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观察

“就近入园”
是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的根本
杨卫安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指
出，到 2020 年，我国基本普及学前
教育。截至 2015 年年底，我国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为 75%，其中城市
地区已接近甚至超过 100%，而农
村 地 区（镇 区 和 乡 村）大 约 只 有
60%左右。可见，未来我国学前教
育的发展和普及重点在农村地
区。笔者认为，就近入园是农村
学前教育普及的必然选择。
一般来说，
教育普及有两种方
式：
集中化普及和分散化普及。在
教育普及的初级阶段，
一般是通过
分散化模式来实现的，
世界各国学
前教育普及大都遵循了这一历
程。对于我国来讲，
学前教育要想
在农村迅速普及，
大幅度提高三年
毛入园率，
必须采取就近入园这一
分散化的普及模式。

首先，
就近入园最为便利。世
界各国之所以把就近入园作为普
及学前教育的优先选择，
就是因为
这一办学模式对孩子入园来说是
最便利的。对乡村未入园幼儿家
长的调查显示，
在幼儿未入园的原
因当中，幼儿园离家较远占到了
28.8% 。 当 家 园 距 离 超 过 5 公 里
时，
家长则对于送幼儿入园感到困
难。其次，
就近入园有利于降低家
庭教育成本。在目前农村家庭的
教育支付能力较低、
人口结构以留
守老人和妇女为主的背景下，
对各
种成本的考量就成为制约家长是
否送孩子入园的重要因素。再其
次，
就近入园更少安全隐患。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当前农
村就近入园存在一些难题。从各
地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
来看，
各地都把学前教育的工作重

点放在乡镇中心幼儿园方面，
村屯
层面的幼儿园偏少。从 2014 年的
数据来看，我国大约有 32900 个乡
镇，59 万个行政村，270 多万个自
然村。在乡镇层面，
全国已普遍建
立了乡镇中心幼儿园，
许多省份每
个乡镇建成乡镇中心园的比例已
达到 100%。而在村屯层面，全国
2014 年大约有 11 万所幼儿园，如
果按自然村计算，
平均 24.5 个自然
村才有一所幼儿园，
即使按行政村
计算，也是 5.4 个行政村才有一所
幼儿园。就近入园还远远没有达
到，
这种状况是非常不利于学前教
育在农村地区普及的。
尽管加强乡镇中心幼儿园尤
其是公办园建设，是普及农村学
前教育的必要和重要一环，但却
绝不是最终目标和最佳方案。由
于农村村屯中的幼儿数量众多，

年龄较小，且分布分散，村屯学前
教育普及不可能像有些地方的中
小学那样在乡镇中心区域得到解
决。因此，加强村屯层面的农村
学前教育投入和政策支持，实现
就近入园，才是普及农村学前教
育的关键所在。为了切实实现普
及学前教育的目标，我们必须把
谋划的眼光从乡镇中心区域延伸
至更遥远的广大村屯，对学前教
育的投入和发展重点有所调整。
在农村学前教育发展重心由
乡镇中心园向村屯层面转移，实
现农村幼儿就近入园的过程当
中，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
数量与投入难题、布局难题、质量
难题。
一是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
教育资源，增加学前教育机构数
量。要想尽快实现学前教育就近

入园的目标，必须建立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
体制。除了要增加学前教育投入
外 ，在 办 园 形 式 上 要 不 拘 一 格 。
允许正规和非正规幼儿园并存，
以及探索幼小结合甚至一体化的
办 园 模 式 ，实 现 农 村 小 学（教 学
点）与幼儿园（班）的双赢发展。
同时，还要根据村屯人口规模，鼓
励其他灵活多样的幼儿教育形
式，包括家庭作坊式幼儿园、家庭
辅 导 站 、大 篷 车 流 动 园 、游 戏 小
组、
亲子活动中心，
等等。
二是科学规划，对幼儿园进
行合理布局。政府规划部门必须
担负起幼儿园合理规划的重任，
必须把缩小入园半径作为幼儿园
规划的主要原则，坚决避免超大
规模的幼儿园，尽量避免幼儿园
校车接送。在具体规划方面，可

按照 3—6 岁幼儿人数超过 90 人
的大村独立建园，3—6 岁幼儿人
数低于 90 人的村屯设分园或联合
办园，人口分散地区举办流动幼
儿园、季节班等，配备专职巡回指
导教师，逐步完善县、乡、村布局
合理的三级学前教育网络。
三是加强管理，提升幼儿园
办园质量。要最大程度降低幼儿
园数量普及和质量提升之间的矛
盾，就必须建立幼儿园保教质量
评估监管体系，加强对幼儿园保
教工作的指导。为此，要建立公
办园和民办园统一的学前教育质
量基本标准和幼儿培养目标，健
全相应的学前教育质量督导、监
测、评估机制，努力为幼儿的健康
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农
村教育研究所）

