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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纪秀君）“学前
教育教研科研应重视研究范式的转变
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应加强协同创新
机制的建立。”日前，第二届全国学
前教育科研工作论坛在湖南长沙举
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涛
在会上这样说道。

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
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完
善学前教育教研体系。健全各级学
前教育教研机构，充实教研队伍，
落实教研指导责任区制度，加强园
本教研、区域教研，及时解决幼儿
园教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困惑和
问题。

为总结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教研
科研工作的先进经验，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主办了此次论坛。来自全国
29个省份教科院所系统的160余名
学前教育研究人员共同围绕“完善学
前教研科研体系，推进普惠优质发
展”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

“学前教育教研科研应坚持人民
立场，聚焦中央关心、社会关注、人
民关切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
点、难点、热点问题。”马涛建议，
学前教育教研科研不仅应重视研究范
式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综合
运用跨学科研究、调查研究、实证
研究等方法开展及时、系统、科
学、高效的调研，切实提高研究成
果质量，还应加强协同创新机制的
建立，有效汇聚创新资源和要素，
打破不同单位之间的壁垒，充分释放

“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方面
的优势。

第二届全国学前教育科研工
作论坛探讨——

学前教研科研
体系如何完善

“这几天孩子讲话越来越清楚
了。”近日，家住厦门市翔安区的易女
士给记者讲述了孩子在厦门市心欣幼
儿园的变化。

心欣幼儿园是全国首所医疗康复
与教育结合的公办特殊幼儿园。它
是幼儿园，也是一所小医院，孤独
症、智障和脑瘫等特殊儿童在这里
既能上学，又能接受治疗。这个

“全国首所”幼儿园到底积累了哪些
经验？

医教结合，综合手段
让孩子正常上小学

“孩子做听力检测，不用去专业的
医院，在幼儿园就能完成。”易女士的
儿子是一名听障儿童，她说，幼儿园
有专业的医学院毕业的听力师，还有
各种检测和治疗设备。经过几年的学
习与康复，现在孩子不仅能听清楚

了，而且能进行简单的交流了。
在心欣幼儿园，像易女士的儿子

一样，所有的孩子既接受普通学前教
育，又接受专业的康复与治疗，且全
是免费的。

“严格来讲，我们幼儿园也是正式
的医疗机构。”心欣幼儿园园长陈军带
记者参观了他们的治疗室，这里有言
语评估仪、听力筛查等专业设备，让
人顿感像走进了医院。

医生双手扶住一个孩子，指导孩
子在梯背椅上反复练习，这是记者在
运动康复室看到的情景。“这可以帮助
孩子训练手部和腿部力量，目的是提
高孩子的运动能力。”康复医师陈梦思
介绍，这里给孩子训练的方法很多，
除了运动，还有言语、音乐和绘画治
疗等，提倡的是综合康复。

心欣幼儿园是在厦门市残联数十
年康复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有
孩子140多个。教育和医疗业务分别
由市教育局和市卫生局指导。在这里
工作，评职称既可以走医生系列，也
可以走教师系列。幼儿园有4名教师
毕业于医学院校，现在都取得了教师

资格证。
陈军介绍，幼儿园的培养目标，

就是让特殊儿童和普通孩子一起上小
学，能融入社会。

混类混龄，家长也要
“唱主角”

在心欣幼儿园,记者见到很多班级
都实行混类教学。有的班级里，同时
存在听障、智障、孤独症等多个类别
的儿童，而且也没有严格的“大中
小”班级之分，实行混龄教学。

传统的学前特殊教育，很习惯于
将有同一缺陷的孩子编在一个班，认
为这有利于统一施教。但是，陈军认
为，好的分层教学更有利于孩子发
展。只有合理充分地发挥每一类孩子
的优势，才能培养他们融入正常社会的
能力。

在实验（1）班，记者看到，听障、智
障、孤独症这三类孩子，开心地和老师
一起玩“钻山洞”游戏。在游戏过程中，
听障孩子、智障孩子在沟通上表现活
跃，课堂十分有趣。到了美术课上，孤独

