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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廖仲恺先生诞辰140周年暨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建校90周年庆祝活动通告

··广告广告··

公元 2017 年 4 月 23 日，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
名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廖仲恺先生诞辰 140 周年的纪念
日，也是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建校 90 周年的校庆日。为
兹特述告如下：

1925 年 8 月 20 日，廖仲恺先生以身殉志。何香凝
先生系哀思而不忘，力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建立仲恺农工纪念学校案》。学校于 1927 年正式开
学。抗战期间，学校多次辗迁，办学之发展与抗战相
始终。新中国成立，学校获得新生。1950 年学校定名
为“广东省仲恺高级农业技术学校”。1980年被国家教
育部门确定为全国重点中等专业学校。依国家领导人
王震同志提议，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1984 年学校升

格为本科院校，并定名为“仲恺农业技术学院”。1987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2006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2008
年更名为“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现有海珠、白云两个
校区和钟村实习农场。建校以来学校共为社会培养各
级各类人才近8万人；目前，在校全日制本科生、研究
生合计21000余人。

学校发展的历史承载着过去、决定着现状、昭示
着未来。为此，恳请四方校友、八方来宾，裁度期
约，赴仲园一聚，晤谈愿景，共铸辉煌。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6年10月23日

这里是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一城 （One City） 幼儿园，4 岁的
美国男孩麦克斯，正乐此不疲地搭建
着简单的木头。他把木头横竖相间，
层层垒高，在上面架上两个轮毂，后
部跨上横梁，正前方支起长木——半
个小时后，一辆国内坦克跃然眼前。

成功带来的喜悦，瞬间在麦克斯
的面庞体现，他露出一个大大的微
笑。母亲看到这一幕，快步走过去，
从后面环抱住麦克斯，激动得热泪盈
眶。

这个场景让程学琴感到意外，她
看到过无数家长与孩子玩“安吉游
戏”，眼前这位母亲的表现显得有些

“夸张”。于是她走上前，访问了这位
母亲。“程老师，我衷心感谢你给我
的孩子带来这些玩具和快乐！事实
上，在我丈夫车祸遇难后的这两年
里，这是麦克斯的第一次微笑。”这
位母亲说。

“安吉游戏”，是安吉幼儿园游
戏教育的简称。它是浙江省安吉县
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副科长程学琴，
基于安吉县的教育生态，改革探索
出的一种以游戏教育为主要形式的
全新学前教育实践。15 年的厚积薄
发，“安吉游戏”不仅给国内学前教
育带来全新视角、深刻变革，如今它
也走向世界，正影响着世界学前教育
的发展，给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
儿童带来欢乐。

什么是“安吉游戏”？
“自然游戏中的玩性、野趣和

童真”

“‘安吉游戏’实在是一个极其
朴实的名字，但这种游戏却是幼儿最
喜欢、最自主、最符合天性、最体现
幼年生命本质的一项活动。”在接受
中国教育报采访时，中国学前教育研

究会副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
育系教授华爱华说。

近 50 年来，华爱华一直在研究
幼儿游戏。5 年前，她第一次接触安
吉游戏，“我欣喜地感到，这就是我
多年来追求却未及的游戏状态”。

这是一种什么游戏状态？华爱华
回忆了第一次观摩“安吉游戏”的场
景。

当时，她在安吉县机关幼儿园和
实验幼儿园观摩户外自主游戏，眼见
时间就要到了，场地上仍空荡荡，什
么都没有准备。

谁知 9 点一到，孩子们冲出教学
楼，飞快地从场地周围搬出了自己想
玩的游戏材料——大小梯子、木板木
块、轮胎、箱子以及各种小玩具等，
没有教师向孩子交代游戏玩法，没有
教师组织安排，孩子们自发地三五成
群，进入了各种类别的游戏情境。游
戏中，没有教师教导孩子应当干什
么、不应该干什么。

“我很快被孩子们在游戏中的精
彩表现所吸引，我用相机尽快捕捉着
他们的行动，事实上相机充的电根本
不够用。”华爱华感叹，孩子们太会
玩了，创造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玩法，

“让我看到了久违的自然游戏中的玩
性、野趣和童真”。

相比于华爱华的理性分析，近年
来，“安吉游戏”带给中国学前教育
的触动要热情许多。2005 年以来，
无数的园长、教师、教育行政干部涌
向安吉，并大面积效仿学习“安吉游
戏”。一时间，全国许许多多幼儿园
都有了“安吉”的影子。

