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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恒 （化名） 爸爸把广州市番禺
区培智学校幼儿部 （以下简称幼儿
部） 视为“救命稻草”。在 3 个月大
时，小恒就被诊断为孤独症。爸爸妈
妈带他到很多康复机构诊治，从电疗
到高压氧、针灸，能做的治疗都做
了，但疗效不明显。

得知番禺区培智学校开办了幼儿
部，小恒爸爸抱着试试的心态，把孩
子送了过去，“这里的老师亲切、和
善、专业，学校还免保教费、康复训
练费”，更让小恒爸爸高兴的是，一
段时间后，小恒综合素养显著提高，
现在已经可以根据指令，完成一些日
常活动，还能帮忙做一些家务。

为帮助更多中、重度特殊幼儿康
复发展、融入社会，2014年9月，番
禺区培智学校在听力障碍幼儿班的基
础上，投入 760 多万元建设幼教楼和
康复楼，在全市率先开办以教康结合
为特色的幼儿部。番禺区培智学校打
出配置专业师资、教研引领等组合
拳，为 3—6 岁身心障碍幼儿提供早
期干预、康复训练、综合评估及教育

等服务。

“只要是能离开床铺的本地户
籍特殊幼儿，我们零拒绝”

相比于普通幼儿园火爆的招生形
势，幼儿部刚开办时，“门前冷落”。“主
要原因是部分家长不愿接受孩子需要
进行特殊教育的现实。”幼儿部主任朱
阳介绍说，0—6 岁是孩子大脑神经发
育的关键期。越早干预，对孩子生活
自理、学习认知等方面的发展越有利。

幼儿部积极宣传，发动更多家长
把特殊幼儿送来进行教育、康复。“只
要是能离开床铺的本地户籍特殊幼
儿，我们零拒绝。”朱阳表示，目前，幼
儿部开办了1个中班、2个大班。27个
孩子中，大都是中、重度的孤独症、发
育迟缓等特殊幼儿。

每个孩子入园第一个月，幼儿部
都会通过观察、测验、评量等方式，逐
一评估其综合发展状况，有针对性地
为其建立一份档案。幼儿部还根据每
个孩子的学习起点、能力，为他们量身
定制学习计划、发展目标。带班、专

业、康复教师在集体、分流、个训教学
中分工协作，共同打造螺旋式主题教
学模式，助推每个孩子循序渐进地成
长，在健康、艺术、社会等五大领域螺
旋式提升发展能力。

注重提升特殊幼儿的适应能
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孩子什么时候能学会说话、加
减法？这是不少家长送孩子过来时，
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而我们特别注重
提升特殊幼儿的适应能力、可持续发
展能力，帮他们将来更好地融入学
校、社会。”幼儿部级组长蔡顺洁发
现，以前部分轻度自闭症孩子到普通
学校随班就读时，会出现上课尖叫、
随意走动等行为，其中重要原因就是
这些孩子的生活自理、执行规则等能
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为帮助特殊幼儿将来更好地融入
学校、社会，幼儿部有的放矢，专门
开设以知觉—动作为核心的学习适应
课程，提升特殊幼儿的学习、生活自
理等能力。幼儿部还通过一日活动等

形式，让特殊幼儿体验普通幼儿园的
生活、学习和游戏，并配套康复训
练，帮适合的孩子将来回归普通幼儿
园、中小学。

在教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品尝番
禺美食，体验茶文化，还走进番禺广
场、莲花山等地标建筑。“这些孩子
将来要融入社会，如果把他们从小一
直‘关起来’，他们很可能与正常社
会脱轨。”蔡顺洁介绍说，幼儿部通
过“我爱番禺”等主题教育活动，让
特殊幼儿走出去，身临其境地感受大
千世界，融入社会。她欣喜地看到，
孩子们外出时没出现哭闹、乱跑等行
为，专注力更好了，笑容一直挂在脸
上。

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助推
保教人员提升专业能力

“孩子的笑容是送给老师的最好
礼物，而笑容背后是老师爱的奉献和
专业作为。”在朱阳看来，学前特殊教
育作为跨学科、跨专业的领域，不但需
要保教人员的爱心、耐心、细心、恒心、

信心，更需要他们具备专业素养。
为促使保教人员发展为幼儿健康

成长的“引路人”，幼儿部请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不但积极组织保教人
员外出学习，还邀请华南师范大学
等高校特殊教育专家，来园开展园
本 教 研 、 课 题 研 究 、 骨 干 教 师 培
训。幼儿部现有 8 名教师在特殊儿童
语言与沟通、孤独症儿童情绪行为
正向行为支持等方面，都有各自的
专业发展方向。

