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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巧的是，中国恢复建立第一个
教师节那一年，18 岁的赵竹正式成为
一名幼儿教师。至今，她已经过了 35
个教师节。

如今，已年过半百的赵竹依然在幼
教一线，做着人之初的传道者。35 年
从教生涯中，她的角色从姐姐老师，升
级到妈妈老师，再晋升到奶奶辈儿老
师。她不断地品尝到酸、甜、苦、辣、
咸，也正是年复一年对这五味反复酿
造，成就了她的美味人生。

就在刚刚迎来的新学期，赵竹又接
手了一个小班，重新开始一轮对于五味
中“咸”的品尝。

新生入园，孩子和家长分离时的泪
水是咸咸的；老师抱起一个又一个孩
子，流淌的汗水是咸咸的。小班孩子们
在赵竹耳边重复的语音，一届届频率都
是如此雷同：“我要找姥姥！”“妈妈还来
接我吗？”“快给爸爸打电话呀！”一句接
一句、后浪推前浪。赵竹从来都是耐心
地、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安抚着：“我
这就给你找。”“放心！妈妈一定会来接
你。”“等我手机充满电就给爸爸打电
话。”⋯⋯赵竹用安慰、亲近和注意力转
移的智慧，一点点化解孩子们对新环境
的焦虑和不适应。

当 孩 子 们 说 “ 老 师 我 怕 ！ 我 不

会！”的时候，是辣的味道。每当这
时，赵竹瞬间就要变成辣妈、辣爸、辣
姐姐，一遍遍地做示范和手把手地指
导。就连孩子的大小便也要一个一个手
把手地教，男孩子：脱、顶、尿 （这时
伴随吹口哨效果更佳）、提；女孩子：
脚叉开、蹲、搂、尿、提。赵竹在自己
当妈妈之前就掌握了这套本领。

她说，幼儿教师必须是万能型的。
游戏中要和孩子一起嬉戏玩耍，生活
中要不断地给孩子信心和鼓励，遇到
问题时要让孩子尽情地探索和发现，
开心时要和孩子一样肆无忌惮地开怀
大笑，当孩子达到一定能力时，老师
要不断地示弱、放手，把舞台让给孩
子。做老师的，就是要善于抓住每一
个契机自然地开展教学，把童年真正
还给孩子。

来自家长的不满和社会的压力，是
苦涩的味道。即使已经有了 35 年的幼
教工作经历，赵竹还是不敢有一丝一刻
的怠慢。幼儿教师是高危性质的工作，
你永远想象不到好动、顽皮的孩子下一
秒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

赵竹永远忘不了参加工作第一年经
历的第一个事故：有个男孩每当户外活
动时就喜欢奔跑，像离弦的箭一样。有
一次，他不小心摔倒后，起来头顶就出

现一个亮晶晶的大包。当赵竹怀着内疚
用颤巍巍的声音跟家长说明事故经过
时，孩子爸爸反倒安慰她说，老师你吓
到了吧？没关系，男孩子就应该在摔摔
打打中成长⋯⋯来自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给赵竹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日后的工作
中，她更加用细心、耐心和爱心来安抚
每一个孩子和家庭。

每当孩子们取得点滴进步时，就是
赵竹的甜品时刻。

有一届小班刚升中班时，班里来了
一个插班生，第一个见面“礼”就是扑
通一声趴在地上，爬着进了活动室。当
时赵竹纳闷：这是行的哪朝大“礼”
啊？还没等赵竹反应过来，男孩爬起来
拎起一把小椅子就转起圈来，一下子把
其他孩子全都吓得躲回到座位上。男孩
家长说，我们就待两个月，等装修结
束，就回原来的幼儿园。

两个月很快过去了，男孩家长却决
定让孩子留下来，因为孩子不肯离开。
在礼仪小标兵仪式上，男孩站姿严肃、
标准，与他刚来时的样子天壤之别。男
孩家长在孩子毕业留言中写道，“人生
最幸运有三件事：好父母养育，好老师
相伴，好领导扶持。我很庆幸，儿子很
幸运，在他人生迈开的第一步遇到了赵
老师。”

毕业季是酸酸的味道。每当毕业来
临之际，一想到孩子们要离开自己了，
赵竹的心里总是酸酸的不舍。

有孩子用画笔默默地给赵竹画她喜
欢的图案；有女孩悄悄地跟她说：“等
我长大了，给你买漂亮的花裙子。”还
有一个小暖男说：“我毕业了，你要记
得多喝水哦。”而那个在日常生活中最
调皮捣蛋最受老师关注的孩子告诉赵
竹：“老师我爱你，我会想你的。”这一
个“爱”一个“想”字，就是赵竹走进
孩子心灵的最好诠释。

20 年前第一次有人问赵竹：“还在
带班呐？你真有耐心！”那时，赵竹身
边很多同学都纷纷转行，她也曾有过动
摇。10 年前当有人问同样的问题时，
赵竹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今年，赵
竹又重新挑战接小班，听到的声音是：

