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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区学前教育专职督学吴
冬 梅 曾 被 莱 恩 幼 儿 园 视 为 “ 爱 挑
刺儿”。莱恩幼儿园自认为难以达到
市一级幼儿园标准，不愿参评。而吴
冬梅“赶鸭子上架”，9 次到该园调
研指导。今年 1月，该园通过市一级
幼儿园评估，园长流下了感激的泪
水。

自 2013 年起，深圳把学前教育
挂牌督导当成教育督导工作的重中之
重，打出学前教育综合督导、专项督
导与经常性督导“组合拳”，形成了
对全市幼儿园全覆盖、全方位、全过
程的督导网络。挂牌督导为幼儿园点
亮了规范优质发展的“绿灯”，保驾
护航“幼有所育”。

让幼教督学想干、能
干、干好

2017 年底，罗湖区教育局召开
学前教育督导汇报会，该区学前教育
专职督学向局领导班子汇报学前教育

的亮点与不足。从今年春季起，该区
每月召开一次学前教育督导汇报会，
用好专职幼教督学的“千里眼”“顺
风耳”。

近 5 年来，深圳幼儿园数量和在
园幼儿年均增幅近 10%，目前全市
1700 多所幼儿园，办园质量参差不
齐。深圳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主
任、副市长高自民等市领导高度重视
幼儿园的规范优质发展。为破解原来
几个公务员管几百所幼儿园的管理难
题，有效解决幼儿园治理的“最后一公
里”问题，充分发挥责任督学的日常监
督和微观指导作用，2013 年，深圳率
先将挂牌督导延伸到学前教育。

2017年10月，罗湖区聘请了11
位学前教育专职督学。“责任督学副
业化，会导致责权不明、实效不强等
问题，难以应对园多面广的复杂情
况。”罗湖区教育局局长王水发认
为，该区从德才兼备的园长、业务骨
干中选聘专职督学，建立专职队伍
后，形成了“工作时间全天候、工作
作风全身心”的督导机制。

深圳各区还从名园长、高校教授
等专业人才中，选聘兼职、特约督
学。目前，深圳市设置145个幼教挂
牌督导责任区，配备了477名幼教责

任督学。
“我市通过创新制度设计，不但让

学前教育责任挂牌督学专职化，更让其
专业、专心，从而让他们想干、能干、
干好。”深圳市教育局局长张基宏将专
业建设作为幼教督学高效履职的“引
擎”。因此，深圳市首创幼教督学工作
室机制，建立“互联网+”责任督学管
理系统，坚持“科研、督导、培训”三
位一体工作机制。并且深入研究责任督
导的标准、工具、流程、手段等，建设
好专业督导、精准指导的“能力系统”。

为让督学从“要我干”转变为“我
要干”，国家督学、深圳市政府教育督
导室主任金依俚介绍说，该市着力构建

“动力系统”，制定了责任督学酬劳待遇
等机制，督学工作经费纳入教育经费年
度预算，对督学履职情况进行考核。更
重要的是，深圳用好“指挥棒”，充分
运用督导结果，把督导结果作为幼儿园
人事任免等重要依据。福田区、南山区
的幼教督学，分别有 10%、20%的园
长任命建议权。

“教育片警”拧紧幼儿园
“安全阀”

“孩子被老师批评后，自信心受打

击，多次与幼儿园交涉无果。”深圳坪
山区督学廖杏婷接到某幼儿园家长投诉
后，及时沟通“灭火”，还要求幼儿园
教师用春风化雨的方式教育孩子。

深圳每所幼儿园门口都有公示牌，
督学姓名、电话等一目了然，家长有问
题可联系督学，幼教督学架起了政府、
幼儿园、社会之间的“连心桥”。为变
事后督导为事前预防，督学还当好“啄
木鸟”角色，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南山区某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位于
楼下，高空抛物隐患大。该园督学蒋盈
盈发现问题后，下发整改通知书，该园
很快安装了防护网。

“幼教督学要追着问题走，围着难
点转。”高自民带头对幼儿园的安全问题
明察暗访。他要求，幼教督学通过常规、
突击性督导检查等方式，就园所安全保
卫和幼儿身心健康“诊”问题、“督”规范，
入园第一项工作就是督查安全，督促广
大幼儿园打造阳光安全校园。

罗湖区某幼儿园因举办者投入不
足，孩子们的玩具少。“大小班幼儿用
的是同一种玩具。”吴冬梅对此多次督
导，促使该园举办者买回了 6 车教玩
具。

深圳市政府教育督导室调研员王巍
介绍说，该市通过督导，引导举办者在

合理回报的基础上，加大投入提高办园
质量。责任督学通过监督民办园经费来
源、教职工工资的分配等，保障民办园
资金来源的合法性、持久性，防止乱收
费，防止保教人员工资水平过低。

