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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麦地庄幼儿园园长由我兼任，

设专职副园长 1人，幼儿园每班做到
1教1保。”云南省石林县路美邑中心
学校麦地庄小学校长杨琼芬介绍说，

“麦地庄幼儿园和麦地庄小学在一起
能做到合而不乱，互不影响，教学独
立，时间独立，是因为学校制定了两
套作息时间，保证小学和幼儿园的教
学和生活正常开展。”

这只是石林县“幼小一体化”发
展模式的一个缩影。

石林县于 2012 年全面剥离了小
学附设学前班，保证学龄人口在 10
人以上的村委会均开设了幼儿园。全
县共有各级各类幼儿园 91 所，其中
与小学合并办学的“幼小一体化”幼
儿园 61 所。石林县不仅按照大村独
办、小村联办的方式全面实现了“一
村一幼”，而且探索出了一条科学治
理幼儿园“小学化”之路。

“幼小一体化”，实现一
村一幼全覆盖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从 2002 年
开始，石林县委、县政府提出实施“集
中、靠拢、收缩”教育发展战略，优化教

育资源配置，对小学校点布局结构进
行调整，开办寄宿制、半寄宿制校点，
走集中办学的路子。

2008 年，石林县出台《石林彝族
自治县优化教育布局实施意见》，提出

“小学高段集中到县城或乡镇政府所
在地，小学低段和学前阶段集中到村
委会小学”的教育布局目标，实现小学
的集中办学，大量的村委会只留一、
二、三年级，原来四、五、六年级的资源
向前延伸三年，办学前教育。

2010 年，该县又制定了 《石林
彝族自治县中小学、幼儿园布局调整
规划》，对县域内的各级幼儿园进行
了合理规划，充分利用集中办学之后
富余的小学校舍、师资举办学前教
育，通过连续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以新建、改扩建的方式，形成
了目前的 61 所“幼小一体化”村委
会幼儿园。

“在‘幼小一体化’61 所幼儿园
中，实行乡镇中心学校统一管理下的
小学校长负责制，小学校长负责村委
会校点（村委会幼儿园）的全面管理，
1 名学前专业教师担任园长，负责幼
儿园的业务管理。”石林县教育体育局
教育科副科长刘海琼介绍说，“按照义
务教育保障的相关师资配置要求，小
学教师配置为一班两名教师，幼儿园
为 1 教 1 保，所有教师均为编制内的
教师，其中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不少
于1人。30—50名小学生、20—60名
幼儿合用食堂，共用厨师、教师等资
源，节约了办学成本。”

统一标准，打造户外游
戏场地

大乐台旧幼儿园是石林县紫玉中
心学校辖区的一所村级幼儿园，占地
面积 3000 多平方米，现有 3 个幼儿
班，在园幼儿 103 人，主要来自大乐
台旧、沙地和大昌乐3个自然村。

“近两年来，幼儿园新设了区
角、铺设了小型足球场，完成了教室
的环境创设，园内基础设施完善，环
境优美、整洁，教育资源丰富，是幼
儿健康成长的乐园。”大乐台旧幼儿
园负责人李玉恒介绍说。

刘海琼介绍，由于村委会小学只
有一至三年级和幼儿园，为了让这些
不足 100 人规模的校园有生机和活
力，吸引乡村孩子，近几年来，石林
县教育体育局统一规定标准，进行户
外游戏场所的打造：沙水区，不小于
20 平方米；软地自主运动区，包含
沙地、松软土地、草地、人工草地；
涂鸦区，包含涂鸦墙、立体涂鸦器物

（罐子、大石头、树桩等）、地面涂
鸦；林地拓展区，利用园内天然树林
改造为攀登、平衡、钻爬等场地。此
外，还有硬地上的建构区，以及围绕
8大动作设立的运动区。

游戏场所幼小共用，61 所村委
会“幼小一体化”的校园变成了儿童
的乐园。不仅幼儿喜欢上幼儿园，小
学生也热爱充满童趣的校园。

值得一提的是，户外游戏场地改

造后，为了培养会玩的孩子，该县教
育体育局连续四年组织开展幼儿园户
外 1 小时体育活动、自主游戏评比，
保证幼儿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 2
小时。