“你这是带班带上瘾啦！”
赵竹仔细一想，是啊，自己的确是

上瘾啦。小、中、大班三年一个轮回，
听到刚入园的孩子，从总说“老师我不
会”逐渐到自信地回答“老师我会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时，有瘾！看到孩子起
初只愿意自己在角落玩到会主动交往
时，有瘾！看到孩子从最初的无知、无
序到走向小学时的从容和淡定时，有
瘾！

35年幼教生涯酿就美味人生
——记沈阳市铁西区实验幼儿园教师赵竹

本报记者 刘玉

科学做好入学准备

人与动物相比，有着更长
的童年期。这意味着人具有比
动物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
力，得以应对更加复杂的生存
环境。

适应未来发展的各种能力
需要较长的童年期进行学习与
奠基。如果人为缩短童年期，
跳过幼年大量的感性经验积
累，提前进入更高年龄阶段的
概念符号学习，可能会形成一
种机械记忆式的学习，丧失变
通和理解的灵活性，进而难以
适应不确定的未来生存环境。

我们知道，幼年期的孩子
是从生活、游戏等活动中学习，
以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
体验的感性经验为基础的。这
样的学习一定会过渡到书本学
习、理性思考，过渡到基于间接
经验的学习。但这样的过渡不

能太急。拔苗助长产生的早熟
的果实并不甜美，这些道理我
们都懂。

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小学的
语文、数学，尤其是小学中、
高年级，就会发现其中很多学
习需要生活经验。相当多的小
学生不会做题，不是因为不识
字、不会运算，而是因为生活
经验不丰富，读不懂某道题、
某句话的意思。

如果能遵循孩子学习、发
展的规律和特点，就不会出现
网络上家长因辅导孩子作业而
崩溃的现象。因为读不懂、听
不懂，意味着孩子缺乏相应的
感受、体验，理性缺乏感性的
基础。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教
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游戏
与玩具专委会主任）

感性经验越丰富，后继学习越好
鄢超云

适应未来发展的各种能力需
要较长童年期进行学习与奠基。

跳过幼年大量感性经验积累，
可能会形成机械记忆式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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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生命教育，结合幼儿年龄发展水平，山东科技大学幼儿园在组织
幼儿生活课程活动过程中，注重利用自然情境场设计劳动内容，提高幼儿
自我服务和日常公共服务能力。

在幼儿园农场、班级阳台，幼儿参与从春种到秋收系列实践活动，按
照四季变化，在自然情境场中，观察、体验、参与、践行，达到知行合
一、深度学习。春种，感受生命的萌芽；夏长，为农作物拔草、浇水；秋
收，带着劳动工具到农场劳作，刨地瓜、剥花生、摘石榴，为冬藏做准
备。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作为主动的生命体，培养了严谨、果敢、坚持、
合作的良好品质。教师则创设相应环境，提供机会支持幼儿，让幼儿回归
本源、回归本真。 张建英 文/图

倡导生命教育 巧设生活课程

▶幼儿佩戴手工
制 作 的 瓜 果 梨 枣 模
具，昂首挺胸走出秋
收欢乐秀。

◀幼儿在园里农
场学习初步的劳动技
能，体验秋收喜悦。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洪
松） 日前，河北召开全省基
础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将通
过扩充学前教育总量、优化
学前教育布局、培育优秀幼
教师资等措施，加快推进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

据悉，为扩充学前教育
总量，河北将在全省实施农
村学前教育全覆盖工程。每
个乡镇至少要办好一所公办
中心幼儿园，基本实现有实
际需求的行政村普惠性幼儿
园或学前教育服务点全覆
盖，并将继续扩大城镇学前
教育资源，新建、改扩建一
批公办园。为优化学前教育
布局，河北将把农村幼儿园
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体
系，科学编制幼儿园布局规
划，在教育资源短缺的乡村

集中新建一批幼儿园。
此外，为培育优秀幼教

师资，河北将实施教师培养
层次提升行动，逐步取消中
等学历层次学前教育专业培
养模式，着力培养专科学历
以上教师，突出师德养成和
保教融合，扩大高质量幼儿
教师供给。

河北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动态播报

安徽省宁国市地处皖南山区，
受制于地缘交通和资源禀赋，学前
教育资源供给受限。截至目前，全
市城区仅有 4所公办园，其在园幼
儿占城区在园幼儿总数的 18.4%。
但与此同时，普惠性幼儿园占比已
达 83% ， 远 超 安 徽 省 目 前 平 均
66.2%的覆盖率。

宁国市是安徽省唯一被评为
“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
的县份，现有公办园和民办园 83
所，其中 43 所是普惠性民办园。
占“半壁江山”的普惠性民办园，
在缓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上功不
可没。这不禁令人好奇，政府是如
何做大普惠性民办园蛋糕的？日
前，记者带着问题走进宁国市，寻
找秘诀所在。

