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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园之初这里不到 100 个孩
子，只有 4位老师，生源流失很严
重。”甘肃省会宁县会师镇百花幼
儿园园长王芳兰一度担忧这所民办
幼儿园撑不下去，但近年来甘肃省
奖补扶持民办园的政策，让她越来
越有信心。

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启动后，甘肃逐渐扩大民办学前教
育资源，民办园数量由 2012 年的
1400 所递增至目前的 1700 余所。
2015年，这个教育大省的公办幼儿
园和民办幼儿园数量比达 53∶47，
民办园占据半边天，一改此前“爹
不疼娘不爱”的局面。

如今，王芳兰管理的这所民办
园已走过 17 个年头，现在有 25 位
教师、600多个孩子。

民办园也有“娘家”了
“民办教育人终于有娘家了。”

甘肃省教育厅 2011 年成立民办教
育管理处时，一位民办园园长感叹
道。为了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甘

肃省抽调专人分管民办教育。
两年后，《甘肃省民办幼儿园

管理暂行办法》 出台，除涉及加强
审批管理、规范招生收费行为、加
强监督管理等方面内容，还进一步
健全考核制度、规范保教行为，并
与办园者签订安全责任书、健全安
全预警两方联动等制度。

一个经济弱省可以拿出多少钱
支持民办学前教育？3328 万元。
经教育部门与财政部门反复协调
后，甘肃省确定了 2015 年对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的专项奖补资金。

根据政策，奖补资金可以根据
各民办园自身需求自主支配使用，
可用于降低学费标准、改善办园条
件、教师外出培训、购买教师各项
保险等。

奖补资金通过县 （市、区）、
市 （州） 教育和财政部门的逐级评
选推荐，将民办幼儿园普惠等级、
在园幼儿数量、收费标准和办园规
模等因素作为奖补主要参数，惠及
全省近200所民办幼儿园。

社会力量办园怎么管
平凉市华亭县皇甫幼儿园成立

于 2005 年，园长刘娟告诉记者，
受惠于民办公助的政策优惠，建园
的 12 亩地由政府无偿提供，现在
每年还能享受 27 万余元的奖补资
金。

“民办幼儿园的兴起，改变了
过去政府包办幼教的局面，提供了
更多受教育机会，也为幼教领域带
来竞争。”兰州市锦华东湖幼儿园
园长刘冬说，“一方面，民办园为
家长和社会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
另一方面，民办园与公办幼儿园竞
争的格局，促进了学前教育的健康
发展。”

“对社会力量支持办园，既要
尊重其中应遵循的教育规律，也要
注意市场规律的调节。”甘肃省教
育厅民办教育管理处处长张弢表
示，只有坚持优胜劣汰，才能规范
民办园发展，使其更规范、更优
质。甘肃省各县区通过年检、突击

抽查、随机调研，辅助教育部门对
民办园规范管理。

甘肃省还实行民办幼儿园信用
记录公告制度，将民办园从事办学
活动的信用情况纳入考核，向社会
公布民办园基本情况、教育教学质
量评估、奖惩情况等，在相关网站
建立民办园信用记录查询系统，供
公众查询。

培训教师的钱不能省
“民办园的教师流动性很大，

几乎每年都有辞职或者调走的老
师。”兰州市红星幼儿园园长刘霞
告诉记者，因为民办园所需开支项
多，教师工资低，加上科研、培训
机会少等原因，民办园并不能有效
留住教师。

甘肃省在师资培训方面正在作
有益尝试——将民办幼儿园教师培
训和公办幼儿园一视同仁，全部纳
入国培、省培计划中。

2014 年，甘肃省民办幼儿园
教师首次被纳入国培计划，2015

年，民办园园长也被纳入。通过远
程教育、集中培训和送教下乡等形
式，甘肃省集中培训了 1000 名办
园规模在 150 人以上的民办园园
长，1.2 万名幼儿教师，送教下乡
培训 2800 名教师。全省民办幼儿
园园长轮训率达到 60%以上，教
师轮训率超过 80%。2016 年，甘
肃省还计划实现民办幼儿园骨干教
师参训全覆盖。

