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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8日，教育部在山
东省济南市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新闻发布会，对我国新时代的学前教
育改革和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和全面部
署。会上，贵州省作为地方代表之一
作了经验发言。2010年到 2018 年，
公 办 幼 儿 园 占 比 从 28.6% 增 加 到
54%，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55%
增加到87%；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到78.2%。可以说，无论是从公办幼
儿园在园幼儿的占比、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还是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
贵州的发展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特
别是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更是提前两年
完成国家《若干意见》2020年要求的
指标。

作为一个山区和经济发展比较落

后的省份，贵州的学前教育是怎么发
展好的？

坚定公益普惠方向
让山区孩子上好园

正大镇盘塘村山村幼儿园是铜仁
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的一所普通农村幼
儿园。从白城师范学院幼教专业毕业
回到老家工作的谭星老师，对山村幼
儿园的环境特别满意。她介绍说，幼
儿园以前是小学闲置校舍举办的，
2016年县里按照铜仁市委、市政府下
发的 《山村幼儿园提质升级办园标
准》，新建起了如今的幼儿园，幼儿园
不但拥有完善的设施设备，配备了睡
房、厕所以及美术区、音乐区、泥工
区、迷宫区和涂鸦区等功能区，孩子
们还能享受免费的营养餐。

5岁的田文杰在该园就读，“我们
感到家里的日子都过得轻松多了，忙
起农活来也放心多了！”村民田文杰的
爷爷说。在这所园所在的正大镇，2.4
万人口片区内有12所山村幼儿园、1
所公办幼儿园和3所民办幼儿园，全
镇所有的适龄儿童都实现就近入园。

松桃苗族自治县政府副县长张伶
俐说：“现在我们县，像盘塘村山村幼
儿园这样的幼儿园有324所，乡村学
前教育覆盖率达到100%！”张伶俐进
一步说：“与城市城镇家庭相比较，本
身经济就不很宽裕的农村家庭更需要
党和政府在发展学前教育上挑大头。
一句话，必须坚持坚定公益性为主。
否则，很多农村家庭的孩子就进不了
幼儿园！”

松桃苗族自治县是贵州近些年来
下大气力扩充、拓展学前教育公益普
惠资源的一个缩影。自2011年以来，
贵州省各级政府投入学前教育资金
100多亿元，遵循“农村以公办幼儿
园为主体，城市新增幼儿园以公办为
主”的原则，从2012年起共新建和改
扩建7000多所公办幼儿园，到2015
年实现每个乡（镇）都至少有1所公
办中心幼儿园，168个3万人以上的乡
（镇） 有了第二所幼儿园，69 个乡
（镇）有了第三所公办幼儿园，一半的
村有了村级公办幼儿园。

此外，2016年，贵州率先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
善计划，省市县各级财政投入资金近

10亿元，惠及87个县将近1万所学前
教育机构的86.16万名农村儿童，实
现了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营养改善计划
的全覆盖。

“贵州的学前教育能够这样快速发
展，一方面缘于我们对公益普惠的坚
持和追求，一方面也缘于学前教育儿
童营养改善计划的全面实施！”贵州省
教育厅厅长邹联克说。

指导管理齐发力
力保学前教育平稳上路

游戏时间，凯里市第四幼儿园的
孩子们有的专心致志搞木工设计和施
工，有的心无旁骛地搞蜡染刺绣，有
的卖力地打糍粑和制作姊妹饭，还有
的精心剪纸和搭积木。幼儿园副园长
梁艳说，幼儿教育就是为了促进每个
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为孩子一生奠
定坚实基础。

多年来，这所拥有60多年办园历
史的省级示范幼儿园，秉承依托民族
地区各种优秀民族民俗文化资源办幼
儿教育的理念办园，每个孩子都受到
了很好的教育，使幼儿园先后成为贵

州省实施 《幼儿教育指导纲要 （试
行）》试点园、贵州省适应性课程建
设项目实验园、黔东南州幼儿教师培
训基地和黔东南州民族传习基地等，
办学影响后来居上。

凯里市第八幼儿园，作为一所在
2014 年 9月才投入使用的年轻幼儿
园，通过开展“游戏改革”实践研究，使
年轻的幼儿园、年轻的老师们快速地成
长起来，从而走上内涵发展道路。“现
在，幼儿园已初步形成了一条主线（游
戏生活课程）、双翼（民族课程、阅读）的
园本课程框架，解决了附近适龄儿童入
园问题，使孩子们享受到了相对优质的
教育资源！”园长罗钊介绍。

