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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冬时节，古城韵味的河北省正
定县县城已是天寒地冻，而坐落在恒
山西路的正定县第二幼儿园里却是暖
意融融、满眼生机：干净整洁的操
场、设计精美的滑梯、随风舞动的手
工灯笼和追逐嬉闹的孩子们⋯⋯

难以想象的是，2017年6月，这里还
是正定县交通局办公的地方。而9月，由
这所办公大楼改造成的二幼就开园了。

是什么让正定县下定决心将政府
机关腾出来的办公场所改建成幼儿
园？又是什么方法让正定县在短时间
内完成了园所改造、人员配备、内涵
建设的全方位提升呢？

腾出的办公楼让教育局先选

正定县原有公办幼儿园92所，占

全县幼儿园总数的 42%，“但是县城
只有一所公办园，学位紧张，老百姓
想进公办园的愿望很强烈。”正定县
副县长王涛告诉记者。

学位紧张、古城地少，考验着正
定县教育行政部门。但巧合的是，为
了保护古城、加快新区建设，2017年
5 月，正定县委县政府做出了将部分
机关事业单位外迁至正定新区新办公
大楼的决定。

6 月，14 个单位外迁，9 个办公
场所腾了出来。这 9 个办公场所给
谁？怎么用？

“因为正定旅游业兴盛，所以有
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县里把这些大院改
造成快捷酒店。”王涛介绍说，“还有
很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也‘瞄上’
了这些楼，当时交通局的一个下属单
位，一直在租房，知道交通局外迁
后，都张罗着来看场地、考虑怎么改
造。”

面对这种抉择的难题，正定县委
书记张业代表县委县政府做出了“腾
空的机关大楼优先考虑教育”的决

定，放弃了能够收取转让费用和增加
税收的酒店项目。

这个决定，让一直苦于解决学前
教育学位紧张难题的正定县教育局局
长赵军山很高兴。他在很短的时间
内，就实地考察了腾出来的 9 个办公
场所，挑出了其中 3 个有独立院子并
符合办学条件的场所。交通局和粮食
局办公场所优先被改造成县第二、第
三幼儿园，县教育局的办公场所给了
旁边紧邻的办学场地紧张的正定解放
街小学。当时正定县交通局局长说：

“也就是办教育，这大楼干别的还真
舍不得给。”

“新改造两个园能增加 600 多个
学位，一下子解了燃眉之急。”赵军
山告诉记者。

三个月交出两所公办园

为了尽快缓解入园难问题，正定
县委县政府决定，新建园要在 9 月完
成工程并开学。从 6 月开始搬迁到 9
月开学，留给正定县委县政府的只有
3个月时间。

如何破解时间短、工期紧、要求高
的矛盾？这考验着正定县教育人的智
慧。

“充分谋划、提前介入、交叉进
行。”赵军山一语道破“天机”。工程
开始，正定县就利用其作为全国中小
城市改革试点县的政策优势，打破常
规，采用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取代招投
标等方法，用最短的时间确定了建筑
公司，大大缩短了改造工期。改造过
程中还注重因地制宜、减少工程量：
以前交通局的花坛规划成了幼儿园的
劳动实践园，一楼车库改成了多功能
室，车棚变成了幼儿园的操场⋯⋯

用赵军山的话说，那段日子真的
是“没有白天黑夜地干”，所有人都
在加班加点，教育局负责建设的几个
同志轮着班在施工现场，保证全过程
都有人监督。县里也在一些具体问题
上给幼儿园改造开了绿灯，“一切都
给教育让路”。

“时间虽短，但我们也照顾到了
细节。”赵军山说，为了保护孩子，
幼儿园在改造过程中将走廊和楼梯都

安了防滑垫，暖气片也都换成了没有
尖角的。为保证孩子健康，改造过程
中选用的材料全是最优质的。改造完
成后，又通了很长时间的风，并经过
检测都合格后才开的学。“仅第二幼
儿园的改造我们就投了近 200 万元，
完全是按最高标准配置的。”赵军山
说。

一个园的师资分散到三个园

幼儿园建好了，师资从哪来？完
全新聘教师没经验显然也不行。县教
育局“瞅准”了正定县城区唯一的一
所公办园——县幼儿园的优秀师资
了，决定将县幼儿园业务骨干分到两
个新建园，带动它们发展。

县幼儿园副园长王建霞、主任崔
景分别担任新改造的第二、第三幼儿
园园长，另一名副园长被提拔为县幼
儿园园长。王建霞和崔景，又分别带
走了 4 名教师，有教务、后勤等部门的
主任、一线骨干老师。就这样，一个园
的师资“魔术”般地变成了三个园的。