症孩子静心而专注，动作精细，成为其
他孩子学习的榜样。

除了“朋辈教育”，幼儿园还注重家
庭康复。“家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我们
起的作用。”陈军说，孩子的康复与教
育，需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家长也
要“唱主角”。外聘专家开讲座时，来听
课的不仅有专业教师，还有孩子家长。

厦门湖里区的钟女士说，在确诊儿
子有孤独症时，内心曾经历过焦虑、愤
怒、烦躁，但在接受了积极心理学的培
训后，自己的心态慢慢好起来了。

“没你想象的那么痛苦。”采访中，
老师们都快乐开朗。他们说，看到听障
孩子能开口说话、能到普通学校上学，
脑瘫孩子能基本生活自理，那种开心，
不亚于孩子考上清华北大。

课程建设，每个孩子
一份课表

小翁2016年9月开始到心欣幼儿
园就读。当时，厦门市妇幼保健院诊
断他患有脑损伤综合征后遗症、听力
障碍、精神发育迟滞，还伴有刻板的

孤独症行为。小翁刚入园时与他人没
有目光对视，眼神飘忽。

教师和医生对小翁进行综合评估
后，提出的康复建议包括：佩戴助听
器、增强交流动机、提高认知能力、
手部动作训练等。幼儿园还请家长、
老师和医生一起讨论方案，从独立端
杯子喝水，到最后主动整理自己的物
品，一一制订康复和学习计划。

几年下来，小翁进步很大，各项
能力已经接近正常孩子。现在，幼儿
园和家长开始为他即将到来的小学生
活做准备。

心欣幼儿园对所有孩子都像对待
小翁一样，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课程，
一人一教案、一人一课表，因人施教，幼
儿园还以一日活动的形式来组织实施
课程。记者看到实验（1）班的“一日活动
安排表”里，有言语训练、听觉游戏或沟
通游戏，还有认知、语言、运动、艺术、小
组或个别训练等内容。这些活动与课
程，既与普通幼儿园有共同点，又专门
针对特殊孩子的需求。

这些年，心欣幼儿园与多所高校
合作建立实践和研究基地，不断提升
教育康复人员专业水平。大学教授来
开讲座，成了幼儿园的常态。幼儿园
每年还要组织两次学前融合教育师资
培训。

“国外研究已经证实，对特殊儿童
而言，幼儿时期的康复和治疗效果最
好，现在多付出一分，未来少付出十
分。”陈军认为，现在的付出是在为孩
子赢得未来。

为了特殊儿童赢得未来
——厦门市心欣幼儿园医教结合见成效

本报记者 熊杰

一线行动

结合今年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科学做好入学准备”，日前，江西省上高县
幼儿园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我能行”的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展示。此次活动检验和
展现了不同年龄段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增强了幼儿的独立性和自信心，为幼儿
顺利过渡到小学奠定了良好基础。 曹雪萍/文 朱韧秀/摄

叠被子 我能行

2019中国学前教育年会 出品：中国教育报
地点：杭州

重量级嘉宾 欢迎来约
年会主题：幼有所育 师有何为——关注幼师专业成长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报
承办单位：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

北京中教鸿兴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融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深圳市乐学乐园儿童性格养正研究中心
时 间：2019年7月16日—20日（7月16日全天报到）
地 点：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
会务费1200元/人，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缴费方式：
银行汇款
开户账号：0200025509200059185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学院路支行
开户名称：北京中教鸿兴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报名电话（咨询时间09：00-17：00）
韩老师 010-82296429 18519866308
梁老师 010-82296432 13466723609
朱老师（会务咨询） 13951579685
报名邮箱：rmjyj2017@163.com