评比不仅促进了幼儿园设计并制
作发展幼儿不同运动能力的体育器
械，而且促进教师结合幼儿身体、智
力、情感“最近发展区”，从游戏空间的
开发性、游戏材料的可控制性两个要
点来思考创设游戏环境。

多举措推进幼儿园“小
学化”治理

“随着幼儿教育的快速发展，作为
教学点负责人，既要懂小学管理，也要
懂幼儿园管理，我们必须带头转变观
念。”石林县紫玉中心学校新宅小学校
长唐兆翔介绍说，“大乐台旧幼儿园在
组织学习活动、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
习惯和专注力、与家长密切配合等方
面下功夫，重视幼小衔接，杜绝幼儿园
被小学同化。”

“2018 年，石林县教育体育局成
立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领导
小组，统筹幼儿园‘小学化’治理工
作。”刘海琼介绍说，每年的 3 月、9 月
专门作为家长宣传月，通过广泛宣传，
家校形成了共同抵制“小学化”倾向，
营造了“家校共治”氛围。

据了解，石林县通过加强日常管
理、补充和培养学前师资、要求小学坚
持零起点教学等，多举措推进幼儿园

“小学化”治理。
在日常管理上，杜绝幼儿园教学

内容及方式“小学化”，要求减少集
体教学，增加游戏比重，大班每天安
排 1—2 次集中教学，中、小班每天
只安排 1次集中教学，大量的时间保
障幼儿的户内外游戏。在幼儿园每日
课程实施中，重点关注幼儿园创造丰
富多样的游戏环境，让幼儿在生活和
游戏中，用多种感官进行学习，不断
获得新经验。

在补充和培养学前师资方面，该
县科学核编、委托培养、转岗培训，保
障 学 前 教 育 师 资 ，改 变 教 师“ 小 学
化”。石林县在本级事业编制总量内，
及时动态调整学前教育机构的事业编
制 618 个。从 2013 年起，每年招聘
20—30 名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补充
到农村幼儿园，目前全县已做到每所
村级幼儿园至少有3名公办教师。

在小学坚持零起点教学方面，该
县每年组织小学校长、低年级教师到
幼儿园观摩半日活动，给幼儿园孩子
及家长作讲座，让幼儿园与小学彼此
多一份了解，堵住幼儿园“小学化”
现实需求。

此外，石林县加大对薄弱幼儿园
的管理力度，探索挂牌督学责任制度，
以农村幼儿园和民办园为督查重点，
构建全面、有效、可行的督查指导体
系，不仅规范了办园行为，而且通过开
展对口帮扶、捆绑考核，形成了以城带
乡、城乡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整
体发展、共同提高的新局面。

打造“幼小共成长”的乐园
——云南石林县“幼小一体化”发展学前教育

本报记者 李配亮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景

婧）日前，山东省泰安市政府下发《关于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支持民办幼儿园
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推出提前拨
付生均公用经费、鼓励支持减免房租、提
供社保减免等举措，支持民办园在疫情防
控期间平稳健康发展。

泰安要求，5 月 31 日前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各县市区、功能区要将今年上半年普
惠性民办园、公办园（含村办幼儿园）学前
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付到位，用于支付疫
情期间幼儿园人员工资等支出周转，并统
筹做好民办园防疫物资供应工作。

在房屋租金方面，泰安根据不同幼儿
园的情况，分类鼓励支持减免房屋租金。
对承租国有企业经营性房产的民办园，减
免或者减半收取 1 月至 3 月的房租；对存
在资金支付困难的可延期收取，具体收取
期限由双方协商决定。对承租机关和事业
单位共有房产的民办园，免收 2 月和 3 月
的房租，经营确有困难的可减半收取4月
至6月的租金。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
励业主 （房东） 减免租金。

根据上级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有关
政策规定，泰安的民办园属于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可享受 2 月至 4 月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
半征收政策；属于小微企业的，可享受 2
月至6月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
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政策，对不裁员或
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
纳失业保险费的50%。

