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5 邮发代号1—10 微博：@中国教育报

ZHONGGUO JIAOYU BAO
2018年11月 日 星期日11
农历戊戌年十月初四 第10549号 今日四版

●主编：纪秀君 ●编辑：纪秀君 ●设计：丁京红 校对：张静 ●《学前周刊》热线：010-82296617 ●邮箱：jybxqzk@163.com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886 ●广告热线：010-82296420

学前
周 刊

第321期

2019
相约学前周刊

国庆放假前的最后一天，下午
4 点 20 分，目送最后一个孩子离
园后，江苏省高邮市临泽镇川青幼
儿园园长戴海兰回到办公室，处理
完手头的事情，开始了假日离园前
的最后一次环境检查。

幼儿园里此刻已安静下来，无
论是室外的生态种植区、运动区，还
是室内的游戏区、厨房、功能室⋯⋯
一切都井然有序。

这一幕幕熟悉的场景，曾经让
戴海兰热泪盈眶，即便到了今天，
依然使她激动不已：“多亏了政府
的好政策，没想到我们的幼儿园会
有今天！”

戴海兰的感慨，源于川青幼儿
园曲折的命运；而它的背后，是高邮
28所幼儿园苦尽甘来的故事⋯⋯

一所乡村园的起死回生

临泽镇位于高邮东北角，是最

偏远的乡镇之一。川青幼儿园建于
1983 年，2002 年因为改制成为一
所民办园。园里的 13 位教师均股
承办，有限的师资与财力，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这所园的发展。当时的
幼儿园使用的是原来的小学用房，
两栋砖瓦房破旧不堪，园里唯一的
一座大型玩具，就是院子里的老式
滑梯。

“13 位教师中只有两人有教师
资格证。生源不断流失，最难的时
候，全园只剩下几十个孩子。”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戴海兰直摇头。

2014 年底，川青幼儿园被政
府成功回购，这让已经在川青工作
了 30 余年的戴海兰看到了希望。
第二年，高邮市教育局和临泽镇政
府共同出资300万元，在原地新建
了幼儿园。

建成后的新园，室内空调、钢
琴、投影仪、消毒柜配备齐全，每
间活动室玩具充足，厨房间干净敞
亮，室外四季都有绿树红花，其建
筑面积、绿化面积都高于省优质园
标准。同时，幼儿园的师资队伍得
到显著增强，专职教师持证上岗率
100%，大专达标率 100%。2016
年 12 月，川青幼儿园以 34 个 A 的

好成绩成功创建成省优质园。
据戴海兰介绍，目前，在园教职

工共 19 人，近 100 个幼儿分为 4 个
班，每班两教一保。“因为办学条件
好了，家长外出打工，也愿意把孩子
留在家乡。有几个原本跟着家长在外
地上学的孩子，现在也回来了。”

从80%到14%的努力

在高邮，因为政府回购而重新焕
发生机的幼儿园，远不止川青一所。
2010 年时，高邮的民办园比例高达
80%。其中，部分民办园因为人力、
财力不足，办学条件停滞不前，制约
了学前教育的整体发展。

“十二五”期间，高邮开始了新
一轮的行政区划调整，借着这股“东
风”，市委、市政府把学前教育事业
发展纳入了“教育强镇”评估指标体
系，与乡镇新农村建设等项目一同部
署，协同推进，并先后出台了 《高邮
市关于加强幼儿园教育管理的意见》

《高邮市学前教育五年行动计划》，高
邮学前教育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春
天。

据高邮市教育局局长陆鹏海介
绍，一方面，他们积极鼓励和支持有
实力的民办园办学，在资格准入、政

策扶持、师资培养、质量保障等方
面，对公办园、民办园一视同仁；另
一方面，针对那些发展陷入困境、持
股人有意愿退出的幼儿园，他们建立
了县乡财政各 50%的分担机制，加
速回购。

陆鹏海向记者罗列了一组数据：
近 10 年来，高邮政府回购改制幼儿
园达 28 所，总投入 7000 多万元。如
今 ， 民 办 园 的 比 例 由 80% 下 降 到
14%。目前全市 50 所成型园中，仅
有民办园 7 所，其中 4 所为普惠园。

“我们力争，到2020年，95%的幼儿
可以在公办园就读。”

