系：家
长根据学校的要求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即教师是
内行，教师告诉家长如何为学校作出贡献。在美
国，人们常常期望这种家长卷入可以产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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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兹，库塔卡，2015），这是一种“投资”产生
“回报”的思维。
与此相反，在瑞吉欧·艾米利亚和其他意大利
城市的幼儿园中，人们通常用“参与”
（participa⁃
tion）这个术语来指代学校和家庭的关系。在每
所幼儿园和婴幼儿中心，都有正式选举推选出的
家长代表，再从这些家长代表中选举出家长委员
会，家长委员会代表所有家庭与政府直接对话。
随着督导制度的逐渐演变，瑞吉欧的幼教工作者
正在探究下面这个问题：我们的社区在不断扩大
和发展、儿童和家庭的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
们该如何加强“参与”？
在所有有关意大利幼教工作的著作中，
“参
与”一词出现频率很高，这个词包含了一系列英文
术语所表达的意义：卷入（involvement）、参加（en⁃
gagement）和搭档（partnership）。
“参与”的意义很
广泛，它意味着不仅家长和教师可以参与，社区的
其他成员也可以参与。这里包含了所有不同形式
和程度的参与及贡献，并且在诠释与文化多元化
相关的问题时，
“参与”强调从多元视角和邀请人
们进行对话的角度出发。以下节选的瑞吉欧·艾
米利亚几位家长的话语透露出了家长从参与他们
孩子所在幼儿园的家长委员会工作中所获得的情
感价值：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寻求个人成长的机
会。作为家长，我在分享交流反思，比较彼此观点
并对反思内容加以进一步深化的机会中寻找个人
成长的机会，从而使我能够与我的孩子更加贴近，
并和孩子一起成长。
这是一个个人发展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分享
观点、友谊、帮助，以及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这
是因为如果我们家长能多少谈论些自己的话，这
会对教师教育我们的孩子产生帮助作用，这对于
大家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在参与的过程中付
出了，但这种付出并不代表学校亏欠我们。如果
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将可以把它传递给我们的
孩子，为了他们的成长和学习。
我 认 为 参 与 城 市 和 童 年 委 员 会 (City and
Childhood Council)的工作是一种承担责任的方
式……这源于想要创造归属感以及为社区做贡献
的公民意识，一个文明的社区是一个集体主义社
会。
（文 档 和 教 育 研 究 中 心 ，2002）
（Documenta⁃

卡洛琳·波普·爱德华兹

莱拉·甘第尼：
瑞吉欧·艾米利亚的教师研究：
一个充满活力并不断演变的角色的精髓

tion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Centre）
因此，与前几十年相比，激发家长参与的原因
和意图是近年来最大的改变。很显然，现在人们
进行参与并不是出于理想热情或政治信仰，而是
出于渴望寻找个人以及孩子发展的机会。人们寻
求有意义的经历，并得到帮助和成长。
近些年来，在校儿童和家庭的日益多元化成
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以下这个例子有助于我
们了解家长参与是如何影响教师角色的。在帮助
教师提高对其他文化的敏感性、欣赏水平和尊重
意识方面，一些教学协同研究人员展现了领导
力。比如，迪安娜·马吉尼（Deanna Margini）是一
位有着丰富文化背景的教学协同研究人员，她曾
介绍了瑞吉欧·艾米利亚市政府如何为每个非意
大利语群体雇佣文化调解员的经验（2010）。她还
强调了婴幼儿中心和幼儿园工作人员每周与教学
协同研究人员开会的重要性，教学协同研究人员
会鼓励教师开诚布公（详见《儿童的一百种语言》
2012 版第 8 章）。教学协同研究人员会询问教师
有关特定儿童家庭参与的情况。他们帮助教师
描述儿童，并鼓励教师分享与家庭建立共同发展
关系的经验。如果学校和家庭之间发生误会或
彼此间的信任不再增长时，教师会深受影响。教
学协同研究人员会鼓励教师描述一个负面的或
令其感到不适的或无法理解的跨文化的细微差
别的经历。有时候，教师可能会因为民族或文化
的不同而曲解一个特定儿童家庭成员的行为。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集体会议上的共同反思将有
助于教师更好地理解和思考如何更多地关注可
能被教师低估或忽略的各方面的沟通问题。
如果幼教工作者具有跨文化的经历，包括教
师、助理教师、教研小组成员和文化调解员在内的
所有教育工作者就能够更好地站在移民家庭的
角度看问题，从而更好地与家庭合作。例如，有
教师意识到，如果家庭开始关注自身的独特性，
为教师提供他们独特的个人和文化资源，或讲述
自己的生活时，教师会从中形成更多深刻的见
解。例如，移民家庭讲述自己作为移民的独特感
受：他们对是否要在当地组建家庭产生了困惑和
担忧，他们该如何处理与还居住在祖国的家庭成
员间的关系，意大利法律制度对移民日常生活造
成了何种困难等。教学协同研究人员和文化调

解员可为创造一个真正共享的教育发挥支持促
进者角色的作用。
三、结论
总之，通过不断的尝试和累积，教师的教育
实践（强调的是主动探究的价值）在瑞吉欧·艾米
利亚不断发展。这些变化体现在瑞吉欧教师在
同事间编织而成的关系网络和相关组织内进行
合作、设计和使用空间及环境，还体现在探究促
进儿童学习的途径、通过档案记录来规划课程、
在一个包容性的社区中加强各方面的交流和建
设。最后，教师的这一动态而不断演变的角色还
体现在应对家庭的多样性并加强家长参与和与
家长合作工作。瑞吉欧教师如同研究人员一样
活跃在教育领域的所有这些方面。瑞吉欧的教
师作为研究者而茁壮成长，他们通过不断探究与
自身工作有关的各种深刻问题以及不断和他人
一起反思发生了什么、意味着什么以及会如何发
展等问题，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面对各
种不确定性，瑞吉欧教师开展的教育实践需要更
大的勇气以及对大家团结就会产生必要的能量
和力量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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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Research in Reggio Emilia: Essence of a Dynamic,
Evolv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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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Lincoln )
【Abstract】Reggio Emilia approach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has been studied more than 30 years. Following the influx
of new families, tighter financial situ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 and generational turnover of educators, there are many new
changes on teacher’s role and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Today, as children researchers, teachers’research is not only an atti⁃
tude and approach in everyday living in and outside kindergartens, but also a questioning attitude and inquiry process. Be⁃
sides, as colleagues within a network and organization, teachers, with mutual collaboration, and observing and documenting
child’s behaviors together, share experience on promoting child learning. For this purpose they establish a“diffuse pedagogi⁃
cal system”to make interactions and innovations, and to exchang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mong schools. Furthermore,
as curriculum designers and executors, teachers help children find meaning in what they do, what they encounter, and what
they experience by applying“flexible planning”project approach and“pedagogy of listening”to listen inner voices of chil⁃
dren. Moreover, as creators of the environment, teachers strongly believe that environment as a third teacher can guide chil⁃
dren to pay attention to nature, animals and plants, and emotional and physical nourishment of human beings. Additionally, as
guiders in fostering exchange and community, teachers endeavor to mak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more inclusive of all chil⁃
dren. Last but not least, as partners with families, teachers focus more on parent participation, support and collaboration, such
as hiring cultural mediators to instruct the participation of special children families (e.g. immigrant families)
【Keywords】Reggio; teacher research; role transition; teacher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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