公办园政府投入占比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纸巾扎染
我喜欢

学前
周刊

日前，河北省围场县第
一幼儿园的小朋友展示自己
的扎染作品。
扎染是我国民间传统而
独特的染色工艺。为秉承环
保理念，围场一幼的老师教
孩子们用卫生纸做扎染。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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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村留守幼儿心理健康”讨论篇

孩子，
该怎样安抚你敏感的心
本报记者 纪秀君

回音壁

走适宜孩子发展
的课程改革之路
谷锦燕
看了 1 月 15 日刊发的《我们要培
养什么样的中国儿童》一文，
颇有感慨。
一所好的幼儿园，应该有自己的
发展思路，这个思路是建立在幼儿心
理学等科学的育儿理念之上的，而不
是人云亦云。曾几何时，我们要给孩
子丰富的环境，
于是教室、走廊、楼梯、
窗户，
几乎所有地方都满满当当，
让人
眼花缭乱，大人走进幼儿园要弯腰弓
背，一不留神就被碰到；曾几何时，上
级要进行“一年一度”的特色活动比
赛，
于是所有幼儿园上下齐动手，
老师
们兼任摄影、解说、撰稿、导演等角色，
几天内制作出一个精美的光盘，孩子
们在“影片”
中演得惟妙惟肖……
只可惜，这些东西远远不是孩子
们感兴趣的。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
是教育。他们爱看蚂蚁搬家，爱在大
自然里自由活动，
爱和老师、小朋友们
一起游戏。他们在用自己的一切感官
来感知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
大人包装好的世界。
所以，
回归与还原儿童本真的生活
化课程，
真的是在走顺应孩子天性发展
的路。我真切地希望，
每一所幼儿园都
能因地制宜，
走出适宜当地孩子发展的
课程改革道路，
让教育回归本原。
（作者系山东省荣成市第一实验
幼儿园副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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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建立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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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安徽省阜阳市阜
纺幼儿园园长梁靓雯又一次走
进龙王幼儿园时，一个短头
发、大眼睛、瘦瘦的小姑娘怯
怯地走到她跟前：“老师，那个
最漂亮的姐姐今天咋没来呢？”
梁靓雯知道她讲的是上次跟她
一起来的小程老师，小程老师
很会给小朋友讲故事。
梁靓雯俯下身把小姑娘搂
在怀里：“等你长大了，也会像
小程姐姐一样漂亮，也会讲好
听 的 故 事 的 。” 小 姑 娘 点 了 点
头。
很快到了一年一度的读书
节，令梁靓雯惊奇的是，龙王
幼儿园受邀来讲故事的竟是上
次看到的那个小姑娘。初次登
台，小姑娘显然有点紧张，声
音也有些腼腆，但慢慢地就沉
浸其中了，真诚而又流畅的讲
述，赢得了老师和孩子们的掌
声。梁靓雯情不自禁地拿起手
机拍下这振奋激动的一幕。
“我们这些每天陪伴孩子的
人，不经意间的言行举动，都
会点燃孩子们心灵的那盏灯。”
梁靓雯说。
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牵动
全社会的心。最近公布的调查
结果显示，留守幼儿亲子关系
疏离，容易引发孩子孤独、抑
郁、焦虑、攻击性等不良问题
倾向，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埋
下隐患。那么，幼儿园这个大
家庭能为留守幼儿做些什么呢？

意识地采取多种手段和方法关

然发现，发挥幼儿园教育干预

责，但更多的是要强化父母监

唤醒家长，让良性隔空交 爱孩子，通过视频通话、亲子 与 补 偿 作 用 ， 以 幼 儿 为 核 心 ， 护责任，有条件的幼儿园应会
家书、亲子活动等途径，晓之 进而辐射到家长和社会，是一 同有关部门建立家庭责任监督
流成为常态
“有的孩子目光躲闪，小声
说话或始终不说一句话；有的
孩子提及父母表情难过甚至流
泪；还有的孩子过于懂事，讨
好大人。”保定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教授王惠然回忆起第一
次进大班访谈留守幼儿的情
景，孩子们的种种表现让人心
疼，以至于教师时常中断访
谈，到一旁擦眼泪。
“留守生活会使幼儿增加分
泌一种叫皮质醇的激素，幼儿
会对环境压力源和情绪压力源
异常敏感，长期不能恢复会阻
碍幼儿依恋关系的建立，造成
幼儿适应不良。”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刘占兰说。
当前，很多留守幼儿的家
长还不曾意识到幼小的亲子分
离对孩子的伤害很大。王惠然
认为，唤醒家长“重视陪伴、
减少分离”很重要。“我们在工
作中要不断向家长传达：在孩
子成长过程中，任何补偿性教
育也代替不了父母的陪伴，倡
导幼儿父母在生活基本得到保
障的情况下，尽量陪伴孩子，
至少做到母亲一方的陪伴。”
对于如何帮助留守幼儿家
长增强监管意识，河南省基础
教育教学研究室教研员李丽表
示：“我们可以帮助家长学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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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动之以情，让良性隔空
交流成为常态，成为陪伴孩子
和弥补情感缺失的另一种方
式。”