“内外兼修”赢得口碑

数字的背后，是一系列扎实有效
措施的推进。其中，既包括园舍的新
建、整修，各种教学设备的添置；更
有配套管理的完善、师资队伍的提
升、课程实施的引领等。

“回购的幼儿园，是我们重点扶
持的对象，我们会从政策、资金、
人员等方面给予充分的照顾，使这
些幼儿园‘内外兼修’，让老百姓放
心。”高邮市教育局小教科副科长陈
玉说。

界首镇幼儿园是第一批被回购的

幼儿园之一。园长时红霞坦言，除了
政府出资新建了两幢教学楼，为每位
教师配备了电脑外，她感触最深的，就
是园内教师精神状态的变化。特别是
2014 年江苏启动课程游戏化建设项
目后，作为首批试点幼儿园之一，时红
霞带着副园长蒋兆伢马不停蹄地奔波
于全省各地，学习、培训、参观⋯⋯
带回最新的理念，与园内其他教师分
享。

办学条件好了，待遇提升了，教
师的干劲十足：挖掘乡土资源、开发
园本教材、创设精品课程⋯⋯幼儿园
的口碑越来越好，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也越来越强。“目前，我园一共有 17
位专任教师，其中 9 位教师在编，蒋
兆伢还成了市教育局幼教兼职教研
员。”时红霞说。

卸甲镇伯勤幼儿园园长张克娟也
有着相同的感触。自 2014 年回购之
后，这所幼儿园有 3 位教师进编，张
克娟把它归结为教师素质提升的必然
结果。“得益于政府扶持力度的加
大，我们在教师培训这一块儿也敢花
钱了。”张克娟说，“现在，我们教师
每年人均培训费超过了500元，虽然
不算多，但与过去比有了很大增长，
我们很满足。”

高邮：28所幼儿园“重生记”
本报记者 潘玉娇 通讯员 秦金星 肖玲

幼小衔接不只需要“儿童”为小学生活
做好准备，而且需要“学校”为儿童的入学
做好充分准备。如今，幼小衔接之所以会让
家长头痛、孩子叫苦不迭，究其原因，根本
在于学校没有担负起幼小衔接的重任。笔者
认为，明确幼儿园与小学双方在幼小衔接过
程中的责任主体地位，是做好幼小衔接工作
的首要步骤。

学校想做好幼小衔接为何这么难？学校
无法做好幼小衔接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幼
小衔接的责任归属权不清。在现实中，幼小
衔接常常被看作是幼儿园的单方面责任，即
使小学能够配合幼儿园开展幼小衔接相关工
作，也大多敷衍了事，并没有真正将幼小衔
接问题看作本职工作。因此，要想真正解决
衔接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幼儿园和小学在幼
小衔接中的责任与义务，尤其是小学的责任
与义务，只有二者齐心协力，才能真正为儿
童的成长与发展服务。

无法做好幼小衔接的另一原因在于幼儿
园与小学之间的断层问题。如今，幼儿园与
小学仍处于一种相互割裂和不信任的状态。
一方面，幼儿园对小学的教学方式、教育理
念、课程设置等不甚了解，去小学化使幼儿
园更加专注于儿童发展的细耕慢调，在大班
时期才急匆匆地“告知”儿童上小学是怎么
一回事；另一方面，小学将幼儿园看作是为
自己服务的对象，对幼儿园的教学与课程也
是不管不问，一年级小学生的“自由散漫”
状态常被归咎为幼儿园的教育问题。种种原
因都造成幼儿园与小学的巨大差异，儿童的
幼小衔接过程因此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幼儿园和小学应合力为幼小衔接修筑一
条“缓坡道”。早在半个世纪前，著名教育
家陈鹤琴先生便谈到了“幼稚园与小学一年
级之联络”问题，建议“小学一年级与幼稚
园联络起来，成为一个系统”。在今天，《幼
儿园工作规程》《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等文件，也明确指出幼儿园应该与小学
密切联系、相互配合。因此，两个学段的通
力合作是解决幼小衔接难题的前提。

在合作过程中，明确幼儿园与小学在衔
接中的责任是关键。对幼儿园来说，应该制
定幼小衔接的长期规划和活动方案，如通过
参观小学、开展座谈等活动让儿童做好心理
准备，通过体育锻炼、疾病预防等活动让儿
童做好身体方面的准备，通过适当延长学习
时间、制定新常规等方式让儿童做好作息时
间上的准备，通过开展安全教育活动等方式
让儿童做好安全防范的准备，等等。

