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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握笔姿势处于发展变化阶
段，有效的外部支持有助于促进握
笔姿势的发展，不可刻意纠正和盲
目求成，而要遵循适时适度的原则
进行培养。

首先，握笔姿势在生理上受制
于小肌肉和精细动作的发展，只有
幼儿的生理发育成熟，才有可能形
成正确的执笔方式。5 岁左右是幼
儿开始握笔的最佳时期。如果过早
让幼儿握笔写字，其小肌肉群尚未
发育完全，幼儿很容易采用近距离
握笔和不正确的手指配合方式，来
确保执笔的稳定性，这种不正确的
习惯，一旦养成将很难纠正。简单
粗暴的教训和呆板枯燥的说理，都
可能导致幼儿对书写产生排斥感。

其次，可以根据幼儿握笔方式的
年龄发展趋势，提供相应的书写工
具。对年龄小的幼儿应提供短、粗、容
易控制的工具，如蜡笔、油画棒等；逐
渐地，可以提供像记号笔这类较粗的
工具；随着幼儿手部肌肉的发育、对书
写兴趣的增加和握笔姿势的发展，逐
步提供铅笔等较为成熟的书写工具。

再其次，多种锻炼小肌肉发展
的方式都可以对正确的握笔姿势产
生积极影响，比如，在为幼儿提供
书写材料之前及练习书写的过程
中，可提供绘画、剪纸、搭积木、
折纸、串珠等活动材料和使用机
会，为正确握笔打好基础。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
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管理专委会主任）

幼儿握笔姿势需要纠正吗
柳倩

紫南幼儿园是一所村办园，由广东省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集体投资2000
多万元改扩建后，从此进入发展快车道。
这两年，该园一年迈上一个台阶，扩建后
仅一年就升为区一级幼儿园，第二年获评
市一级幼儿园，现在正着力向省一级幼儿
园冲刺。

近年来，佛山不断强化政府主导、政
策引导和工作督导，制定确保学前教育公
益普惠优质发展的“行军图”，坚持扩资
源、强师资、促规范、提质量并重，打响
普惠园建设“攻坚战”。如今，普惠园占比
达 76%，比试点前 2015 年增长 8.7 个百分
点，越来越多的适龄幼儿在家门口就能上
普惠园。

压实任务、考核奖补，开展扩学
位“军备竞赛”

为满足广大市民对优质学前教育学位
的迫切需求，佛山顺德区大良街道投入
4000多万元，按省一级幼儿园标准建设文
安幼儿园。2017 年 9 月，该园正式启用，
可提供705个优质学位。

近年来，佛山主动担当政府发展学前
教育的主体责任，多部门合力打掉幼儿园
建设的“拦路虎”，扩学位、调结构、优布
局三管齐下，努力啃下入园难、入园贵的

“硬骨头”。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把学前教育发

展放在心上、扛在肩上，他们靠前指挥、
排兵布阵。”佛山市教育局局长商学兵举例
说，近三年，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亲自
组织召开多场学前教育发展座谈会，多次
专题听取发展情况报告，厘清责任，压实
任务，为学前教育扩容提质把脉开方。

为破解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佛山出台相关文件，在规划、用
地、资金、建设等方面建章立制，为学前
教育优先发展保驾护航。

虽然各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但佛山努
力做好统筹工作，一盘棋地推进学前教育
均衡发展。2018 年到 2020 年，全市计划
新改扩建 158 所幼儿园，新增 4.4 万个学

位。
为压实责任，佛山把幼儿园学位建设

纳入市政府重点工作，将任务逐一分解到
各区、镇，并将各区新改扩建幼儿园、提
高普惠园占比这两大任务的年度项目完成
情况，纳入市政府每年对各区政府绩效考
核的范围。

佛山还拿出真金白银，激发各区大力
举办公办园。各区和企事业单位、村集体
新改扩建公办性质幼儿园，市财政按新增
班数分别给予每班 20 万元、15 万元的一
次性经费补助；各区将新建小区配套园、
回收的国有资产 （物业） 办成公办园，或
回收村集体资产 （物业） 举办成集体办幼
儿园并完成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市财政
给予200万元的一次性经费补助。