培训教师，用隐形无痕的
方式传递爱

条可行的路径。“我们持续地培
训教师，帮助教师以亲情图书
角、10 个教学活动、集体生日
会、亲情家书以及拓展性活动
等，持续地支持和帮助留守幼
儿与家长。”
王惠然在接触留守幼儿时
深深感到，“留守儿童”对他们
来说是敏感词汇，会在无意中伤
害孩子。
“ 我们的共识是，补偿、
促进、不作秀、不伤害，力求不当
众强化这个群体的留守弱势，以
免造成家长的反感，更重要的是
避免对孩子的心理伤害，尽量在
隐形、无痕的活动中传达关爱和
帮助。”

“幼儿园教师作为儿童成长
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应该深
刻认识到，留守幼儿需要的不
仅是可口的饭菜，温暖的衣
服，更需要亲情的关注和心灵
的呵护。”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王冬兰说。
过去几年来，王冬兰一直
关注着教师如何对留守幼儿心
多方合力，强化家长的监
理健康问题进行干预。“没有对
心灵的疼爱是残缺的爱，而探 护责任
究留守幼儿心理秘密、关注留
守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是需要科
在王冬兰看来，留守幼儿
学的。”王冬兰认为，幼儿园教 问题，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主
师一般都接受过较为专业的培 要还是社会问题，依赖教育能
养和培训，了解 3—6 岁儿童心 解决的不是很多。“教师的关爱
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加上和 只是一方面，促进孩子心理真
孩子有较多时间一起生活、学 正发生变化的，还是源自家庭
习和游戏，因此，与祖辈和其 中父母态度的变化。”
他监护人相比，有突出的专业
“关爱和保护留守幼儿是
优势。他们可以通过专业的努 ‘咱们’共同的工作，是全社会
力，把关爱以科学的途径送到 共同的职责。因为‘他们’的
孩子们的心田。
今天如何，关乎‘咱们’的
在参与农村留守幼儿心理 明天。”王冬兰说，留守幼儿
健康促进项目的过程中，王惠 的援助体系建立是政府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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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减少父母同时长期外出
务工的情况，督促父母定期回
家探望，同时组建家长委员
会，遴选热心家长或监护人参
加，引导留守幼儿家长给孩子
有质量的陪伴和关爱。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
前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宇认
为，可以通过建立留守幼儿成
长记录档案，包括联系档案、
关爱档案和个案档案等，收集
他们学习、活动、日常行为表
现、情感表现等材料，记录他
们成长过程中的有关评价，实
施动态跟踪、及时归档、分类
管理、定期分析，准确把握留
守幼儿的成长脉搏，有针对性
地实施关爱。
“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幼儿
的问题，必须加快新农村建设
进程，这就需要家庭、幼儿
园、社会乃至政府等各方面形
成合力，共同来做留守幼儿的
掌灯人，为留守幼儿的成长保
驾护航。
”徐宇说。

本报讯（记者 纪秀君）日
前，
江苏省扬中市出台了《关于
进一步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改革
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建立学
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其中公
办园政府投入占学前教育总投
入 80%以上，剩余部分由社会
举办者及家庭补充。
据了解，扬中市将以质量
为先导，创新公共财政为主体
的 保 障 机 制 ，“ 十 三 五 ” 期
间，确保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
占 财 政 性 教 育 经 费 的 8% 以
上，并逐年提高，建立健全
“政府投入、社会举办者投
入、家庭合理负担”的成本分
担机制。
在完善学前教育保障机制
方面，扬中市将建立财政拨付
生均公用经费动态调整机制，
逐步达到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拨
付水平，其中残障儿童参照普
通幼儿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的
10 倍发放。保障生均营运成
本 （不包含资本性支出与折旧
费） 达到 1.2 万元/学年，生均
完全成本 （含固定资产折旧）
达到 1.5 万元/学年。
为促进普惠性民办园发
展，扬中市提出要积极探索普
惠性民办园财务管理办法，将
普惠性民办园财政经费纳入统
一管理，确保财政资金规范使
用，幼儿园不因财政资助而减
少应有的办园投入，使幼儿园
教师的社会保险、基本收入等
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经过认
定的普惠性民办园，在生
均公用经费、园舍维修
经费、设施设备和教
玩具图书更新补贴等
方面，执行公办园同
等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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