此外，幼儿部作为番禺区学前特
殊需求幼儿教育指导中心和培训基
地，着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选派专
业师资，组建融合教育巡回指导组，
到各镇街传经送宝，广泛推动融合试
点。目前，番禺在各镇街安排至少一
所幼儿园，接收轻度残疾适龄儿童随
班就读。

番禺对入园特殊幼儿全额补助保
教费，对幼儿园予以 5 倍的经费补助，
为任班教师每月发放 200 元特殊津
贴。同时，对孤残贫困儿童每人每年
资助4000元。

广州市番禺区培智学校幼儿部助推特殊幼儿康复发展、融入社会

教育阳光照耀“折翼幼儿”
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黎鉴远

一线行动

动态播报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为推动全区
县级人民政府切实履行发展学前教育职
责，不断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
结合实际，新疆日前决定对全区县域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情况进行督导评估。根
据方案，到 2025 年，60%的县 （市、
区） 接受普及普惠审核认定；到 2030
年，所有县 （市、区） 接受普及普惠审
核认定。

据了解，此次督导评估主要内容包
括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政府保
障情况、幼儿园保教质量保障情况等
42 项指标和社会认可度情况四个方
面，每一项均须达到要求，方可通过评
估认定。申报参加自治区县域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督导评估须达到如下条件：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5%；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即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
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80%；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达到 50%；落实幼儿园办园
行为督导评估制度，实现幼儿园责任督
学挂牌督导全覆盖；督导评估认定前两
年内无较大社会影响的安全责任事故、
没有发生严重的师德师风事件。

新 疆 将 采 取 抽 样 方 式 对 申 报 县
（市、区） 进行学前教育社会认可度调
查，调查对象包括家长、教职工、园
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群众
等。社会认可度须高于 85%。在各地

（州、市） 接受自治区督导评估的申报
县 （市、区） 中，凡存在任一申报县明
显不达标、群众对学前教育投诉举报
多、负面反映强烈、数据弄虚作假等严
重问题的，则终止对该地 （州、市） 当
年的评估认定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每年向社会公布当
年度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名单和相关占
比，并纳入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

新疆对县域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督导评估

本报讯（记者 倪秀 通讯员 钟
兴茂）“你瞧，我们幼儿园在三里坪片区
新修的分园多漂亮。”日前，记者在四川
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幼儿园采访时，园
长于水清一边介绍一边拿出前几日刚拍
的照片展示。“分园今年 9 月就可以招
生，能增加 500 多个学位。”于水清欣慰
地说，“这多亏了专项整治行动啊。”

2019 年 12 月，达州市问计于民，在
全市范围内公开征集2020年度“群众最
不满意的 10 件事”，并将其纳入市级集
中整治问题清单，中心城区“公办幼儿园
少、入园难问题”位列其中。整治工作以
群众满意为目标，开展情况将纳入市、县
两级年终目标绩效考核。

达州市人口总数多，又是典型的山
城。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心城
区公办园少、入园难问题越发突出。截
至 2019 年，中心城区（达川区、通川区、
高新区）仅有19所公办园。为了解决这
一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达州市政府成
立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教
育的副市长任组长，大力实施《中心城区
学前教育三年攻坚计划》。2020年，达州
市规划新增中心城区幼儿园学位15480
个，学位占比由10.61%提高到50%。

“要问计于民，更要直面问题、解决问
题。”达州市教育局局长陈军告诉记者，教
育局制定了专项整治实施方案，通过公办
园新（改、扩）建项目、回收回购回租民办
园举办公办园、治理小区配套园等措施，
扩充公办学前教育资源。今年9月，整个
达州市城区将有12所新建公办园投入使
用，同时继续开工建设公办园17所。

此外，达州市还计划对 4 所闲置、6
所挪用的幼儿园开展治理工作，并且已
形成《主城区幼儿园师资保障方案》，着
力解决幼教师资队伍建设薄弱的问题。

四川达州大力扩充
中心城区公办园

时光荏苒，大班孩子们离园的时刻悄无声息地到了。在这特殊的时刻，他
们还有许多话想说，还有许多事想做⋯⋯日前，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实验幼儿
园大班组的老师们，结合幼儿园“关心教育”项目，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与
孩子们一起寻找回忆、畅想未来，让他们在憧憬中种下梦想的种子。

潘梦婷 摄

童心筑梦 畅想未来

跑道上，孩子们合影留念，留下最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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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基础教育普及普惠巩固收官战聚焦基础教育普及普惠巩固收官战
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