凯里市教育和科技局局长邵良波
介绍，该市已建立了以优质幼儿园为
龙头的管理共同体，全市通过城区优
质园指导、带动乡（镇）中心幼儿园
和民办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
再指导带动农村幼儿园，实现共同发
展；通过抓教研指导责任区建设，开
展研训一体的市级教研、区域教研、
联片教研和园本教研活动等，很好地
贯彻落实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 （下转第二版）

9年间，公办幼儿园占比从28.6%增加到54%，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55%增加到87%

贵州学前教育逆袭之路
通讯员 景应忠 记者 朱梦聪

校园交警上岗了、快递员忙着送
货、淘沙工正在挖沙……记者来到湖
北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幼儿园，孩子们
认真地从事自己想做的职业忙得不亦
乐乎，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如何避
免幼儿园小学化？2018年以来，丹江
口市教育局在去幼儿园小学化方面着
力，要求每所幼儿园除正常活动课程
外，每天必须保障幼儿有两小时的户
外自主游戏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该市基于“去小
学化”的户外自主游戏模式探索改
革，既激发了幼儿园教师积极创新教
学策略，又充分发挥了幼儿园游戏的
自主性、娱乐性、教育性功能，让孩
子们在快乐中玩出了精彩。

体验式游戏还原生活色彩

“陈老师，请接收您的快递。”“谢
谢！今天老师收到了好多快递！”抵达
六里坪镇幼儿园时，正值幼儿园午休
后一小时户外自主游戏时间，记者在
采访大班男幼师陈虎时，一名自称

“小小快递员”的学生走来，从背包里

拿出一份快递交给陈虎。
胶塑操场上、沙池中充满欢声笑

语，130余名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
地开展着游戏。小班的孩子在爬行游
戏中进行体能训练，中班的孩子在玩红
蓝对抗游戏，大班的孩子在模拟社会生
活场景当交警、送快递、做体检……

提及六里坪镇幼儿园的诞生，丹
江口市教育局副局长刘文远告诉记
者，在2010年以前，丹江口市乡镇公
办幼儿园寥寥无几。2011年，湖北省
启动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丹江口市同步实施“学前教育发
展三年规划”，连续三年把“每年建设
5所镇幼儿园”纳入“市政府十件实
事”，逐步实现了每个乡镇至少有一所
中心幼儿园的目标。

“我们家是贫困户，孩子以前在私
立幼儿园上学，每学期要花2000多
元，实在吃力。现在在这里上学学费
750元，伙食每天也才10元，每学期
还有500元补助。”六里坪镇幼儿家长
陈华荣说，“每天隔着栅栏看孩子们边
玩边学，我由衷地感到放心。”

民间传统游戏玩出新花样

“哇！这儿有个美食街。”走进均

县镇中心幼儿园，该园游戏区设置的
这条街引起了众人关注。

“均县地处古均州旧址旁，弘扬传
统文化也是教育的责任，我们根据古
均州特色，设置了这个仿照真实生活
的游戏场景，每次开街时，孩子们在
这儿玩得开心、学得有文化。”该园园
长袁贤娥说。

在该园采访时，正值该园午饭后
半小时游戏时间。在操场上，一群孩
子正在合力用木板搭房子，两名孩子
用四块大木板搭了个三角形帐篷，钻
进帐篷里不愿出来了；小班的孩子围
成一个圈，在音乐的伴奏下和老师一
起玩“快乐传积木”；还有一组孩子在
跳皮筋，不同往常的是四名孩子把皮
筋拉成了四方形……推车、踩高跷、
甩飞碟、滚铁环等游戏，在老师们的
创新下都变了模样。半小时过去了，
随着一声哨令，孩子们立即各归各
班，在老师的带领下列队进入午休室。

“我们的自主游戏结合古均州民风
民俗，以民间游戏为主。比如说跳房
子、踩高跷、滚铁环等游戏，这些都是孩
子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曾经的童年回
忆，既有趣味性，又具备传承性。孩子
们在校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回到家

还能找长辈一起玩，亲子关系从中也能
够得以融洽。”该园幼师游芷君一边陪
着孩子们玩游戏，一边告诉记者。

陪同采访的丹江口市2018年十大
教学改革标兵、汉江集团幼儿园幼师王
晓凤也和孩子们玩了一会儿滚铁环、跳
皮筋，她说：“户外自主游戏作为一种非
正规性体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体育课、课后锻炼的不足，如果孩子们
每天都能玩玩盖房子、滚铁环等游戏，
在奔跑中出出汗、释放些情绪，对身心
健康大有益处。”

让教师学会游戏指导

“在医院游戏中，一些老师会告诉
幼儿，医院要分‘挂号部’‘门诊部’

‘注射室’‘手术室’等，看病时针应
该怎么打，盐水应该怎么挂……这样
真的能够让孩子们玩得好、玩得透
吗？”不久前，丹江口市近百名幼儿教
师汇聚六里坪镇，集中学习与探究

