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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下午，位于四川省德阳市老
城区的东电外国语小学幼儿园内，就
成了快乐的“海洋”。不大的校园
里，各种游戏设施一应俱全，操场、
过道，甚至墙壁，都被开辟成户外活
动区域，投球、过平衡木、拼图、玩
沙盘⋯⋯孩子们在数十种丰富多彩的
活动中，培养了能力、收获了健康。

像东电外国语小学幼儿园一样设
施齐备、保教质量良好的幼儿园在德
阳并不少见。2017 年 3 月和 6 月，德
阳市教育局、德阳市人民政府教育督
导团先后部署安排了学前教育质量管
理督导评估工作，市、县、园三级有
计划、有组织、定期开展对全市学前
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督
导评估。两年以来，全市学前教育保
教质量普遍提升，城乡、公办和民办
园差距不断缩小。

“办好幼儿园，咱底气十足！”记者
近日在德阳走访期间，不少园长、教师
对学前教育质量管理督导评估方案十
分肯定。这样的“底气”从何而来？

以问题为导向，以教研
解难题

欧治平是德阳市教科所教研员，
也是课题“德阳市‘三级·常态’学
前教育质量监控体系”的牵头人。她
告诉记者，早在 2012 年，德阳市便
开始了幼儿园保教质量监控体系构建
研究，梳理出了学前教育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一是幼教监管机制不健全，督
导评估与专业要求脱节；二是课程设
置多、杂、乱；三是幼儿园质量标准
和监管缺失，缺乏专业引领；四是城
乡、公办和民办园之间办园水平差异
大。”欧治平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更深层次的原因也浮出水面：学
前教育缺乏全市统一的、为大家所认
可的质量标准，以区县为主体的学前
教育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存在“懒
政思维”。

研制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学前
教育区域质量标准，建立政府主导、
各有关部门协作的评估监管机制，成
为解题的关键。

2013 年，广汉市作为研究布点
县，开始探索保教质量评估细则的制
定。广汉市第一幼儿园是评估细则中

“幼儿健康领域”研究的布点园，把
全园场地分成十二块，每一块的功能

划分、器材配备各有不同，以培养幼
儿在体能、平衡等不同方面的能力。

“反复实践，收集问题，再反复
调整，使得区域的划分和使用更加科
学。”广汉一幼园长李有春说，如
今，这些试点的经验，都成为督导评
估方案中的实施细则和基本要求，为
全市幼儿园健康教育“兜住了底”。

经过在布点园的反复实践、研
讨、完善，广汉市的保教质量评估方
案不断充实、丰满。课题组又在“广
汉经验”的基础上扩展、补充和分
类，历经数年的试点、论证和调整，
德阳市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方案才得以
成形。

广汉市教育局副局长黄文健全程
参与了 《德阳市学前教育质量管理督
导评估方案》 的制定，“对于基层来
说，最困惑的就是‘标准’。德阳的
学前教育质量标准不是‘拍脑袋’想
出来的，来源于实践，操作性很强，
得到了基层的欢迎”。

“既督政，也督学”
翻开 《督导评估方案》，其 《评

估细则》 中包括“红线指标”“基础
指标”“效益指标”，与教育部 2017
年颁布实施的 《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
评估办法》 相比，德阳的 《督导评估
方案》 中突出了“规范、安全、师

德”的“红线指标”，以及考察幼儿
园质量发展的“效益指标”。

欧治平说，过去，政府对幼儿园
管理的机制体制存在问题，比如对保
教质量的督导评估，参照小学标准，

“教师有没有认真批改作业，都成了
考评指标”，《督导评估方案》 的出
台，“既督政，也督学”。

从 2017 年 开 始 ， 德 阳 市 依 据
《督导评估方案》，由市、县两级教育
督导和教育行政部门联合发文，教育
督导和教研业务部门组成督导评估队
伍，一改往日行政督导专业性不足的
问题。同时，还组织幼儿园自评，组
织政府部门、家长代表、社会公众进
行三方评估，使评估结果更加科学。
为了实现质量督导评估“常态化”，
除了定期评估，德阳市还健全了市、
县两级“幼儿园保教视导制度”，随
时进行质量抽查，让办园目标有问
题、只图牟利、工作不积极、持续投
入不足的幼儿园无处遁形。