“我们园目前共有在园幼儿80名，
过去每年能领到上级财政奖补资金16
万余元，以及镇（街道）发放的幼儿教
育券4万元和扶持资金10余万元。落
实生均公用经费后，每年还能领到这
项经费 6 万余元，幼儿园的持续健康
发展更有保障了！”近日，山东省淄博
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中心幼儿园园长宫
萍告诉记者，在各项学前教育发展政策
支持下，幼儿园办得越来越好。

新建、改扩建加固幼儿园 75 所，
95%以上的幼儿园达到省定基本办园
条件标准，10 处镇（街道）中心园全部
通过省级认定⋯⋯这些数字见证了近
两年临淄区学前教育迈出的坚实步伐。

近年来，临淄区认真落实学前教育
行动计划，坚持学前教育资源“公办”和

“民办”并举，教师队伍和经费投入“人”
“财”共建，学前教育工作持续在扩增资
源、健全机制、提高质量上下功夫，有效
提升了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打通小区配套园建设瓶
颈，公办园占比大大提高

近日，在临淄区淄江社区，新建的

临淄区第三实验幼儿园即将完工，很
多社区居民都点赞“这所幼儿园建得
太及时了”，这所园不仅条件好，收费
还便宜，以后小区里的孩子在家门口
就能上公办园了。

临淄区第三实验幼儿园是该区小
区配套园建设项目之一，去年启动建
设，将于今年秋季招生。近年来，受
城市化进程加快、棚户区改造等影
响，临淄区新建居民小区数量和入住
人口持续增加。临淄区 《关于加强居
民小区配套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的
意见》 要求，“凡新建居民小区每
3000—5000 人口设置一所 6 个班以
上的幼儿园，新建小区配套园应当与
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
收、同步交付使用。”

“能不能上一所好的幼儿园，已经
成为当下新建小区居民最关心的事
情，面对群众的关切和建设中的难题，
必须想办法创新机制、打通瓶颈，满足
人民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临
淄区副区长李玲表示。

面对幼儿园在具体规划和建设过
程中部门权责不协调不充分等制约因
素，临淄区进一步建立完善跨部门协

调机制，强化了教育部门在配套园规
划和建设中的权责，要求在小区修建
性详细规划报批前，规划部门就配套
园的详细规划、住建部门就建设条件
意见书，必须书面征求教育部门意见，
确保教育部门提前介入小区配套园建
设，行使配套园建设中规划、监督、验
收的权责。

同时，针对新建小区配套园建设
用地划拨到教育部门后难以落地的问
题，临淄区进一步完善建设条件意见
书制度，将小区配套园立项、手续办
理、建设、装修、内配、绿化、移交等内
容全部写入意见书，作为相关地块土
地使用权招拍挂的要约内容，由开发
商负责办理一切手续及建设，确保建
成后无偿移交教育部门办成公办园。

“在区委区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我们彻底打通了小区配套
园建设的瓶颈，去年以来，全区启动推
进小区配套园建设项目 11 个，新增学
位 3510 个，完成后全区公办园占比提
高了 12 个百分点。”临淄区教育和体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学军表示。

除了小区配套园建设，临淄区还
规划投资 5000 余万元，启动了皇城镇

4 所幼儿园建设，其中 3 所将于今年秋
季开始招生，进一步满足乡镇适龄儿
童享受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

激励政策接连出台，普
惠性民办园发展底气更足了

“自从成为普惠性幼儿园以来，我
们的收费虽然降低了，但得到了政府
更多的优惠政策，幼儿园发展质量更
高了，底气更足了。”临淄区响叮当幼
儿园园长王志云说。

响叮当幼儿园的发展得益于临淄
区实施的普惠性幼儿园激励政策。为
了引导民办园向公益性、普惠性方向
发展，临淄区于 2015 年出台了《普惠
性幼儿园认定和管理办法》，对认定为
普惠性幼儿园的实施政府补贴。2019
年，又将普惠性幼儿园纳入生均公用
经费范围，享受每生每年 810 元的生

均经费补助。
王志云算了这样一笔账：作为普

惠性幼儿园，每个孩子每年能享受政
府拨付的生均公用经费 810 元，全园
360 余名孩子，每年就有近 30 万元，
可以保障正常运行。此外，在教师专
业发展、结对帮扶、课程建设等方
面，幼儿园还能得到更多专业指导和
政策支持。

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促使临
淄区越来越多的民办园加入到普惠性
幼儿园行列。截至目前，临淄区累计
认定普惠性幼儿园 92 所，占全区幼儿
园总数的87.6%。

与此同时，临淄区还对使用、规划
和建设不到位的幼儿园开展专项整
治，坚持落实“一园一案”，今年底将全
面完成整治任务。届时，全区还将新
增普惠性幼儿园学位 1350 个，普惠率
提高7个百分点。 （下转第二版）

普惠园建到老百姓家门口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大力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宋以生 亓俊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