泰安还明确了为民办园提供贷款贴息
及融资担保支持、提供过桥还款和基金支
持、贷款付息延期安排。民办园在今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为稳定教师队
伍及必要经营支出开展的银行贷款业务，
财政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同时，依托市财
政设立总规模 1 亿元的应急周转资金池、
2 亿元的民办园纾困和发展基金，帮助民
办园渡过难关。对于民办园在今年 1 月
25 日以来到期或即将到期的贷款本金及
利息，驻泰银行给予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延
期还本付息安排，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也可双方根据实际
情况约定。

山东泰安市

拨经费减租金减社保
扶持民办园渡难关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为促进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日前，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决定拨付 1447.4 万
元专项资金扶持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发展，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民办园带来的困难
和影响，提振举办者信心。

此项资金包括普惠性民办园奖补资金
836.72 万 元 ， 补 助 设 施 设 备 及 玩 教 具
287.7 万元，生均财政补助 322.98 万元，
合计达到 1447.4 万元，惠及 34 所普惠性
民办园。

连日来，第八师石河子市教育局努力
做好疫情期间民办园扶持工作，将民办园
纳入疫情防控工作体系，统筹做好防疫物
资的调配、供应工作，聚焦民办园在疫情
防控期间面临的突出问题，区别不同类型
民办园，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化解其实际困
难。同时，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
响暂时运转困难的民办园，不抽贷、不断
贷、不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到期还
款困难的民办园，给予展期或续贷。

为保障学前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
质量的学前教育，近年来，第八师石河子
市不断加强普惠性民办园建设，扩大普惠
性学前教育资源，有效解决了广大家长萦
绕心头的“入园难、入园贵”苦恼，实现
了广大家长期盼的“质量好、收费合理且
容易进普惠性幼儿园”的愿望。经过不断
支持和鼓励，当地民办园办学内涵不断丰
富，出现了一批高品位、有特色、有质量
的标准化民办园。

新疆石河子市

投入1447万元
扶持普惠性民办园

“哇，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神奇的魔
法，一下子就回到了幼儿园。”“我等不
急想上幼儿园了，我想老师了，还想吃
一吃树上的樱桃。”⋯⋯

前不久，看到幼儿园为孩子们开
的“新闻发布会”内容以及制作的“穿
越”视频后，成都市第五幼儿园的家长
群里炸开了锅。感动、开心、想念，孩
子、家长的声音立马刷了屏⋯⋯

这要从一场“云端讨论会”说起。
疫情发生以来，成都五幼的老师

和孩子们，每周都在“云端”相约。孩
子们把居家期间的问题、发现提出来，
老师与孩子们一起交流、讨论。随着
时间的推移，孩子们居家时间渐长，眼
看着中小学的哥哥姐姐们慢慢开学
了，他们也待不住了。在中（3）班最
近的一次“云端讨论会”上，孩子们不
约而同地问李蜜老师：现在幼儿园变
成什么样了？我们还能开学吗？

将孩子们的问题收集起来后，李
蜜惊讶地发现，这些问题涉及很多方

面，甚至对幼儿园的一草一木都充满
了关心。于是，她把问题整理后，交给
了园长闵艳莉。

“我们要郑重对待，认认真真回
答。”看到这些问题，一直倡导保护孩
子们心智之火的闵艳莉，当即决定召
开一场“新闻发布会”，郑重回答问
题。闵艳莉发现，孩子们的问题看似
杂乱，但都有明确的提问对象，于是，
她把这些问题分别发给相应部门的负
责人，要求他们认真思考如何作答。

孩子们提出问题的第二天，幼儿
园就正式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所有
部门都参与并回答了问题。

“目前小朋友们还不能上幼儿园，
管卫生、管防疫的叔叔阿姨们，要经过
周密的判断和分析，认为疫情对小朋
友们的身体健康不会有太大影响之
后，幼儿园才能开学⋯⋯如果在 7 月
份以前开学，就还是中（3）班，如果 9
月份开学，你们就会升班，变成大（3）
班。”针对孩子们普遍关心的“什么时