被“安吉游戏”迷住的，还有来
自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人
士、儿童心理研究者，他们不远万
里，来到这个位于中国浙江北部的小
县城，探寻安吉的学前教育秘密。

切尔西·白丽，曾任美国纽约大

学学前教育系主任，从事学前教育研
究 20 多年。2014 年 7 月她第一次来
到安吉，就深深被“安吉游戏”迷住
了：“这是真游戏，在游戏中能看到
孩子们的天真，感受得到孩子们发自
内心的快乐。”

雷娜特·齐默尔，德国奥斯纳
布吕克大学体育与教育学教授，下
萨克森州早期儿童教育与发展研究
所所长。2008 年她走进安吉的幼儿
园后欣喜地说：“这是我见过最好的
幼儿园！这么多孩子，每一个人都
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老师就
陪 伴 在 那 个 最 需 要 帮 助 的 儿 童 旁
边。”

吉姆·普兰科特，英国牛津大学
研究婴幼儿心理的教授，他特意来到
安吉考察，看到游戏中的孩子他赞叹
道：“太棒了！孩子玩滚筒简直像迈
克尔·杰克逊的太空舞步！”他提
出，希望在安吉建立研究幼儿发展基
地。

记者了解到，除上述国家外，还
有来自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巴
西、印尼、印度、尼日利亚、韩国等
国的专家、幼儿园，已经加入或正在
联系引入“安吉游戏”。

“安吉游戏”为何受到
世界欢迎？

正尝试解决全球幼儿教育的
发展难题

那么，“安吉游戏”到底是什
么？又缘何成了国际学前教育的样
本？

高杰 （Jesse Coffino），“安吉
游戏”海外的策划、组织、筹备实行
人，他向记者介绍，在美国，日益增
长的贫富差异和几百年历史积累的种
族歧视，给处境不利的儿童带来了一
些负面影响。“低收入、受到代际创

伤的孩子，生活在种族隔离环境里，
被逼着安静背知识。因为有决定权的
人认为，这样会解决教育成果差距的
问题。”

高杰的分析，与华爱华观察到的
美国学前教育发展，似乎可以相互印
证。“2005年，我在美国看到的情形
是，富人孩子上的幼儿园在‘玩’，
穷人孩子上的幼儿园在‘教’。”

为此，美国许多教育者在寻找高
质量的学前教育理念，以求解决当前
美国存在的教育不平等现象。

当切尔西等专家来到安吉，看到
安吉游戏中孩子的发展水平，大为感
叹。他们走遍安吉各个乡镇幼儿园、
村教学点，观察与研究安吉游戏是如
何促进孩子的学习和发展的。他们惊
奇地发现，在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中
国农村幼儿园，没有高学历的幼教教
师，大部分孩子是中国独特现象的留
守儿童。

然而这里的幼儿园，仅仅以游戏
就赢得了孩子的高水平发展，这引起
外国专家的极大兴趣，并试图学习、
引进“安吉游戏”。

“面对农村大量的流动儿童、留

守儿童，让每一个孩子都享受到公
平、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程学
琴说，这是“安吉游戏”产生的根本
原因。

今年初，在美国西部教育 30 年
庆典大会上，会方邀请程学琴，与享
誉世界的瑞吉欧儿童主席、瑞吉欧儿
童基金会马拉古齐中心主席卡拉·里
纳尔迪教授同台对话，并与美国学前
教育人士交流，“安吉游戏”解决处
境不利儿童的现实难题、尊重和发展
儿童的理念引起强烈反响。

一城幼儿园，作为“安吉游戏”
在美国的第一所试点幼儿园，由麦迪
逊市首次投入200万美元建设。该园
占地 1243 平方米，设计规模可接纳
110 名低收入家庭子女。一城幼儿园
董事长卡里米·卡瑞介绍，计划未来
5 年在当地开办 12 所安吉课程的幼
儿园，目标招收 1100 名低收入家庭
子女。

在美国，还有图书馆、地方政府
将“安吉游戏”纳入到图书互动区
域、地区的城市生态发展之中，拓展
了“安吉游戏”本身的内涵。

（下转第四版）

“安吉游戏”为何能走向世界
——浙江安吉学前教育探索启示录（上）

本报记者 常晶

□短评

本报北京 10 月 25 日讯 （记
者 余闯）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
印发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规划纲要提出，加大学校健
康教育力度，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
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规划纲要提出，以中小学为重
点，建立学校健康教育推进机制。
构建相关学科教学与教育活动相结
合、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集中式宣传教育
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式。培养健康
教育师资，将健康教育纳入体育教
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内容。