对小学来说，应该重视幼小衔接工作，
并将其明确纳入春末夏初的工作计划当中。
小学低年级教师应该学习了解儿童心理学等
知识，深入理解该年龄段儿童的主要特征，
并适度增加教学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和趣味
性。

此外，幼儿园与小学低年级应通过多方
面的合作，缩小二者在教育内容和活动上的
差异。比如可以开展共同的教师培训、建立
合作性的专业发展团队、定期交流经验等。
幼儿园与小学低年级还可以制定整体性的计
划和目标，增强教育的连续性，降低儿童在
幼小衔接时的适应难度。如美国近年提出的

“PK-3”（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 和“0-
8”（从 0 岁到 8 岁） 的教育，其目的便在于
加强幼儿园与小学之间的教育连贯性，促进
儿童的持续发展。

幼小衔接是否顺利将影响儿童一生的发
展，幼小衔接的任务不应由儿童来承担，学
校应为幼小衔接负起责任。如果幼儿园与小
学能够破除障碍、通力合作，相信幼小衔接
将不再是难题。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幼小衔接的责任
在学校而非儿童

李宏堡

聚焦“幼小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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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舞蹈技能是幼儿园教师职业能力之一。目前，高校学
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基本来自普通文理考生，98%以上处于音乐舞
蹈技能零基础状态。多年来，江苏徐州幼儿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以培养强技能、厚基础、高水平应用人才为目标，十分注重艺
术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并建构了课程、教学、实践
于一体的素质教育体系。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如何让零基础的学生在短短3
年时间，达到音乐舞蹈技能的预设目标，学校创新提出了“创
作引领能力培养”的理念，并探索建构了“表演—教学—创
作”一体化培养模式，解决了音乐舞蹈课程缺乏整合、教学相
互割裂的问题，以及考核评价机制单一的问题，让零基础学生
音乐舞蹈技能“入门快、学得牢、用得活”。

近年来，学校先后承办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全国中师舞
蹈教师培训班、江苏省首届中师舞蹈大赛，并在江苏省高校素
质教育展演比赛中屡获佳绩。2016 至 2018 年，该校大学生艺术
团连续3年荣登国家大剧院舞台，进行“暑期艺术之旅”演出。

本报记者 张学军/摄 李大林/文

幼师学“艺”

图片窗

▶西藏班
学前教育专业
师范生在排练
藏 族 特 色 舞
蹈。

▲学前教
育专业师范生
在老师指导下
练习扇舞基本
功。

▶学前教
育专业师范生
在进行民乐合
奏练习。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日前
出台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紧扣
新疆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的主
要矛盾，创新幼儿园教师培养模
式，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队伍质量。

据悉，新疆将加大学前教师培
养力度，支持师范院校设立学前教
育专业，扩大本科、专科层次学前
教师培养规模，大力培养热爱学前
教育事业，政治合格、幼儿为本、
才艺兼备、擅长保教的高水平幼儿
园教师。创新幼儿园教师培养模
式，前移培养起点，大力培养初中
毕业起点的五年制专科层次幼儿园
教师。优化幼儿园教师培养课程体
系，突出保教融合，科学开设儿童发
展、保育活动、教育活动类课程，强
化实践性课程，培养学前教育专业
师范生综合能力。

与此同时，新疆将完善幼儿园
教师培训制度，每五年实现幼儿园
教师全员轮训。

新疆

创新幼师培养模式

新华社电 （记者 杨稳玺） 宁
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近日印发 《宁
夏回族自治区推进幼儿园创新素养
教育指导意见》，要求教师转变角
色，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鼓励幼儿奇思异想，记录幼儿的创
新行为，不随意打扰或打断幼儿游
戏活动。

《意见》 提出，幼儿园园长应
推进有助于创新素养教育的幼儿园
管理制度，弹性安排活动时间，营
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并挖掘教
师长处，鼓励教师从擅长的领域入
手，大胆尝试，为教师的教学创新
提供条件，鼓励教师从激励保护幼
儿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兴趣爱好出发
开展游戏活动。

《意见》 要求，在自主游戏
中，鼓励幼儿自主创造和决定游戏
主题，自己设计游戏过程，自己选
择游戏道具、材料和游戏伙伴，自
己安排游戏方式，决定游戏进程。
幼儿园应丰富游戏材料，充分利用
生活和自然材料，鼓励教师自制教
育性、科学性、趣味性、创新性、
简易性、安全性强的游戏材料。

宁夏

保护幼儿好奇心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