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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龙溪镇中心
幼儿园在 2018 年 6 月被评为市级示
范幼儿园。园舍崭新，教师的精神面
貌良好，尤其是 80 平方米的资源中
心，更是吸引了不少幼儿家长驻足观
望：“娃儿们太幸福了，不但有饭吃

（免费营养改善计划），还有很多好玩
的玩具。”

“这只是我们遵义市近些年抓学
前教育质量提升和促内涵发展的一个
缩影。我们跑出了‘加速度’！”遵义
市教育局职成学前科科长袁流敏说。
截至 2019 年底，遵义全市累计投入
资金 27 亿元用于学前教育提质增
效，幼儿园数量从 2010 年的 398 所
增加到 1752 所，公办园从 81 所增加
到 972 所，在园幼儿从 13 万余人增
加到 23 万余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从63%增至89.3%，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达78.27%。

镇村一体化管理，明确
幼儿园办园方向

“我们幼儿园以前是丁台小学的
一个校中园。那时我们的一日活动就
是教孩子们拼音，当然也学算术。”
汇川区松林镇丁台村幼儿园负责人娄
豫告诉记者，现在幼儿园一日活动开
展起来了，不但教室里有建构区、阅
读区、娃娃家、美工区等，户外场所
玩的东西也不少，有滑梯、轮索、平
衡木⋯⋯

丁台村幼儿园的改变缘于教育
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8 年启动
的“贵州省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提升项
目”。项目在遵义市覆盖 100 所幼儿
园，通过探索镇村一体化管理，以教
研为抓手，提升农村幼儿园教师专业
能力，最终提高农村学前教育保教质
量。项目试点园实行统一管理，分园
园长由中心园指派。列入儿基会项目
后，丁台村幼儿园成了松林镇中心幼
儿园的分园。“在中心园帮助下，分
园不但玩具增多了，很多教师的知识
结构、观察及认识儿童的能力、教研
方法等也得到了及时更新。”松林镇
中心幼儿园园长苟晋说。

“你们拍的游戏视频时间太短了，
两分钟以上才能观察出幼儿的口语表

达、认识水平和社交能力等。”天津师
范大学教授梁慧娟是“贵州省农村学
前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的指导专家，
她前后 6 次到松林镇中心幼儿园及丁
台村幼儿园，通过观看一日活动，参
与当地教师教研后再指导他们观察幼
儿与环境互动、创设有效的环境，手
把手指导教师开展有效教研。接受指
导的教师回到幼儿园后，再把所学技
能辐射到所在乡镇 （村） 幼儿园。

这一项目使得原来一些办园思路
不清晰的村级园或民办园有了方向。
在项目扶持下，松林镇中心幼儿园被
评为遵义市级示范园，还带动培养出
了60名骨干教师。

松林镇中心幼儿园舒谟说，梁慧
娟教授刚来时，作为业务园长的她，
连“观察儿童、支持儿童”都不懂，
做教研时更是躲得远远的。后来跟着
学习，慢慢就开窍了。现在她已能游
刃有余地带领教师做教研了。

用好资源中心，扶强村
级幼儿园

“怎样和孩子共读绘本 《母鸡萝
丝去散步》？”“纸板作为材料可以开
展哪些游戏？”播州区龙坑镇中心幼
儿园排列归档的资源中心室内，用手
机扫一扫每一类材料上的二维码，教
师教学建议和孩子游戏活动实录等马
上就会展现在眼前。这所幼儿园独创
的“二维码”式资源共享法，因为便
捷高效，被迅速推广。

“有了这些使用说明和活动实
录，村级园、民办园就得到了实实在
在的教学指导建议。”余庆县教育局
基础教育股股长刘剑说，除成品玩具
编制有使用说明，个别化学习材料和
幼儿阅读材料等也编制有教学策略，
刚参加工作的教师也能“资源在手，
游戏活动不发怵”。

游戏是孩子的天性。近年来，遵
义市通过资源中心建设推动幼儿园的
游戏活动。资源中心是以乡（镇）中心
园为责任主体，以教研指导责任区或
集团化办园所辖农村园为服务对象，
集教研、培训、管理为一体的工作机
构。资源中心通过课程资源、人力资
源、信息资源区域共享，探索乡（镇）村
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的机制和策略。
每个资源中心由省教育厅统一配置 6
万至 8 万元经费。去年，全市建成 44
家资源中心，今年在此基础上又建了
86 家。到 2025 年，全市所有乡镇将
实现幼儿园资源中心全覆盖。

余庆县敖溪镇中心幼儿园园长邹
泓告诉记者，资源中心投入运行后，
幼儿园已开展了包括班级环创与本土
材料的投放、本土材料下的游戏案例
收集整理等多场教研活动。个别曾经
连区角也不会创设、更谈不上开展活
动的教师，现在也学会用本土材料开
展有质量的游戏了。

记者在龙坑镇中心幼儿园采访时
看到，资源中心负责人正组织 9 所民
办园开展“利用纸板制作游戏材料”
教研。教师们把不起眼的纸板制作成
穿衣娃娃、光影筒、纸板鞋、密室空
间⋯⋯“这些游戏材料投放到活动区，
孩子们或独立或小组式自由结对，快
乐地游戏、探究、学习，自然不会有‘小