“以前，我们觉得只要把娃娃
们管好就行了，自从参加了全省民
办园长的专项培训，我才知道如何
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特性，去规范、
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合作市花
蕊幼儿园园长项桂花说。

除了省级层面大力扶持帮助民
办园提升师资水平，一些民办园也
在积极争取交流学习的机会。

“培训教师的钱，不能省，一
定要让老师们多看多学。”百花幼
儿园利用奖补资金和自筹经费，将
园内教师分批外派，在省内甚至到
上海、山东、江苏等地实地学习。

甘肃设民办教育专项奖补资金，将民办园教师纳入国培省培——

民办园撑起“半边天”
本报记者 陈少远 通讯员 马绮徽

本报讯（记者 程墨 通讯员
戴涛）近日，余康颖因在街头勇
敢救人而获得湖北省“荆楚楷
模”称号。

3 月 22 日下午，在湖北省罗
田县城南新区中央街口，一位挑
着一担纸板的老人突然昏厥，不
省人事。一名骑自行车路过的女
孩见状，二话没说，立即下车，
检查老人的瞳孔和脉搏后，跪地
给老人按压心肺。几分钟后，见

老人瞳孔收缩，女孩将手伸进老
人口腔，将口中浓痰抠出来。随
即，女孩用手打开老人嘴巴，给
老人做起了人工呼吸。不久，救
护车赶到，女孩与医护人员一道
继续对老人进行抢救，直到老人
失去生命迹象才悄然离去。

女孩的举动令在场市民无不
动容，有人将她跪地救人的一幕
发到微信朋友圈后，引起广泛关
注，网友全城寻找这位“最美女

孩”。随后，这名女孩被找到，
她是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

（1302） 班学生，名叫余康颖，
正在罗田县人民医院实习。

余康颖的事迹在黄冈职院的
师生中也引起巨大反响。黄冈职
院商学院教师赵宵在校园群里
说：“中国医生在国外救人，感
动全世界，称为‘最美医生’。
我们的学生在家乡救人，感动了
父老乡亲，堪称‘最美天使’，

除了点赞，我们更应该向她学
习。”

“去救不省人事的老人，不
怕被讹吗？给拾荒老人做人工呼
吸，不怕脏吗？”余康颖常被人
问及这样的问题。“当时，只想
救 人 ， 时 间 宝 贵 ， 没 想 那 么
多 。” 回 忆 起 当 时 的 情 景 ， 她
说，“我相信社会是阳光的，那
些不好的事只是个别现象，我们
要以阳光心态对待身边的一切。”

跪救拾荒老人大学生获“荆楚楷模”称号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通讯
员 杨发鹏 刘晓臣 于有升）

“我们赶到现场时，满身泥土的
母亲正安静地躺在付佳宸同学的
怀里，这个18岁的男孩没有一丝
嫌 弃 ， 像 对 待 自 己 的 亲 人 一
样。”日前，位于青岛平度同和
的山东省华侨中学迎来了几位

“特殊”客人，被救老人王玉莲
的女儿一家拿着锦旗专程赶来学
校，寻找付佳宸、庄江璐、于明

珠、周晓涵、刘原超 5 名学生，
感谢他们在老人走失期间给予的
及时帮助和无私关爱。

2 月 1 日早晨，正在潍坊学
院进修的山东省华侨中学高三

（8） 班付佳宸等 5 名学生，在去
教室的路上发现学院明正楼后有
一位老人蜷缩在路边的一棵小树
旁。5 名学生合力将老人从户外
抬到室内，并给她喂食热水和面
包、用衣服将她赤裸的双脚包起

保暖。同时，庄江璐等人寻求学
院警卫和教师帮助联系老人的亲
人，待家属和 120 医务人员将老
人抬上救护车后，便悄悄离开
了。

据老人女儿介绍，82 岁的王
玉莲因患老年痴呆，于 1 月 30 日
走失，家人报警后通过张贴告
示、转发微信等途径竭力寻找两
天未果。当时负责急救的医院急
诊科医生说，幸亏救治及时，如