“这样规模、专业、全覆盖的学前
教育质量管理督导评估，在德阳市学
前教育史上是没有的。”欧治平说，其
真正把行政监督与行业引领相结合，
实现了以督导促整改、促发展。

幼教发展进入“快车道”
绵竹市孝德幼儿园是一所农村幼

儿园，前些年，教幼儿读书认字是农
村园的普遍现象，该园也曾尝试改
革，但阻力很大，效果不明显。

对 该 园 园 长 罗 红 来 说 ，“ 小 学
化”是让她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在她
看来，如果周围的幼儿园都教算术、
认字，那么去“小学化”的幼儿园就
成了“异类”，家长首先就不能理
解，“为什么所有幼儿园都教，你们
不教？”

德阳市开展质量督导评估以来，
罗红大舒一口长气，干事又充满劲
头。督导评估工作对幼儿园课程设置
进行了严格规范，“所有幼儿园都不
违规操作、不恶性竞争，去‘小学
化’事半功倍”。

如今，在孝德幼儿园，教师把“对
标要求找问题，落实整改促成长”作为
教研课题的选题来源和研究方向，把
幼儿园保育、管理中的各种问题收集
起来，共研破解之道。幼儿园把这类
教研称为“微课题”，全园每年立项 20
多项，所有教师都参与其中。教研成
了幼儿园的常规工作，教师专业成长
飞快，保教质量也快速提高。

不仅是孝德幼儿园，在德阳，越来
越多的幼儿园在细化落实督导评估方
案的过程中，告别了“围着安全打转”
的工作状态，摸清了办园方向，找准了
改革的着力点。 （下转第二版）

德阳建立常态化学前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实现市、县、园三级联动评估监管——

办好幼儿园“咱有底气”
本报记者 鲁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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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

幼师

在湖湘大地，4年多来，从侗乡到
苗寨，从乡镇中心幼儿园到村办教学
点，有一支学前教育志愿者团队在行
走，他们带去了先进的教育理念，留
下了生动的教育实践。

周丛笑是团队的发起人和领头
人，也是湖南省教科院基教所学前教
育研究室主任。在组建团队之初，周
老师就明确提出“奉献、互助、成长”
的理念。为确保做到精准扶贫、专业
扶贫，她每年都要组织团队进行集中
内训，力求打造一支思想上优秀、专
业上精湛的志愿者队伍。

走近，更要走进
“要接纳园的不平衡，接纳人的

不完美。”“不仅走近，更要走进。”这
是周老师对每一个志愿者提出的要
求，也是她多年来扎根基层、服务基
层、引领基层的心得体会。

那 是 2015 年 5 月 ， 初 夏 的 桂
阳。这些主要由园长、副园长构成
的志愿者团队兵分四路，分别前往
桂阳 8 个县级、乡镇、厂矿幼儿园

进行全方位调研诊断。张静、杨燕
在调研敖泉中心校幼儿园后，组织
老师们进行了区域活动现场培训，
并不顾一天的劳累当晚写出该园的
诊断报告；肖瑛是个“孩子王”，她
带孩子们玩起了“谁是领头人”“种
豆子”“顶锅盖”等游戏，既点亮了
孩子幸福的童年，也点亮了老师的
心灯。段蓉、闵捷为了指导当地承担
示范活动的老师上好观摩展示课，连
续两个晚上磨课到深夜。

坚守，遇见美好
“今天，陈茂霖的妈妈在班里组

织了‘高铁知识知多少’的活动，孩子
们可感兴趣啦！”在溆浦县坪溪村教
学点蹲点一年的志愿者许江，兴奋地
向团队报喜。还记得 2017 年 12 月，
志愿者谭湘府在坪溪村教学点组织
了一次家长会，最后来参会的只有 8
位家长。看到这种情况，大家都略感
无奈，但周老师依然坚定而兴奋地对
大家说：“没关系！解决问题，小步递
进，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影响一个
是一个，影响两个是一双！志愿者行
动就是要坚持坚守。”