在奖补政策正向激励下，各区奋勇争
先，开展幼儿园建设“军备竞赛”。2018
年年底，佛山各区完成新改扩建43所幼儿
园，比年初计划多 5 所。目前，佛山普惠
性幼儿园占比达 76%，普惠性幼儿园在园
幼儿占比达 77%，基本形成了以公益普惠
性幼儿园为主体的服务网络。

优化增量、提升存量，经济杠杆
助力打造强师

佛山禅城区明珠幼儿园教师陈小桃从
教28年，亲历了学前教育发展的低谷、高
峰。因工资待遇偏低、社会地位不高，与
她同时入职的 4 名同事陆续离开。自 2015
年工资收入大幅提升后，陈小桃发现老同
事干劲儿更足了，新同事学历更高了。

“原来在一些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园，由
于收入低、职称晋升难等问题，老师们职
业认同感、幸福感不高，流动性较大。”在
商学兵看来，教师作为办好学前教育的关
键资源，只有让优秀幼儿教师进得来、留
得住、教得好，学前教育才能登高攀峰。

佛山直面幼儿教师数量不足、结构不
优、水平不高等问题，精准施策，明确幼
儿园专任教师最低工资指导标准。该市还
建立公益普惠园教职工从教津贴制度，逐
渐从2017年的每人每月400元提至现在的
1000元。

教师安心从教后，佛山把更多心思花
在提高保教水平上。入职仅 5 年，明珠幼
儿园教师张利丹就“麻雀变凤凰”，从中职
毕业生成长为省说课比赛一等奖获得者。
这得益于明珠幼儿园精准培训教师，她在
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陈小桃手把手地教
导下，教学能力快速提升。

近年来，佛山在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
设方面，坚持优化增量、提升存量并重。
该市严把教师入口质量关，新入职教师要
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持有幼儿教师资
格证。佛山还用奖补学费等经济杠杆，提
升存量幼儿教师学历合格率与持证率。

为让幼儿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
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佛山深入实
施学前教育名师工程，让园长、名师作为“头
雁”，引领本园更多教师专业成长。

以奖代补、以评促建，努力迈向
幼有优育

佛山南海区大沥镇沥光幼儿园脱胎于
废旧厂房，经用心改造，2015年，该园获
评市级普惠性幼儿园。在南海区教育局政
策引导下，2017年，该园举办者主动投入
300 多万元，升级园所环境，努力提供高
性价比的学前教育服务。

近年来，佛山打出了以奖代补、以评
促建、挂牌督导、名园帮扶等“组合拳”，
千方百计提高幼儿园办学质量，努力推动
幼有所育迈向幼有优育。

自2003年起，佛山各区对通过省、市
一级幼儿园等级评估的幼儿园给予财政专
项奖补。该市还将等级水平、保教水平、
办园属性作为核心指标，建立差别化的星
级普惠园生均经费拨款制度，最高每生每
年可补贴2500元。

为引导各园找准“安全规范、科学保
教”着力点，佛山还率先构建学前教育保
教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60多个
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指标，引导幼儿园
提升办园质量水平，为全市幼儿园“兜住
底”。

禅城区率先实现区一级直管的办园体
制，该区教育局探索出了全区幼儿园联动发
展的学前教育发展共同体制度。

“我们通过名园引领帮扶弱园，先进带
后进，共奔优质路。”佛山市教育局基教科
科长邓锐昌介绍说，该市通过组建学前教
育发展共同体、优质公办园合作办园等多
元形式，让优质资源发挥辐射引领作用，
提升村办园、民办园等薄弱园办园水平。

目前，佛山规范化幼儿园、区一级以
上的等级幼儿园分别达 912 所、794 所，
占比分别提升到9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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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姚汉强

▲“我投进去啦！”
◀“看，我举起来啦，我是大力士。”
▼“咱们全力争第一。”

图片窗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所有
小区配套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
辖区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未达 50%
的，必须将移交给教育部门和利用集
体用地建设的小区配套园，全部办成
公办园。”近日，江西省南昌市出台

《南昌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
理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提高学前
教育公益普惠水平。