对幼儿园师德师风等底线问题，高
自民更要求督学真督实查、敢于“亮
剑”。督学对幼儿园保教人员学历达标
率、持证率、师德师风等从严监督，倒
逼幼儿园严把保教人员入职关，强化保
教人员专业技能、职业道德培训和师德
师风教育。

“督学已成为帮幼儿园解决实际问
题的‘催化剂’、促进学前教育安全规
范发展的‘助推器’。”张基宏说，实施
挂牌督导以来，督学发现并助力解决了
上百个学前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挂牌督导不仅要“督”更
要“导”

深圳市龙华新区挂牌责任督学邓玉
金通过数次下园参与式督导，对梅花山
庄幼儿园创建市一级园进行指导。“实
际真管用”的指导让该园跑出“加速
度”，2017 年 1 月，该园升为市一级幼
儿园。

（下转第三版）

“啄木鸟”为幼儿园“排忧患”“好帮手”助幼儿园“上台阶”

深圳：挂牌督导点亮学前教育“绿灯”
本报记者 刘盾

学前
周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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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天 是 小 班 新 生 入 园 第 10
天，是个星期一。子浩被送进园
时，依然激烈地反抗着，高声哭喊
不停，拳打脚踢要挣脱我的怀抱。
他是入园分离焦虑最明显的一个孩
子。我哄了他好一阵儿，他才逐渐
安静下来。但他给我提了许多条
件：不许关活动室门，陪他坐在门
口⋯⋯我走动一步，他就紧跟一
步，纯粹一个“小尾巴”。

第 11 天 的 早 上 ， 子 浩 跟 我
“较量”一番后，又要求我陪他坐
到门口。于是，我陪他坐在门口接
待来园的其他孩子，我时不时地寻
找话题与他交流，他有一句没一句
地作答。这时，王老师、刘老师带
着其他孩子在玩区角游戏。我看着
身旁的子浩，一个念头闪现出来：
何不带他去参观同伴的游戏。

我们来到建构区，王老师正站
在一旁，她问子浩：“房子建得好
吗？”子浩怔怔地看了看，用手指

着一处大声说：“这边是这样的，
我在家也建了房子。”王老师又接
着问：“这边是怎样的？你去帮一
下他们，把房子建得更漂亮，好不
好？”这时，他愣了愣没作答，我
在后面推了推他：“去，你好棒
的！”他慢慢上前，动起手来⋯⋯
这是他第一次松开我的手，可爱的
小脸洋溢着自信。

第 12 天，子浩来园，他的分
离焦虑似乎少了些。和家长稍作交
流，我就接过了他。我顺势领着他
来到区角。考虑到他对建构的喜
爱，对亲人的想念，我灵机一动，
对孩子们说：“小朋友们搭建、拼
插的作品都很漂亮，我把它们拍下
来发到手机上开展览会，让爸爸妈
妈在家也能看到，好不好？”这一
提议得到了许多孩子的赞同。我来
到子浩身边说：“你也建一个给爸
爸妈妈看，好吗？”他爽快地答应
了。我陆续把孩子们搭建的情景和

作品拍下来，上传到家长微信群。
第 13 天，晨间接待，家长们

都谈论着与孩子共同欣赏作品的情
景。子浩妈妈高兴地对我说，孩子
看到自己建的房子，不停地叫爷爷
奶奶看。于是我趁机告诉子浩：

“老师以后还要给小朋友们开很多
展览会，想不想来幼儿园？”他欣

喜地答道：“想。”这时，我向他伸出
手，轻松地从他妈妈手中接过了他，
他张望着区角的方向，飞奔而去。

子浩在游戏中转移了注意力，排
除了不良情绪，融入到新环境中来。
我的“小尾巴”终于离开了我。

（作者单位：江西省靖安县幼儿
园）

“小尾巴”离开记
陈声琴

近日，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
区松石幼儿园出了两个让很多老师
羡慕的榜样，工作还不到两年的赵
慧被提升为园长助理，刘晓玲被提
升为后勤主任。这对老师们尤其是

“公派教师”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
用。这样的效果，也正是稀土高新
区教育局实施学前教育“民营公
助”政策的目标。

松石幼儿园，2006 年建园，
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在园幼儿从
最初的 30 多名逐渐增加到近 200
名。虽然幼儿园名气越来越大，但
园长李凤枝依然焦虑，招生数和教
师队伍不稳定是她最大的困扰。

而与此同时，稀土高新区教育
部门也在为一件事困扰：辖区内只
有一所公办园，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明显不足。

