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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学前教育年会 出品：中国教育报
地点：镇江

重量级嘉宾 年会亮点

中外著名专家“主题报告”

全国知名园长“经验分享会”

特色幼儿园“现场观摩”

学前教育“热点问题沙龙”

浙江“安吉游戏”、四川蒲江

“自然·生活教育”、江苏镇

江“课程游戏化”、河北“绘

本与儿童游戏”相关负责人

深度分享

欢迎来约
年会主题：童年与游戏——营造儿童幸福的环境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报
承办单位：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

江苏省镇江市教育局 中国教育报学前周刊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教育局
时 间：2017年7月3日—5日（7月2日全天报到）
地 点：江苏省镇江市佰润粤海国际酒店
会务费980元/人，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团队报名优惠：10人缴费免第11人的会务费

（此优惠政策截至6月26日）
缴费方式：
汇款账户：0200025509200059185

工商银行北京学院路支行
北京中教鸿兴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汇款请备注付款单位名称，以便开票。）

报名电话：
房老师 010-82296889 13488898550
陈老师 010-82296854 13811831811
报名邮箱：2187694697@qq.com

温馨提示：更多学前教育“大人物”，今年
镇江讲述“传奇”！

连续四届，高朋满座，高手云集，参会同仁满载而归！年度学前教育骨干“大练兵”紧急约见！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
日本教育学会副会长 小玉亮子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华爱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刘晓东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 尹坚勤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国立附属幼儿园园长 上坂元绘里
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园长 胡 华
南京太平巷幼儿园园长 汪 丽
厦门市第九幼儿园园长 葛晓英
深圳市教育幼儿园园长 王 翔
镇江扬中新坝镇中心幼儿园园长 王海英

（排名不分先后，以实际到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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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老学到老，不学到
老没有资格活到老。”6月10
日，在北师大举行的学前教
育专业成立65周年暨卢乐
山先生百年华诞庆典上，卢
乐山先生的这句话，给与会
者深深震撼和激励。

卢乐山先生是北师大学
前教育专业第一代学人的杰
出代表。北师大1952年组
建学前教育专业，卢乐山先
生为第一任学前教育教研室
主任，也是我国学前教育专
业硕士研究生的首任导师，
至今执教已有80年。

“卢乐山先生是新中国
幼儿教育的拓荒者，是我一
直尊敬的学界前辈。”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先生在给
《乐山集》所作的序中写道，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她长期
担任学前教育教研室主任的
领导岗位，但从不脱离幼儿
园，坚持任何理论的探索都
要和实际结合。”

老一代学人奠定的这种
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深深触动着后继者。第四代
学人、北师大教授洪秀敏讲
起去年拜访幼儿教育专家赵
寄石先生的故事：“我向先生
请教该怎么办好学前教育专
业，当时95岁的赵先生写了
两句话送给我，‘高师学前教
师的基本功是：通过多层次
的人际互动，实现两个转
换。一是把理论转换成实
践，即到幼儿园、幼师中去，
根据他们的实践需要，把理
论转换成实践。二是从他们
的实践中发现规律，提炼理
论，形成一套他们实践的理
论，把实践转换成理论。’”

办好学前教育专业是与
会者共同关心的话题。“我收
集了全国不同层次学前人才
培养的课程计划，看到一个
惊人的现象，那就是高度的
同质化，相似到课程的名称
几乎都差不多，那么，我们培
养的教师就变成了一个规
格。”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季
湄说，“不同层次的学校培养
的学生可以有所不同吧，我
们的培养目标可不可能稍微
有所改革？”

“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于
人才培养，全国188所高校
办了学前教育专业，我们面
临的真正的冲击是人才培养
工作。”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虞
永平说，“我们要加强对学生
的研究，还要研究培养方案、

教学资源、教师队伍，在管理
上下功夫，让教学工作更有
针对性。”