（下转第二版）

河北省正定县着力破解学前教育学位紧张难题

腾出的办公楼优先改建幼儿园
本报记者 禹跃昆 周洪松 特约通讯员 贾荣耀 陆红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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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浓浓年味，了解新
年习俗，日前，浙江省慈溪
坎墩实验幼儿园又迎来了一
年 一 度 的 “ 年 味 长 街 游
戏”。当日，慈溪迎来风雪
天气，“年味长街游戏”被
搬进室内，变成了“年货大
街”。孩子们在“大街”上
舞狮子、剪窗花、送“福”
字、打如意糕、卖自己种的
蔬菜⋯⋯游戏中，孩子们自
主应聘岗位，自由结伴采购

“年货”。图为孩子们在购买
慈溪传统糕点“如意糕”。

徐新芳/文 樊颖杰/摄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为帮助
新疆农村幼儿园解决教学资源不足
难题，上海市向对口支援的新疆莎车
县、巴楚县、叶城县以及泽普县农村
幼儿园送去教学资源，赢得了当地幼
儿园的称赞。记者日前了解到，
2018年上海市将向新疆更多的农村
幼儿园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扩大优
质教学资源受益面和覆盖面。

“上海教育援疆赠送的教学资
源对我们帮助很大。”新疆喀什地区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王曙蕾表
示，“由于我们幼儿园教师中有 2/3
是非学前专业教师，一些教师专业
能力不足，上海捐赠的这些优质教
学资源，丰富了教师们的教学手段，
提升了他们的专业能力和水平。”

“边疆地区农村幼儿园非学前
专业教师的专业能力不足问题，一
直是我们在教育援疆过程中关注的
焦点。”上海市教育援疆专家于小央
表示，“这几年，我们组织专门力量，
深度调研了对口支援的新疆喀什地
区四个县的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状
况。我们发现，非学前专业教师特
别渴望获得更多的优质教学资源。
为此，我们利用上海市学前教育教
学资源优势，组织上海和新疆当地
专家，针对实际，为这些幼儿教师研
发和提供了优质丰富的教学资源。”

据了解，上海市提供的优质教
学资源，补齐了新疆农村非学前专
业教师专业能力不足的“短板”。少
数民族教师祖拜代·艾尼的普通话
发音不太标准，这是她在教学中的
一个“短板”。她告诉记者，“有了上
海市捐赠的教学资源，只要打开
DVD 和电视，孩子们就可以跟读，
学到标准的普通话发音，我自己也
跟着学习，不断提高普通话水平。”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上海市教
育援疆捐赠的教学资源已覆盖了新
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
区、克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
等。其中，阿克苏市已为全市 704
个班级的 2.4 万名幼儿和幼儿教师
配备了上海市提供的教学资源，赢
得了农村幼儿教师们的一致称赞。

“2018 年，上海市教育对口支
援的喀什地区四个县的幼儿园将实
现优质教学资源全覆盖。同时，阿
克苏、克州等地幼儿园也将享受到
上海提供的更多的教学资源，覆盖
幼儿和幼儿教师将超过 20 万人。”
于小央开心地说，“届时，新疆更多
的农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水
平将得到极大提升，边疆农村幼儿
也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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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大街”
开张啦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宋波龙）近日，国内首个学前教育博物馆
暨虚拟仿真综合实验室在山东英才学院
建成并投入使用。

山东英才学院学前教育博物馆兼
具虚拟仿真综合实验室功能，集展示学
前教育发展轨迹、部分藏品和开展虚拟
仿真实验于一体。博物馆共分为三个
篇章，第一篇章是发展的史诗，采用虚
拟翻书、视频点播等技术，以详尽的历
史 资 料 回 溯 中 外 学 前 教 育 的 发 展 历
程。第二篇章是演进的乐章，利用幻影
成像、体感厉动、全息影像等先进的虚
拟仿真技术，通过园所变迁、课程模式
等主题内容，展现学前教育波澜壮阔、
跌宕起伏的演进历程。第三篇章是畅
想的画卷，采用图文展板、显示屏、签字
拍照触摸屏等方式展望未来学前教育
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和教育环境。

国内首个学前教育
博物馆建成运行

本报讯（记者 赖斯捷）日前，湖南
省民办教育协会召开五届二次理事会。
根据会议出台的《湖南省民办幼儿园星
级评定标准实施细则》，湖南省将在
2018 年开始试点评定“星级”民办幼儿
园。办园满三年后可获得申请资格，办
园条件、办园行为、办园质量是主要评星
指标。星级评定分三、四、五 3 个星级。
星级越高，优质等级越高。