果再耽误点时间，老人就会有生
命危险。

“付佳宸等5名同学面对奄奄
一息的老人，主动伸出援手、积极
进行救助，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该
不该扶、应不应救的问题。更难
能可贵的是，他们做了好事不留
名、不声张，为全校学生作出表
率。”据该校负责人介绍，学校已
将5名学生列为2016年学雷锋标
兵，并号召全校学生向他们学习。

青岛五名中学生救助走失患病老人不留名

本报讯（记者 李小伟）从
营养不良到超重肥胖、近视率居
高不下、心肺功能低下⋯⋯我国
儿童青少年营养与健康状况可
谓有喜有忧。在5月20日第27
个“中国学生营养日”到来之际，

《中国儿童青少年营养与健康报
告2016》蓝皮书正式发布，蓝皮
书从形态发育（身高、体重）、肺
活量、低血红蛋白、营养不良、肥
胖、视力不良、龋齿等 7 个方
面，全面介绍了我国学生的健
康状况及变化趋势。

自 2006 年开始，中国学
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每年组织
专家撰写 《中国儿童青少年营
养与健康报告》蓝皮书并向全
国发行，今年的蓝皮书主要介
绍了饮食、运动与健康，鼓励学
生以“52110”为目标规范生活
习惯，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报告显示，从 1985 年到
2014 年的 30 年间，我国学生
肥胖检出率呈现快速增长趋
势，其中城市男生肥胖检出率
从 1985 年的 0.2%增长到 2014
年的 11.1%。肥胖导致高血压
的风险更大，2014 年体重正
常和肥胖学生的血压偏高检出
率 分 别 为 4.96% 和 17.86% ，
相差近 3 倍。形势更为严峻的
是学生视力情况，报告显示，
2005—2014 年，我国学生视
力不良检出率不断增长，乡村
学生视力不良率增长更快。

为提高儿童青少年的身体
素质，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中
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等单
位共同发出倡议“52110，健康
快乐行”。“52110”行为目标是
指：中小学生每天应吃5个成年
人拳头大小的蔬菜、水果等；玩
电脑、看电视的时间每天不超
过2小时；每天应该进行1小时
以上中等或高等强度运动；每
天吃1份肉；不喝含糖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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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宁波 5 月 15 日讯 （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陆灵刚） 由教育部主办的第十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竞赛总结座谈会暨优秀作品展演，今天在
浙江宁波外事学校举行。本届竞赛活动以“践行核心价
值观，激扬职校生风采”为主题，紧扣主旋律，赛项凸
显“双创”精神，增强了活动参与性并完善了相关制度
规范，受到师生普遍欢迎。

会议指出，德育是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学校工作的
灵魂。做好职业院校的德育工作，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
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全局。会议要
求，下一步要坚持德育工作的正确方向，全面把握职业
院校德育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突出职业道德教育重
点，大力加强德育工作队伍建设，强化德育课程的主渠
道作用，创新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做好职业院校德育
工作。

自 2004 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
动启动至今，学生的参与面不断扩大，今年的参赛规模
与作品水准为历年之最。全国共有3974所学校、283.5
万名学生、195.9 万份作品参加校级初赛，参赛学校占
全部中职学校的34.6%。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举行

超三成中职学校参赛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 通讯员 詹建英） 5月13
日，俄罗斯科学院院士Gennady T. Sukhikh （苏希
赫），副院士、俄罗斯总统科学顾问 Andrey Val-
erievich Lisitsa （利希） 正式受聘东华理工大学名誉
教授，并分别作了学术报告和交流。

据东华理工大学校长柳和生介绍，苏希赫院士在现
代生殖学领域成绩卓著，现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卫生部妇
产科研中心主任，多次荣获祖国服务勋章；利希在临床
蛋白质组学方面颇有建树，现为莫斯科生物医学化学研
究所主任、俄罗斯总统科学顾问。柳和生说：“两位专
家来访和受聘，是学校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的有力举
措，无疑将进一步加强江西与俄罗斯的合作，促进全省
高等教育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据介绍，近年来东华理工大学加强与俄罗斯高校、
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派出多批教师赴俄罗斯高校进修
深造，承担了科技部多项中俄科技合作项目。