冲击、回应与变革，正像
本次会议的这三个关键词所
提出的，面对当前的新环境、
新挑战带来的冲击，学前教
育学科建设与事业发展如何
回应与变革，正需要一代代
学人孜孜以求地去探索。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今后我们的条件会越来越
好，有中央的重视，有社会的
支持，现在更有很多的年轻
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
来，我相信，只要大家同心协
力，今后一定会做出更优异
的成绩来。”卢乐山先生在致
答谢词时说的一番话，是对
与会者最大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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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增建75所园，公益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超77%

佛山南海：家门口就有优质普惠园
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黎鉴远 罗剑辉

特别报道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
中心幼儿园新田分园大（1）班的
任梓仪，在刺绣教师梁趣环的指
导下，捏着一根毛线针在一块白
布上穿上穿下。不一会儿，3朵

“竞相开放”的红花便跃然布上。
粤绣是西樵镇的传统特色，也是
该园园本课程。

新田分园地处南海区最西边
的新田村，离镇区12公里。新田
村幼儿足不出村，就能入读市一
级幼儿园。目前，新田分园已是
佛山市一级幼儿园，该村准备投
入740万元改扩建该园，冲刺省
一级幼儿园。

自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以来，南海区科学规划
幼儿园布局，落实配套幼儿园，
提升普惠性幼儿园比例；通过优
化财政资金导向，合理分担教育
成本，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升级；
通过“名园+分园”等办学机制改
革，强化师资培训，提升普惠性
幼儿园保教质量。

“铁腕”规划、建设,为未
来留足普惠园学位

针对一块“三旧”改造土地
新建幼儿园的班额数，南海区某
镇与南海区教育局“扳起了手
腕”。镇政府想多争取些寸土寸金
的土地搞商业开发，认为现在够
用就行，想建12个班。而南海区
教育局坚持按规划建15个班，预
留充足学位。

镇政府多次去游说，都被南
海区教育局拒绝。区规划局也明
确表态，坚决执行教育部门的专
业意见。这是因为南海区国土规
划部门建立了土地出让的联席会
议制度，开发土地配套的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标准、位置要求等，
要由职能部门同意，并在出让方
案及土地出让相关文件中落实。

该镇最终按规划建了 15 个
班。“规划靠前不任性，就必须着
眼未来确保学位供给，要与南海
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南海区教
育局学前教育科科长邹敏标说，
由于历史原因，南海区公办及公
办性质幼儿园仅 141 所，占比
42.9%，要通过规划、建设还上普
惠性幼儿园学位不足的历史欠账。

南海区严把规划关，高规
格、高标准配备学前教育学位，
每1000居住人口预留40—50个学
前学位。去年，该区着眼未来，
科学研制了《佛山市南海区基础
教 育 设 施 配 套 专 项 发 展 规 划
2016—2030年》，教育设施专项与
城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同步编制。为让适龄幼儿在家门
口就能入读公益普惠性幼儿园，
今年该区还出台了《新建住宅小
区配套教育设施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落实好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幼
儿园由开发商代建，产权移交当
地政府，办成公办园或者免租金
委托办成普惠性幼儿园这一政
策。全区现有15个新建住宅小区
按要求配建了幼儿园，将提供
6000多个学位。

南海区还大力推进“村村有
普惠性幼儿园”建设，鼓励村集
体独立或与优质园联合举办分园
或 教 学 点 ， 有 效 引 导 各 社 区
（村）办好普惠性幼儿园。目前，
全区所有镇街都建成一所以上规
范化公办中心幼儿园。

南海区教育局局长张苑发
说，自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以来，南海区新增 75 所幼儿
园、3万多个学位。目前，全区公
益普惠性幼儿园比例达77.1%，在
公益普惠性幼儿园就读幼儿达6万
多人，约占幼儿园在园人数的
65%，基本形成了以公益普惠性幼
儿园为主体的服务网络。

奖补资金“撬动”，普惠
园“雨后春笋”般冒出

800平方米的户外草坪运动场
上，有的孩子玩着游戏，有的孩
子踢着足球；食堂后厨窗明几
净，设施先进，家长们通过实时
录像，对其操作环节及卫生情况
一目了然。这是去年11月西樵镇
崇南村筹资3000万元新建的西樵
新城区幼儿园。