这一坚守就是3年！3年中，随着

一批批志愿者的到来，坪溪村教学点
的孩子们不仅有了床铺、被褥，可以睡
午觉了，而且教室里有了区角，还在操
场上玩起了自主游戏，爸爸妈妈们也
争着来当助教了。

志愿者们相信，坚守心中的一份
信念是一种美好！坚持做一件有意
义的事亦不失为平凡中的伟大！

传递，爱在延续
由一个人的发起，到一群人的

参与，志愿者团队的活动得到了广
泛关注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到志愿者行动中来，传递爱、延续
爱、播洒爱！

2016 年，志愿者湘潭市教研员
陈丹组建了湘潭市学前教育志愿者
团队⋯⋯2019 年，志愿者株洲市教
研员邓艳组建了株洲市学前教育志
愿者团队。每一年都有团队在诞生。

志愿者，如同一个个细胞在裂
变；志愿者，如同一面面鲜亮的旗帜，
聚集越来越多有共同理想信念的学
前教育人，走在扶贫送教的路上。

（作者单位：长沙市人民政府机
关第三幼儿园）

爱的细胞在裂变
刘厚琴

帮扶偏远农村，“走近”已经难
得，“走进”更加可贵。别具一格的
帮扶方式更是让人眼睛一亮：用诊
断找准关键问题，用带领老师一起
做的方式学习创设游戏区域；不仅示
范组织活动，而且还要指导教师自己
上；既有一天两天的短暂停留，也有长

达一年的静心守候⋯⋯精准帮扶需要
专业智慧，坚持与坚守需要教育情
怀。扶贫扶智，智、志双扶。而那
一个个裂变的爱的细胞，更是让人
感动的同时肃然起敬，召唤着更多
的人一起前行。

（作者系湖南大学幼儿园园长）

智的延伸，爱的传递
肖晓敏

【点评】

本 报 讯（记 者 刘 盾 通 讯
员 马蓉）近日，深圳市学前教育工
作推进会召开，明确了未来两年的
奋斗目标：到 2020 年，深圳幼儿园
总量预计达1967所，其中公办园约
984 所，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将达
50%，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将超过80%。

为解决学前教育发展存在的不
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日前，深圳市
政府办公厅、深圳市教育局分别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学
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的意见》《深圳
市学前教育发展行动计划（2019—
2020年）》，努力促进学前教育高质
量发展。

深圳坚持问题导向，要求各区
政府履行主体责任，挖掘各街道潜
力，围绕各社区布点，力争每个社区
有一至两所公办园。《意见》要求各
区将产权属于政府的新建幼儿园、
承办协议到期幼儿园，全部办成、转
为公办园。鼓励承办协议未到期的
提前转型，鼓励原村集体、国有企业
将利用自有资产举办的幼儿园转为
公办园，还鼓励大型企业、社会团
体、非营利组织等机构，利用自有资
产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园。

在多措并举增加普惠园数量的
同时，深圳注重提升幼儿园保教质
量。针对原来财政投入规模不大的
问题，将通过年度学前教育专项经
费 ，加 大 财 政 投 入 规 模 ，预 计 在
2019 年、2020 年分别投入超过 70
亿元、超过 100 亿元资金。深圳还
将创新管理体制，公办园日常运行
经费实行“以事定费”管理。

对于民办园，深圳将优化奖励
性补助政策。通过建立健全普惠性
民办园奖励性补助标准与办学品
质、教职工待遇水平和教师专业水
平的联动机制，根据上年度绩效考
评情况，实行奖励性补助梯级式浮
动。对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
非营利性民办园，可参照公办园相
关拨款标准，给予奖励性补助。

针对当前编制紧张等“痛点”，深
圳将创新公办园用人机制，实行教职
工全员岗位聘用管理，按需设岗，按
岗定薪，高起点配备教师队伍，使专
任教师100%持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预计今年投入超70亿元