东华理工大学：

俄罗斯专家受聘名誉教授

本报讯 （记者 万玉凤） 版画体验、T恤手绘、头
像速写、创意品手工制作，众多颇具艺术范儿的体验，
让社会大众在这里可以秒变艺术创客。日前，中央美术
学院与北京望京街道共同发起创新艺术节，“央美创
客”走出校园，通过创客作品展示、创客市集展卖、创
客体验工坊等，在国内高校率先与政府部门合作以创新
艺术节的形式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此次艺术节打破传统文化艺术节高端、静止、封闭
的活动形式，通过多种渠道主动拉近艺术节和大众的距
离，以“艺术＋创客”的形式，探索艺术对城市经济文
化发展及居民文化水平的积极影响。

一直以来，中央美院在校级层面通盘谋划大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工作，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由教
务部门和学生工作部门协同办公，打通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扶持扶助三大工作平台，整合调配校内外、课内
外资源，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中央美术学院：

创客走出校园带动艺术创新

少年足球“炫”动校园
在湖北省保康县歇马镇中心学校足球场，学生们在进行足球友谊赛。湖北省保康县首

个“足球进校园”试点学校——歇马镇中心学校日前举办首届校园足球友谊赛，邀请该镇
欧店中学和马桥镇中心学校的4支校园足球队参加比赛。为了更好发展校园足球，歇马镇
中心学校建成全县首个农村学校足球运动场，将足球课程纳入常规教学，提高孩子们的足
球兴趣和技能。 杨韬 范又森 摄

（上接第一版）
在一次次的交流互访、观摩研讨、合作共建活动中，

陕西师大为当地制订 2016—2020 年教育发展规划，描
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教学创新开出“思维之花”
《学思维活动课程》是陕西师大胡卫平教授主持的

一项国家级重点研究成果。“这门课程按照学生思维发
展的特点选择设计活动，有效解决了现行课堂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胡卫平说。

陕西师大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中心在临夏20所小学，
每所学校组织 1000 名学生参与该课程。同时，每所学
校挑选4名教师，共80人参加为期3年的系统培训。

在临夏实训，陕西师大副教授衣新发感触最深的就
是，示范学校教师“教”与学生“学”的方式正在悄然发生改
变。“在我们的推广课上，参与课程教师投入课程研讨活动
的热情是我始料未及的，这对于当地教师来说，不仅仅是
提升了教学能力，更是教学方式和教育理念的转变。”

目前，临夏州各实验学校已将 《学思维活动课
程》 作为探索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
的重要抓手，这朵神奇的“思维之花”正竞相绽放在
全州各个校园的角落。

“送出去、请进来”破解教育困境
促进临夏州基础教育事业的跨越发展，必须破解当

地学校管理和教师教学水平不高两个瓶颈。
如何提升？3 年来，陕西师大通过“送教下州”和

“高校集中”的方式，对全州的2100名各学科骨干教师
和300名管理骨干进行培训，覆盖面达全州所有高中及
大部分初中和小学。

“送教下州”专家团由学校选拔全省一线最优秀的
教师组成，每年暑假集中在临夏对当地骨干教师进行培
训。课程设置上，突出自主参与，采取“30%的教学最新
理念和学科前沿，加上70%的教学技能提升”方式。

陕西师大数学专家罗增儒，虽已年过七旬，依然连
续两年深入临夏“送教”，分享自己的教学智慧。

与之相应的“高校集中”培训，由临夏州每年派出教
育管理干部、校长和高中各学科骨干教师到陕西师大进
行集中培训。为此，陕西师大除了安排专家名师开设各
类讲座外，还协调安排教师们走进西安市的中小学名
校，进课堂和优秀一线教师共同分享教育教学经历。

今年是“美丽园丁”计划在临夏的收官之年。然
而，陕西师大服务民族地区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
标却没有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