“现在女儿走10分钟就能到
幼儿园，保教费每月才890元。”
而以往崇南村村民李坚的女儿在3
公里外的民办园就读，每月收费
1500元。他觉得村委会做了件大
实事。

村书记梁耀安介绍说，崇南村
常住人口7500多人，而2016年之
前，村里没一所普惠性幼儿园。村
民很想在家门口建一所幼儿园，但
苦于缺乏资金。

“对村（社区）按市一级或以
上标准新建、改建、扩建的幼儿
园，镇政府按村（社区）投入的
工程建设总额 （工程结算核准
额）的50%给予一次性补助。”西
樵镇教育局副局长黄学军说，对
新建幼儿园，该镇按当年实际新

增班数，每班补助5万元；而对于
扩建的，每班补助3万元。

在西樵镇政府鼓励扶持下，
崇南村委会按省一级幼儿园标
准，建成了新城区幼儿园这所普
惠性幼儿园，可容纳720名幼儿。
西樵镇的简村等社区看到了好
处，都计划把新建幼儿园办为普
惠性幼儿园。

近年来，除西樵镇外，南海
区各镇（街道）也积极推进公益
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如狮山镇、
丹灶镇共投资约6000万元新建、
改建公办幼儿园，增加优质学位
1000多个。

“我区优化财政资金导向，合
理分担教育成本，对公益普惠性
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达每生每年
1000元，省一级、市一级、区一
级的公益普惠性幼儿园每月保教费
分别为890元、780元、685元。”
据南海区教育局副局长钟文川介
绍，2016年底，南海区出台了政
策，用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公益普
惠性幼儿园升级发展，对保教质量
优秀的幼儿园每班每年补助1万
元；对通过省一级幼儿园等级评估
的幼儿园奖励16万元。此外，对
教师在职提升学历、职称晋升都给
予2000—5000元的补助等。

据统计，2011年以来，南海
区投入 1.2115 亿元财政资金，
182.3万人次户籍学前儿童享受了
学前教育补助；2013年以来，全
区财政共为公益普惠性幼儿园拨
付生均公用经费超过1.2亿元；近
年来，全区财政投入3亿元加强
学前教育的公益普惠性建设。

抓改革、强师资，促办园
质量“水涨船高”

在南海机关幼儿园夏东分园
里，岭南文化一条街生意火爆，
孩子经营的“美食店”里，“云
吞”等手工作品琳琅满目。

“由于办园质量不断提高，近
几年招生爆满，今年300个孩子报
名争抢100个学位。”南海机关幼
儿园园长杜翠菊介绍说，夏东分
园原由夏东村委会主办，由于教
学质量差，一直招不满，连夏东
村村干部都到处托关系，舍近求
远地将孩子送到其他幼儿园。

2010年，南海机关幼儿园与
夏东村委会联合办园。南海机关
幼儿园投入资金改善夏东分园硬
件条件，相继通过派驻高水平教
学管理团队、分批跟岗学习、同
步备课教研等方式，提升夏东分
园管理、教学水平。半年后，夏
东分园就升为佛山市一级幼儿园。

很快，夏东村治安队主任黄
顺潮等村民，纷纷把孩子从镇中
心幼儿园等地转回家门口的夏东
分园。如今不用再求别人找学
位，夏东村村民觉得腰杆硬了。
为支持夏东分园建设，夏东村收
回邻近一间月租金5000多元的商
铺，无偿供其使用。

夏东分园成为南海区“名园+
分园”学前教育改革的样板基地，
示范引领南海区其他幼儿园纷纷效
仿。该区狮山镇、西樵镇等也通过
中心园承办新园、托管薄弱园、举
办分园等措施，有效提升了普惠性
幼儿园的数量、质量。