记者了解到，南昌市认真履行政
府责任，依法落实城镇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规定，聚焦小区配套园规划、合
同约定、建设、移交、使用等环节存
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治理，下大力气解
决“入公办园难”“入普惠园难”“就
近入园难”等问题。小区配套园作为
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内容，不得
将其审批为营利性幼儿园或高收费幼

儿园，否则将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已经举办为高收费幼儿园的，必须于
2019 年 12 月底之前转为公办园或普
惠性民办园。拒绝转办的，暂缓其年
检，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招收新
生并进行公告。对已出租或已转让的
营利性 （高收费） 小区配套园，移交
后可优先由原承租方或受让方与教育
部门签订协议，在原合同约定期限内
按照普惠性质继续办园。

南昌市规定，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中已约定无偿移交的配
套园，均应按约定将产权移交给辖
区教育行政部门。凡建设用地是以
划拨方式取得的小区 （含安置房、
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小区
等） 配套园，或者免除开发建设单
位缴纳土地出让金中幼儿园占地部

分的配套园，必须将产权无偿移交
给辖区教育行政部门。省属、市属
及县区属国有企业建设的小区配套
园，将产权无偿移交给辖区教育行
政部门。鼓励开发建设单位将其不
属于无偿移交范围的小区配套园无
偿捐献给县区政府。

南昌市要求市直相关部门、各县
区政府，在机构编制、财政奖补等方
面制定办法，探索非编教师管理模
式，为举办公办园或委托举办民办普
惠园创造更好的条件；市县两级财政
根据相关政策和标准对公办园拨付生
均公用经费，对民办普惠园落实补助
资金。各县区政府要通过落实居民用
水用电用气价格等方式，降低幼儿园
举办者经营成本，为转办普惠创造条
件。

南昌:小区配套园不得办成营利性
力争公办园在园幼儿达到50%

科学做好入学准备

聚焦小区配套园治理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发布 《河
南省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实施办法》，要求按照 1 人负
责 5 所左右幼儿园的标准配备
责 任 督 学 ， 全 省 各 地 要 在
2019 年年底前实现本行政区
域内所有经审批注册的公办、
民办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全覆盖。

河南提出，各地要根据行
政区域内幼儿园布局和规模等
情况，科学规划幼儿园督学责
任区，每个责任区幼儿园数一
般控制在 20 所以内。责任督
学可以采取随机观摩保教活
动、列席会议、校园巡视等方
式，对幼儿园依法办园、安全管
理、卫生保健、保育教育、师德
师风等情况进行经常性督导。

按照规定，聘任的责任督
学必须熟悉学前教育法律法规
和方针政策，具有相应专业知
识和业务能力。对责任督学颁
发督学证，实行登记管理。责
任督学定期交流，原则上每 3
年轮岗交流一次。

河南强调，要重视督导结
果和责任督学建议，将其作为
对幼儿园综合评价、主要负责
人考评问责的重要依据。

河南年底幼儿园
责任督学全覆盖

动态播报

走进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
特别报道

佛山市试点任务

●扩大普惠性资源
●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财政
投入保障机制

●规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监管

5 岁左右是幼儿最佳握笔时期。不
正确的握笔习惯一旦养成很难纠正。

幼儿握笔姿势处于发展阶段，
不可刻意纠正和盲目求成。

新学期 新气象

幼儿园里欢乐多
开学啦！日前，河北省围场县第一

幼儿园门口格外热闹，伴随着欢快的音
乐，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兴高采烈
地走进幼儿园，开始了新学期的生活。

暑假期间，该园筹措资金对园内设
施进行安全排查、维修加固，并新增了
部分游戏项目，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久违了的幼儿园处处吸引着孩子
们。在智趣科学发现室，孩子们用心组
建着“摩天轮”，当一个小女孩用小手
一拨，轮子转起来那一刻，她心里甜透
了；区域活动室里，孩子们最喜欢的是

“塞北小吃店”了，招揽顾客的服务
生、业务熟练的烧烤师，好一片生意兴
隆的景象⋯⋯

张明伟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小女孩认真搭建“摩天轮”。

“冲啊！”比比看，谁能夺得第一名。“塞北小吃店”开张迎客。 “搭好啦！”两个搭积木的孩子享受成功的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