深圳：组合拳助
幼教扩容提质

一线行动

小汽车花帽带有停车场标志，甜
甜圈花帽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霸王
龙花帽凶恶又有点调皮⋯⋯日前，上
海市长宁实验幼儿园举办花帽节，小
班幼儿提出花帽造型的愿望并动手制
作花帽，然后和家长、老师们戴上五
颜六色的花帽，在校园里游行玩乐。

园长郑慧敏介绍，幼儿园每年都
面向小班幼儿策划组织花帽节，依托
制作花帽与集体展演，带领幼儿感受
艺术表征，融入角色扮演。这不仅激
发了幼儿的大胆创想、个性表达、自
主探索和自信展演，也有利于增加他
们与同伴、老师、家长的互动交流。

本报记者 董少校/文 花海春/摄

花帽节欢乐多

本报讯（记者 尹晓军）记者从甘肃
省教育厅日前召开的相关会议上获悉，
近几年，该省将学前教育列入教育精准
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教育精准
扶贫国家级示范区建设中，又将学前教
育纳入其中，实施学前教育“幼有所育”
工程，帮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儿就近
接受学前教育，实现了“应需尽入”。

据介绍，近年来，甘肃持续投入学前
教育专项资金 25.39 亿元，在 58 个集中
连片贫困县、17 个插花型贫困县共新
建、改扩建4821所行政村幼儿园。全省
实现了乡镇中心幼儿园、58 个集中连片
贫困县 1500 人以上行政村，以及省定
23 个深度贫困县、17 个插花型贫困县、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有需求的行政村幼
儿园全覆盖，实现了幼儿园数、在园幼儿
数、教职工数、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优质
示范园数、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六个翻
番”，构建起了符合贫困地区实际的县、
乡、村三级学前教育体系，较好地解决了
贫困地区幼儿“无园可入”的难题。

同时，甘肃对全省公办园和普惠性
民办园中具有甘肃户籍的在园幼儿，按
每人每年 1000 元标准免除（补助）保教
费，对58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入园幼儿再增加 1000 元的补
助。据统计，2018 年，共为全省 178.56
万人次学前在园幼儿免除（补助）保教费
资金 9.39 亿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幼儿27.71万人次。

近年来，该省还通过特岗计划、公建
民营、政府购买服务等渠道，补充学前教
育师资 8291 人，通过三区支教、大学生
支教，补充学前教育师资 6335 人，并利
用各类培训项目培训幼儿园园长 1900
人次、教师2.2万人次。

此外，该省先后出台了《甘肃省农村
幼儿园基本办园标准》等一揽子文件，并
建立起学前教育宣传月、城乡幼儿园结
对帮扶、教研巡回指导等制度，进一步规
范幼儿园办园行为。幼儿园硬件条件的
改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增强，使得广
大幼儿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幼儿接受到
了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甘肃实施“幼有所育”工程

农村幼儿享有公平
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近日，山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山东省
教育厅印发了新修订的 《山东省中小学
幼儿园岗位设置结构比例指导标准》，
在中小学和幼儿园增设正高级专业技术
岗位，幼儿园与小学实行统一的结构比
例标准，并扩大和完善了中小学岗位设
置适用范围，进一步化解中小学和幼儿
园岗位管理方面的突出矛盾，提高人事
管理工作质量和效能。

山东在中小学和幼儿园增设了正高
级专业技术岗位。结合山东省实际，将
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的正高级专业
技术岗位设置比例分别确定为3%、2%、
1%、1%，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的高
级专业技术岗位（包括正高级和副高级）
分别达到了33%、22%、11%、11%，并要
求中小学、幼儿园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聘用后，须在一线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脱
离教学科研岗位的，不再聘用。

山东改变了原来幼儿园专业技术岗
位按照小学岗位结构比例下限设置的办
法，将幼儿园与小学实行统一的结构比
例标准，将极大缓解当前幼儿园教师岗
位评聘矛盾，拓展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发
展空间，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幼教。

山东在幼儿园
增设正高级岗位
与小学实行统一的结构比例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