星级一经评定，有效期为三年，期满
后将重新评定。三年有效期内，如办园
行为、办园质量出现重大问题，发生重大
安全事故，所属星级将被立即取消。对
于已“挂牌”的星级幼儿园，也将接受日
常监督和抽查。

湖南试评
“五星级”民办园

前不久，江苏省句容市下蜀镇中
心幼儿园的两个班级举行了一次集体
露营活动。活动前一天，孩子们就忙
开了，纷纷在纸上画出需要携带的东
西，并着手准备。为了解决大家的午
饭问题，老师们别出心裁地邀请了另
一个班级的孩子们做了可口的点心。
天为幕，地为席，加上可爱的小羊、
小兔和大白鹅，让参与其中的近 60
个孩子乐翻了天。

快乐的露营活动是下蜀镇中心
幼儿园开展课程游戏化建设后的一
个常规项目，也是句容市乡村幼儿
园 推 进 课 程 游 戏 化 建 设 的 一 个 缩
影。自该市 2014 年下半年启动课程
游戏化建设，并确立“守望生命家
园，润泽梦想花开”的建设理念以

来，这里的乡村幼儿园充分挖掘当
地资源，创造生活化的游戏课程，
取得了显著成果。

创新体制机制，提供政策保障

何真格是句容市茅山风景区中心
幼儿园中 （1） 班的孩子。每天早上
进班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自
己的兴趣决定一天的活动内容，同时
将附有自己小照片的卡片插入相应的
卡槽中。何真格的教室分为若干个区
域：阅读区里有可爱的小沙发和茶
几；益智区里的各色装置帮助孩子们
开启科学的大门；角色区里的小床、
布娃娃等摆设，让孩子们可以尽情地
玩“过家家”⋯⋯在这里，何真格将
和小伙伴们开心地待上一整天。

这样精致的园舍环境，在句容市
的乡村幼儿园里已经是“标配”。与
之相应的，还有各式各样别具特色的
活动室，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做点

心、织布、木艺、绣花以及制作手工
艺品。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还是精心
设计的户外活动场所，这里既有教职
工们用心栽培的花果树木，用心饲养
的小羊、小兔，也有专门建造的小山
坡、沙池、大型玩具组合等。“去年
9月，我们的新园正式落成，占地25
亩，市政府为此投入了 2000 余万
元。”茅山风景区中心幼儿园园长喻
莲说，“如此好的环境，我们过去想
都不敢想，家长们来看了，觉得特别
惊喜。”

家长们的惊喜，得益于句容市
对学前教育的大力投入，更得益于
该市为课程游戏化推进所提供的强
有力的政策保障。2014 年 8 月，句
容市将教育系统所有幼儿园从中心
小学剥离，明确其独立法人地位，
从而给予幼儿园充分行使自主管理
权的机会。市教育局与财政局联合
下发了 《关于推进幼儿园课程游戏
化建设的实施办法》，建立 3 年 600

万的课程游戏化项目财政奖补专项
经费，对创建通过的课程游戏化项
目，幼儿园按考核绩效给予 15 万—
25 万元的奖补金。

“我们的硬件设施未必是最好
的，但是就句容市的经济发展情况来
看，政府能投入如此多的资金并不容
易。”句容市教育局局长高宏斌说，

“特别是为课程游戏化实施设立专项
奖补经费，这在全省并不多见。”

利用乡土资源，创设游戏环境

在课程游戏化推进的过程中，句
容市境内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全市特
别是乡村幼儿园生态化草根式游戏课
程注入了源头活水。2015 年，句容
市初步建立了“一园一品”的课程游
戏化建设审议机制，将园舍环境与课
程理念进一步融合，为全市课程游戏
化建设水平的提升夯实了基础。

（下转第二版）

游戏照亮乡村儿童心灵世界
——江苏省句容市乡村幼儿园推进课程游戏化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潘玉娇 特约通讯员 唐守伦 王建明

本报讯（记者 苏婷）日前，由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中国儿童中心、南
京秀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

“幼儿幼师关爱专项基金”宣布成立。
该基金推出了“好园丁”公益项目，
将通过五项工作造福儿童和广大幼儿
教师：组建导师团开设培训课程，提
升幼儿教师软实力；建立“好园丁园
所联盟”，帮助优质园牵手薄弱园；开
展“好园丁”巡讲活动，加大榜样示
范效应；组织微电影拍摄，传播儿童
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及儿童保护知识；
落实园丁资助计划，为生活工作遇到
困难的幼儿教师送去关爱。

中国儿基会成立
幼儿幼师关爱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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