候去幼儿园”“开学在哪个班”的问题，
闵艳莉认真解答。

“在来幼儿园的路上是需要戴口
罩的，进入幼儿园后，室内活动时仍然
要戴口罩，户外活动就不需要了，但活
动时要注意保持 1 米安全距离⋯⋯”
针对孩子们高度关注的“去幼儿园要
不要戴口罩”的问题，保健医生胡倩仔
细为他们解答疑惑。

此外，老师、保安、厨师⋯⋯也分
别回答了相关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发布会，让孩子们
体会到老师在认真解答他们的问题，
也让他们了解近期确实还不能来幼儿
园这一事实。这样，他们就能安安心
心在家里等待了。”闵艳莉说。

发布会结束了，孩子们的问题解
答了。但“幼儿园的滑滑梯、小帐篷还
在吗”“我们的枇杷熟了吗”，这些问
题，用语言回答，终究是苍白的，不如
让孩子们亲眼看看。于是，李蜜与搭
班老师李倩商量，为孩子们拍一个视

频。就这样，幼儿园的红樱桃、秋千、
滑梯、水池、枇杷、花儿⋯⋯都透过镜
头跑到了孩子们面前。

但好像还少了点儿什么⋯⋯
李蜜意识到，虽然孩子们问了各

种问题，但他们最强烈的愿望，还是能
回到幼儿园。有的孩子想去沙区玩，
有的想去树屋，有的想到小菜园⋯⋯

怎样帮他们实现愿望呢？
就这样，李蜜与李倩带着孩子们

“穿越”了。孩子们在空地上跳一
下，转个圈，老师就代替他们落到了
他们渴望去的幼儿园某个角落⋯⋯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小小的
‘穿越’，帮助孩子们实现回到幼儿园
的愿望。”李倩告诉记者，之所以有
这场特别的活动，一方面是因为这是
孩子们普遍关注的话题，更主要的
是，五幼的老师足够敏感，因为他们
一直秉持“认真对待孩子的每一个问
题，珍视孩子的每一个问题，带着孩
子去寻找答案”的理念。

一场为孩子们开的“新闻发布会”
本报记者 赵彩侠

本报讯（记者 周洪松）日前，
河北省安排布置 2020 年开展省属
师范院校幼儿园教师公费培养试点
工作。根据计划，今年河北将公费
培养 100 名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
并鼓励各设区市探索实施本区域幼
儿园教师公费培养工作。

河北明确，今后，将坚持“面向
农村、按岗培养、专项招聘、定向就
业、限期服务”原则，通过公费教育
形式，培养一批高水平幼儿园教师，
进一步优化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结
构，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2020
年，将重点面向有培养需求计划的
县（市、区）公办园，委托河北师范大
学试点培养100名五年制专科层次
学前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

河北规定，符合条件的初中毕
业生要参加全省 2020 年初中毕业
生统一升学考试，招生实行提前批
次择优录取。公费师范生入学前要
与培养院校和招生计划县政府签订
协议。毕业离校前，由省教育厅会
同省人社厅制定专项招聘方案，并
委托培养院校具体组织招聘考试。
毕业生经考试合格并取得普通高等
学校专科毕业证书、幼儿园教师资
格证书后，由相关设区市及签约县

（市、区）教育部门会同人社部门落
实工作岗位，办理聘用手续，签订聘
用合同，在幼儿园从事学前教育 6
年以上。公费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
免缴学费、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
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安排。

河北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做好政策宣传工作，积极引导和支持
优秀初中毕业生报考，鼓励优秀人才
积极投身学前教育事业。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要根据本地幼儿园教师岗
位空缺情况，在核定的空缺编制内提
出岗位需求计划，并在就业年度预留
出空缺编制。培养院校要围绕培养
优秀教师的目标，结合学前教育事业
发展实际，制定相应人才培养方案，
改革培养模式，确保培养质量。

面向农村 定向就业 限期服务

河北试点公费培养
100名幼师

日前，四川省广安华蓥市清溪路
幼儿园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360 多名幼儿按照计划全面有序
入园。图为该园幼儿跟着老师学习戴
口罩的正确方法。当日，广安市 11
万余名幼儿走进久违的幼儿园。

邱海鹰 刘南贤 摄

幼儿园开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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