南海区一手抓改革，一手强
师资。西樵镇师资培训中心开发

“菜单式”培养模式，针对该镇幼
儿教师素质参差不齐等特点，提
供个性化“培训菜单”，需要什么
就培训什么。

据张苑发介绍，南海区设立
31个区内师资培训基地，建立各
层级培训机制，涵盖新教师跟
岗、骨干教师培训、骨干园长培
训三个层次，实现了幼儿教师、
保健人员、财务人员等岗位的全
员培训。近年来，该区举办了40
余场各层级专题培训，3万多人次
教职工参加了各类培训。

读了 6 月 4 日刊发的《幼小“脱
接”是去“小学化”最大敌人》一文，颇
有感触。“小学化”最大的敌人现在已
然不是幼儿园，众多幼儿园顶着家长
的压力已经在努力，但小学低年龄阶
段的教育却没有很好地尊重儿童年龄
阶段特点，采用适宜的教育方法。

文中提到一年级“一上来就按照
小学的方式来教”，我想这句话有必要
再进一步明确一下，究竟什么样的教
学方法是“小学的方式”？是按高年级
的还是低年级的标准？很明显，小学
的教育方式并不应该只是一种，因为
儿童的年龄阶段特点不同，思维发展
水平不同，所以小学的教育方式应该
是依据儿童的身心发展而不断变化
的。所以，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小学，特
别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教育。一年级的

“过渡期”不应该是小学为幼儿特别设
置的，而更应该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
子理所应当接受的。

去“小学化”，推进小学教育特别是
低年级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如何使
小学低年级的教育情境化、游戏化、生
活化？这就需要了解儿童的特点，观察
儿童是起点。如果在幼小衔接中不仅
是幼儿园教师带孩子来小学参观，为入
小学做大量准备，小学低年级的教师也
能进入幼儿园去观察孩子，那么教师带
给儿童的课程一定不是死板的、超前
的，而是生动的、适宜的。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
院）

去“小学化”需

推进小学教育改革
范诚

回音壁 本报讯（记者 李见新）
近日，河南省鹤壁市出台《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
办法（试行）》。《办法》提出，
普惠性民办园实行动态管
理，对发生严重安全事故、体
罚或变相体罚幼儿、违规收
费、“小学化”倾向严重、社会
负面反映强烈的普惠性民办
园，将取消其资格。

按照规定，申报普惠性
民办园，须经教育行政部门
审核注册，取得办园许可证，
其他相关办园证照齐全；园

舍独立设置，周边无危险、无
污染、无安全隐患。取得办
园资格两年以上，园务管理
规范，大、中、小班设置齐
全，年检合格，无重大安全
责任事故。财务管理规范，
无乱收费现象；收费标准
在等级评定的基础上，结
合各县（区）实际，参照当
地公办园平均收费标准，按
照省示范园、市示范园、县
（区）示范园、达标园4个等
级分别上浮50%、40%、30%、
20%以内。

鹤壁市出台普惠性民办园管理办法

“小学化”倾向严重者将取消资格

今日关注

动态播报

本报讯（记者 纪秀君）
“没有哪一个领域，像学前教
育这样，理论存在如此多的谬
误和混乱。”6月10日，2017
全国学前教育学术论坛暨教
育研究方法与成果表达专题
研讨会在京举办，华南师范大
学教授杨宁在发言中呼吁，

“我们要努力提升学前教育研
究水平和表达能力，呼唤高水
平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应
用研究”。

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复印
报刊资料·幼儿教育导读》杂
志社承办，论坛依托人大复
印报刊资料学术顾问委员会
专家资源，旨在为高校学前
教育教师及相关专业青年学
者提供一个展示科研成果，
拓宽学术视野，交流学术经
验，结识学界同仁的专业平
台。在三天的会期内，与会
代表围绕着儿童教育基本理
论研究、学前教育课程与教
学等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

2017全国学前教育学术论坛举办

提升学前教育研究水平和表达能力

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新田分园大（1）班的幼儿在刺绣。 黎鉴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