连续五届，高朋满座，高手云集，参会同仁满载而归！年度学前教育骨干“大练兵”紧急约见！

缴润凯 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主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李敏谊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导
易凌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
章 丽 江苏省特级教师、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园长
兀 静 全国模范教师、西安交通大学幼儿园园长
李江美 浙江省特级教师、宁波闻裕顺幼儿园园长
朱继文 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丰台第一幼儿园园长
朱 瑶 浙江省特级教师、浙师大幼教集团第一幼儿园园长
朱素静 宋庆龄幼儿园园长

（排名不分先后，以实际到会为准）

温馨提示：更多学前教育“大人物”，今年
杭州讲述“传奇”！

年会亮点

著名学前专家“主题报告”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经验分享”
全国知名园长“传授团建”
特色幼儿园“现场观摩” 年会报名请扫二维码

新华社北京 6 月 1 日电 在“六
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习
近平5月31日给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
学校的小学生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
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
乐。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画的彩笔
画很好，说的话也很真诚，充分体现了
小朋友们的美好心灵。

习近平表示，我经常想起《七子之
歌》，歌中表达的游子对回到母亲怀抱的
渴望十分感人。回归祖国20年来，澳门
发展日新月异，澳门同胞工作生活越来
越好。祖国是澳门的坚强依靠，你们从
小就懂得这个道理，我十分欣慰。

习近平指出，你们是祖国的花朵，
是澳门的未来。希望同学们不辜负杜岚
老校长的期望，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传
统，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健康成长，
长大后为建设澳门、振兴中华多作贡献。

濠江中学创建于1932年，以爱国爱
澳、为社会培育人才为办学宗旨，是澳
门中小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该校素有
爱国主义传统，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
刚刚成立，时任校长杜岚就带领学校师
生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近日，濠江
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小学生给习主席写
信，讲述了他们对“祖国母亲”含义的
理解，表达了长大后把祖国和澳门建设
得更美好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澳门少年儿童

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小朋友们：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你们画的彩

笔画很好，说的话也很真诚，充分体现
了小朋友们的美好心灵。

我经常想起《七子之歌》，歌中表达
的游子对回到母亲怀抱的渴望十分感
人。回归祖国20年来，澳门发展日新月
异，澳门同胞工作生活越来越好。祖国
是澳门的坚强依靠，你们从小就懂得这
个道理，我十分欣慰。

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澳门的未
来。希望同学们不辜负杜岚老校长的期
望，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传统，珍惜时
光，刻苦学习，健康成长，长大后为建
设澳门、振兴中华多作贡献。

“六一”国际儿童节就要到了，我祝你
们节日快乐！祝全国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习近平
2019年5月31日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习近平给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小朋友们的回信

这是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小学生给习近平主席写的信。近日，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小学生给
国家主席习近平写信，讲述他们对“祖国母亲”含义的理解，表达长大后把祖国和澳门建设得更美好的决心。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日
前，新疆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制定出
台《支持民营企业吸引人才随迁子
女入园入学保障工作方案》，方案提
出，为民营企业吸引人才的随迁子
女提供入园入学保障，按照人才需
求和就近方便原则，由教育部门协
调落实，即来即办。

《方案》定义的民营企业吸引人
才指在企业服务满一年的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副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及以上人才。按照 《方
案》的要求，民营企业吸引人才随
迁子女入园经办方式为：人才在居
住地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提
出申请，表达子女拟入幼儿园需
求；相关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学
前科（教育科）负责对入园申请做
好办理入园、情况答复等具体事
项；拟入幼儿园可提供学位，人才
子女经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检查合格
后，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在7个工
作日内安排其入园。

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人才随迁子女入园入学需要
提供的申报材料包括：民营企业吸
引人才相关证明材料和子女的身份
证明及与人才的关系证明材料（本
市户口本、身份证或护照等）。此
外，中学阶段外省转入的，还需提
供转出学校开具的学生学籍信息
表。境外转入的，需提供境外学校
开具的成绩单，成绩单应有学校校
长签字或学校公章；成绩单为外文
的，应翻译为中文，并加盖翻译机
构的公章。

乌鲁木齐：

民营企业人才随迁
子女入园即来即办

动态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