怎么办？合作！
2016 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和

教育局制定出台“民营公助”政策，
通过给予运营良好的民办园房屋补
贴、派驻教师、提供教师培训等政
策，降低民办园保教费，扩大普惠性
学前教育资源。

松石幼儿园是第一所“受助”
的，教育局为其提供房屋补贴，并派
驻10名教师，幼儿园保教费则从原
来的每月840元，降为每月605元。

“虽然降费一时影响了收入，
但教育是个长期工程，有了政府的
坚强后盾和大力支持，何愁我们的
长久运营？”李凤枝道出了当初与
教育局签下10年合作协议的初衷。

与李凤枝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稀
土之光幼儿园园长王洁玉，“我们
一直是租房办园，虽然收费高于公
办园，但运营压力依然较大。”王
洁玉说，合作后，政府每年给稀土
之光幼儿园房屋租赁补贴，同时派
驻 14 名教师。如今，该园的在园
幼儿总数达到了385名，比合作前
翻了一倍多。

“这种合作实现了三赢。”稀土
高新区教育局局长史俊卿说。

他解释，其一，在政府财力不足
无法新建公办园的情况下，这样的
合作扩大了普惠性幼儿园的受益范
围。其二，扶持了民办园健康持续
发展。据统计，合作办园后，受助民
办园教师专科以上比率由 40%提
升到了 90%，同时，派驻教师都有
在公立幼儿园学习、培训过一年的
经历，基础扎实、成长快，很快就成
了民办园的中坚力量。其三，为探
索多样化办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下一步推动民办园向普惠、内涵
发展提供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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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文婷

通讯员

李学工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记者近
日从浙江省宁波市教育局获悉，宁波
市日前出台学前教育发展第三轮行动
计 划 （2018—2020 年）。 到 2020
年，宁波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5%以上，逐步实现按规定班额招生
和就近入园，新建、改扩建普惠性幼
儿园120所以上，重点增加城镇学位
供给，应对城镇新一轮入园高峰。

第三轮行动计划综合考虑了全面
二孩政策、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户籍制
度改革等因素，将提高普惠性幼儿园
的比例，进一步优化学前教育发展结
构，建立以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为
主体、选择性民办园为补充的学前教
育发展格局。

宁波鼓励公办园覆盖率较低的区
县（市），在新建住宅小区配套举办公
办园。通过收费减免、基金奖励等优
惠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举
办普惠性民办园。对普惠性民办园，
给予同等级公办园同一标准的生均公
用经费补助。符合条件的普惠性民办
园，也可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

宁波建120所普惠园
应对入园高峰

动态播报

一线行动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
六幼儿园的孩子在家长的音乐伴
奏中演唱。当天，幼儿园举办

“放飞童梦，快乐共享”家园同
乐艺术节，邀请家长参与活动设
计和组织全过程，与孩子同台献
艺，表演了舞蹈、朗诵、心理剧
等节目，营造了家园共育的良好
氛围。

本报记者 余闯 摄

亲子同台
展才艺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这就是

幼师

入园焦虑是每个刚上幼儿园
的幼儿都会经历的体验，只是程
度不同而已。子浩从紧跟老师的

“小尾巴”转变为能够离开老师加
入到区角活动中去跟同伴一起
游戏，无疑是他在度过这段入园
焦虑期的一个进步。在园幼儿这

种进步的点点滴滴，汇成其生命
成长的绵绵细流，而在这背后，
给予他们力量的，是幼儿园教师
的陪伴、呵护与支持，是贴近并
走进幼儿心灵与情感世界的关
爱、耐心与细致。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点滴进步汇成生命细流
丁海东

【点评】

本报讯 （记者 赵彩侠） 日前，
乡村早期儿童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高
端论坛暨“新湖乡村幼儿园计划”启动
仪式在云南昆明举行。据悉，未来 3
年，新湖集团将投入7000万元用于云
南乡村幼儿园建设，其中，将在深度贫
困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新建幼
儿园 100 多所，实现乡村幼儿园全覆
盖，从而阻断深度贫困的代际传递。

由于自然条件艰苦、生产力低
下，怒江全州4个县 （市） 均为深度
贫困县，贫困发生率达到 41.6%。整
个怒江州，学前教育短板十分明显。
截至 2017 年，怒江全州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仅为 58.9%，远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本次“新湖乡村幼儿园计划”由
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云南省教育
厅、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香港新家
园协会联合举办，旨在通过近 3 年时
间，在怒江全州新建乡村幼儿园 100
多所。届时，怒江全州将实现新增幼
儿园学位 6300 多个，完成“一村一
园”建设，同时实现到 2020 年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的目标。

怒江州未来3年将实现
乡村幼儿园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