巧用杠杆 激发民办
园办学活力

“在资源受限的前提下，政府
要做的不是包办一切，而是要巧用

‘制度杠杆’，撬动更多的社会力量
参与到幼教事业中来。”宁国市教
体局党委书记、局长胡正平说。

“杠杆”动起来的第一步，就
是要充分厘清政府、社会、幼儿园
的权责关系。胡正平表示，政府能
做到“增杠杆”，社会就能“去杠
杆”。“我们通过制度供给，政策牵
引、资金撬动，增强办学活力，给
社会组织减轻负担、增添信心，实
现轻资产办学，而对幼儿园，则是
压实主体责任，规范办学行为，通
过监管实现优胜劣汰。”

为此，宁国市制定了 《学前教
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普惠性幼
儿园认定标准和管理办法》 等一系
列制度，逐年确定和审核认定一批
普惠性民办园，明确提出将积极推
进民办公助、公建民营办园体制改

革，落实用地、减免税费等优惠政
策，通过综合奖补等多种方式支持
普惠性民办园发展。

“政府给予的支持是多方面
的，如果我们达到宁国市示范幼儿
园及以上等级，且持幼师资格证比
率达到一半以上，聘用合格教师购
买社会保险单位承担的部分，政府
就给予 30%—50%的补贴。我们
创立特色品牌，政府也能在多方面
给予资金补助。”光彩幼儿园园长
鲍启英说。

为了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
种形式兴办普惠性民办园，宁国市
还鼓励公办园优秀教师离岗创业，
从而把公办园严格的管理标准和先
进的幼教理念，播撒到民办园中。

阳光幼教中心是宁国市一所规
模较大的民办幼教机构，负责人柳
梅子曾是宁国市幼儿园的骨干教
师、“宣城市幼教学科带头人”。
2007 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她主
动从宁国市幼儿园离职，创办了阳
光幼教中心。

“当初在公办园的时候，就发
现民办园与公办园差距很大，硬件
差、教师组织游戏的能力欠缺、家
长观念陈旧。”柳梅子说。在上级
领导的支持和优惠政策扶植下，她
决心利用在公办园积累的 20 多年
经验，在民办学前教育上大胆尝
试。如今，该中心已经办起了多处
分园，成为当地优质民办幼教资源
的代表、公办园的有益补充。

短短几年时间，“杠杆”之力
已初步显现。市级财政用专项资金
7300 万元、上级资金 1000 万元吸
纳了 2.8 亿元社会资金，新建、改
扩 建 公 办 园 和 普 惠 性 民 办 园 37
所，面积 4.3 万平方米，增加幼儿
学位 4200 个，完全满足了全市对
学前教育的需求。

巧借外力 公办园铺
路民办园入轨

自己办了所幼儿园，不花一分
钱，却请到了公办园的专家团队来
帮忙打理，使幼儿园从一所普通的
民办园升级为全市普惠性民办园的
排头兵。宁国市幼儿园凤凰分园园
长叶斐觉得，办一所幼儿园可能是
自己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选择，

“在这个行业里，我收获了园长们
最真诚的回馈和家长们无数的感
谢。”

2016 年，叶斐从凤凰社区开
发商手中买下了这所园，看中了公
办园高质量的保教水平，叶斐与宁
国市教体局一拍即合，由省一类幼
儿园——宁国市幼儿园派专家团队
全面管理，以分园的模式挂牌运
营。

“挂上了凤凰分园的牌子，我
们便视如己出。”宁国市幼儿园园
长芮敏说。2016 年，宁国市幼儿
园派 4名骨干教师驻扎在这里，这
一派，便是连续3年的驻守。

从事了十多年幼教工作的吴建
华也就此成了凤凰分园的执行园
长。从一所老牌公办园到一所新生
的普惠性民办园，从一名骨干幼儿
教师到园所管理者，吴建华坦言一
开始压力很大。

创业之初，筚路蓝缕。“虽然
我们在这里打头阵，但后方也有援
兵给我们提供能量补给。”为了让教
师更快地熟悉一所新园的管理工
作，宁国市幼儿园实行了一对一的
带教模式，总园给分园配备了 4 名
管理园长，分别在园务管理、安全保
教、教育教学、卫生保健4个方面一
对一帮扶。每周几位帮扶园长都会
到凤凰分园，碰头沟通，解决问题。

就这样，身为一所普惠性民办
园，凤凰分园却几乎拥有了和公办
园同等的保教水平，辐射了辖区内
近500名幼儿。

巧做培训 同等待遇
让民办园教师安心

在公办园的帮扶下，一批普惠
性民办园获得了裂变式发展，同时，
一批新招聘的年轻教师，也在一次
次和公办园教师无差别的培训和老
教师的指引下，获得了可持续性的
专业成长。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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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方梦宇

走进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
特别报道

宁国市试点任务

●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财政投
入保障机制

●健全学前教育教研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