“如何玩”“为什么这样玩”游戏。
“教育局曾多次派专家深入我园指

导区域环境创设和区域游戏教学，使
我们的教师对为什么‘玩’游戏、怎
样‘玩’游戏、‘玩’出什么目标有了
更清晰的认识。”六里坪镇中心幼儿园

园长李亚辉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教
育局为避免幼儿园小学化，通过大力
推进游戏教学，加强区域环境创设，
投放各类玩教具，让孩子们在“玩”
中健康成长。

为了让教学更加规范，该园不仅
加强一日工作流程培训、一周工作计
划集体研讨、区角游戏教学探究，每
天还安排一名园领导和两名教师进课
堂，巡查教师工作是否尽责、游戏组
织是否合规、是否有小学化倾向。通
过不断探索，六里坪镇中心幼儿园的
游戏教学收到了良好效果，家长们的
传统教育观念得到更新，周边幼儿园
的教学活动也有了正确引导。

而均县镇中心幼儿园瞄准农村文
化资源，挖掘和整理当中对幼儿园教
育有价值的内容，将当地广为流传的
民间文学、音乐、游戏、故事、歌舞
等元素，融入户外自主游戏教学中，
让幼儿们的成长更接地气。

丹江口市教育局局长胡恩中告诉
记者：“老师在‘玩’中体悟到了教育
的真谛，自然会掌握寓教于乐的教学
方法。我们希望以后任何人询问哪所
幼儿园好，我们都可以回答他，您家
门口的那所就非常好！”

在游戏中解决“小学化”顽疾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张伟 毛军刚

一线行动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日
前，济南市槐荫区举行幼儿品格教
育启动大会暨儿童品格家长学校开
学典礼，积极探索幼儿品格教育与
家园共育的新思路、新方法，构建
新时代立德树人和家园共育的新模
式。

会上，槐荫区委书记国承彦等
为济南市首批13所“全国儿童品
格家园共育示范幼儿园”代表授
牌，现场全体幼儿园教师和家长代
表一起宣读了儿童品格家长学校

“品格培养，始于幼年；为人父母，身
先示范”的校训。家长代表和幼儿
园教师代表分别宣誓，表示将用实
际行动兑现承诺，坚守责任，用美
德引领幼儿健康成长。

槐荫区副区长陈锐表示，品格
养成教育是长期系统的教育过程，
需要幼儿园、家庭及教育行政部门
等密切配合，槐荫区将以此为契
机，以家长学校为载体，家园协
同，引导幼儿形成良好的品格，促
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济南市槐荫区

创办幼儿家长学校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本报讯（记者 张利军）记者

今日从河南省教育厅了解到，河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河南
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和无证幼儿
园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聚焦城镇
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移
交、办园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
以及无证幼儿园大量存在、安全隐
患较多等问题，分类开展专项治
理，计划到2020年年底前全面完
成整改任务，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
源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

在前期摸底排查的基础上，河
南将按照“一事一议”“一园一
案”的原则，对存在问题的城镇小
区配套幼儿园逐一整改。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治理重点解决规划不到
位、建设不到位、移交不到位、使
用不到位等四种问题。河南省政府
要求，要严格落实城镇小区配建幼
儿园规划要求，对有幼儿园完整配
建规划但未按要求开工建设或未列
为首期建设项目的，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要约谈开发建设单位，责成其
限期按标准完成配建。对已建成的
配套幼儿园，要按有关规定或合同
约定及时移交当地教育部门。已移
交当地教育部门的城镇小区配套幼
儿园，要由教育部门办成公办幼儿
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

同时，对无证幼儿园，河南将
按照“准入一批、整改一批、整合
一批、取缔一批”的要求进行妥善
清理整顿。一是准入一批符合基本
办园标准但相关证件不全的无证幼
儿园。二是整改一批基本符合办园
要求但仍存在一定问题的无证幼儿
园。三是整合一批达不到独立办园
条件但无安全隐患且确有存在必要
的无证幼儿园。四是取缔一批缺乏
基本办园条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的无证幼儿园。

河南省

专项治理城镇
“问题”幼儿园

近日，《西游记》里各路“神仙”和“妖怪”齐聚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幼儿
园。吹灭火焰山火苗（左图），众“神仙”齐力降妖（下图），心无杂念打坐
（右图）……唐僧师徒四人在西天取经的路上，练就众多“本领”。据了解，
这是该园大班幼儿精读两周《西游记》后，与教师一起创编并将熟悉的经
典故事展现给全园幼儿的活动。 李洋 唐彬 摄

花草园上演《西游记》

动态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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