规划纲要提出，实施青少年
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培育青少年
体育爱好，基本实现青少年熟练
掌握 1 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确
保学生校内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不
少于 1 小时。到 2030 年，学校体
育场地设施与器材配置达标率达
到 100%，青少年学生每周参与体
育活动达到中等强度 3 次以上，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
率 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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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而言，“安吉游戏”或许
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或许会以为是一
款新开发的网游。这个已经 15 岁的
幼儿教育模式，墙内开花墙外香，经
过英国 BBC 的报道、美国幼儿园的
复制，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关注。

玩，是幼儿的天性。但在不少幼
儿园，不同年龄的孩子却被规定“应
该玩什么，不该玩什么”。“安吉游戏”
无视这些禁忌，在游戏中人们看到了
久违的野趣和童真。“安吉游戏”的成
功，首先在于它释放了孩子的天性。

对传统的学前教育模式而言，
“安吉游戏”无疑是一场变革。这场

变革的背后，是教育研究者历时多年
的观察、实验和推广。在安吉这个教
育并不发达的浙北山区县，这种新的
教学模式不仅没有受到抵制，相反却
越来越受到教师欢迎。不改革，教师
自愧；假改革，教师疲惫。让教师主
动参与改革，体验职业幸福，是“安吉
游戏”顺利实施的保证。

这款生于农村的游戏，起初在许
多人眼里，其知识性、科学性、安全性
都明显不足。15年来的实践和改进，

“安吉游戏”越来越得到家长和政府
的支持。成功解决了教育和家长之
间的矛盾，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圈，

是“安吉游戏”能够生存、长大并走出
国门的根本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安吉游戏”带来
了教育公平。富人孩子的幼儿园在

“玩”，穷人孩子的幼儿园在“教”，在
美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各地
也不同程度存在。“安吉游戏”打破了
这种潜规则，真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享受公平、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

雷夫的 56 号教室、蒙台梭利班，
近些年常被人们提及，也常常被用来
解决中国教育的某些难题。今天，本
报推出“安吉游戏”，不仅仅因为这是
我们的自主品牌。

扎根泥土的改革才有生命力
储召生

本报深圳 10 月 25 日讯 （记
者 刘盾） 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深
圳市教育局获悉，深圳市委、市
政府近日印发 《关于加快高等教
育发展的若干意见》，争取到
2025 年，深圳高校达到 20 所左
右，全日制在校生约 20 万人，
3—5 所高校综合排名进入全国
前50名。

《意见》 指出，目前深圳市
有全日制高校 10 所，全日制在
校生 9.05 万人。高等教育发展
还存在着不足，如高等教育整体
规模偏小、人才培养层次偏低、
高校对深圳自主创新的贡献还有
提升空间等。目前深圳市高校本
科以上层次全日制在校生仅占
52%，难以满足深圳经济社会发

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未来 10 年，深圳市将在重

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实施
一流学科培育计划、引进和培
育高水平师资、与境外著名高
校共建特色学院、打造世界一
流高职教育等诸方面进行积极
探索。

《意见》 提出，深圳市将引
进国内外著名高校，重点建设本
科层次以上万人规模高水平大
学。重点建设产业、民生急需的
医 学 类 、 理 工 类 学 科 ； 培 育
30—50 个优势学科参与国家世
界一流学科、广东省高水平学科
竞争。到 2020 年，引进 50 个以
上高层次创新团队和 1000 名以
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按照“教

育+科技+产业”模式，加快建
设特色学院；2016—2020 年，
深圳市政府每年安排不少于 10
亿元资助经费，支持特色学院建
设发展。

《意见》 明确，对纳入广东
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的高校，
建设周期内每所给予最高 10 亿
元专项经费资助；对纳入广东省
一流高职院校建设计划的高职院
校，建设周期内给予专项经费支
持。对参与国家世界一流学科、
广东省高水平学科竞争的高校，
每个学科给予最高 3000 万元资
助。列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和广
东省高水平学科建设的，分别给
予最高5000万元和3000万元资
助。

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 实施一流学科培育计划

深圳：未来10年高校数量翻倍

美美国麦迪逊市的小朋友在玩国麦迪逊市的小朋友在玩““安吉游戏安吉游戏””。。 高杰高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