学化’了！”教师们由衷感叹道。
依托资源中心，遵义的市级园与

县级园、乡镇及村级园加强了彼此间
的交流联系，尤其是乡镇、村级幼儿
园教师，能参与跟岗学习、培训的机
会更多了。敖溪镇指挥村南庄分园教
师杨成岚告诉记者，2019 年她每个
月都要到镇中心园参与两三次教研或
学习，中心园还不时指派骨干教师送
课、送教研到园，这样进进出出，自
己的业务能力不知不觉提升了，幼儿
园的办园方向也更明确了。

开发本土化游戏材料，
幼儿和教师一起成长

在农村幼儿园，因财力有限，购

买大量现成玩教具或游戏材料很不现
实。没有游戏材料，干巴巴坐着，孩
子们的学习就很有可能回到“小学
化”上，怎么办？遵义市教育局及时
提出“游戏材料本土化”的解决思
路。遵义市学前教育发展中心随即指
导农村园教师向大自然要学习材料，
将石头、松果、玉米芯和矿泉水瓶、
易拉罐、瓶盖等作为游戏材料。

李杰所在的兴隆幼儿园是一所典
型的校中园，也是儿基会项目及资源
中心的辐射园。李杰到幼儿园后，不
等不靠不要，主动带领孩子们用松
果、玉米芯，及废旧的矿泉水瓶、易
拉罐等，玩出了丰富多彩的游戏。比
如她引导孩子们用松果做头饰、项
圈，制作“松果超人”，甚至还用本
土材料教孩子们简单的排列组合、开
展科学小实验等。这些活动不但得到
孩子、家长的好评，还得到区级、市
级教研部门的一致认可。

在遵义，因地制宜实施“游戏材
料本土化”的幼儿园还有不少。红花
岗区十幼挖掘的本土化游戏材料中，
自然物有 11 种，废旧物就有 8 类 34
种；凤冈县花坪镇幼儿园的教师指导
孩子们用竹竿练平衡、建房子、编凉
席、编花篮、做快板、制工具等，这
不但使孩子们在游戏过程中主动参与
学习，教师也得到了成长发展。

“儿基会项目和资源中心一起发
力，再加上各有关幼儿园主动跳起来

‘摘桃子’，‘游戏材料本土化’的影响
越来越大了，也成了教师们努力的方
向。”遵义市学前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遵义市实验幼儿园园长张艳梅说。

遵义市还通过“春芽计划”“春
兰计划”、县级幼儿师资培训基地等
对各级各类幼儿园管理层、保教主任
及保教人员等进行培训。60 名骨干
教研员、100名资源中心管理骨干和
1500 名后备骨干教师被培养出来
了，他们又促进了一大批幼儿园保教
质量的提升。

通过集团化管理、示范园带动、
教研指导责任区指导，遵义市已建成
学前教育集团 40 个，创建省级示范
园 9 所、市级示范园 85 所、县级示
范园 176 所，12 名省级名园长组建
了工作室。

“遵义学前教育已稳稳走在提质
增效路上。我们将通过学前教育信息
服务管理云平台，用大数据来领跑学
前教育。”遵义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劲松
对该市学前教育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实施镇村一体化管理，建立资源中心，开发本土化游戏材料——

遵义学前教育开足马力提质量
本报记者 景应忠

江 苏 省 句 容 市 城 北 区 域 住 宅
较 多 ， 但 很 长 时 间 都 只 有 一 所 公
办园——崇明幼儿园，常常是一位难
求。自从句容市政府在这里建起了充
满现代气息的文昌路幼儿园，崇明幼儿
园的压力一下子缓解了，城北区域“入
优质园难”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短短
几年，文昌路幼儿园就获评“江苏省优
质幼儿园”等荣誉称号。

“2017 年 12 月，句容市政府出台
住宅小区幼儿园统一配建政策，此后，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不断扩充，较好
地满足了幼儿的入园需求，逐步形成
了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城乡一体化内
涵发展的新模式。”谈起构建优质普惠
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举措，句
容市教育局局长高宏斌表示。

缴费代建，前移小区配套
园治理关口

近年来，句容市始终将“办人民
满意的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放在第
一位，学前教育以公共财政投入为
主，坚持做到城镇同步建设、城乡同
步发展。但随着城市加快发展，仍然
存在城镇小区配套园供给不足的问
题，制约了学前教育普惠发展。句容

市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有的居
住区配套园由开发商建设，不仅规模
小、区域偏，且建设标准低，有的还
面临产权问题。

句容市政府结合幼儿园建设实
际，很快形成共识：采用缴费代建的方
式，将城镇小区配套园建设作为扩充
学前教育优质普惠资源重要举措，坚
持“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统
一管理”原则，加强住宅区配套园的规
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随后，句容市出台了一系列幼儿
园规划、建设的配套文件，提出，
2018 年前已建小区幼儿园资源如有
缺口，由政府投资建设弥补；2018
年之后出让的土地，开发建设单位按
相关标准缴纳配套建设费用，由政府
代建幼儿园。句容市财政、教育、国
土、住建等多部门联动，专业化、规
范化指导并监督幼儿园的选址、建
设、设计，保证小区配套园的同步规
划、实施、交付，切实解决小区配套
园存在的问题。

加大投入，努力推进园所
升级达标

小区配套园建设的新突破，激活

了句容市学前教育的活力。“十三
五”以来，句容市新建幼儿园 20
所，完成了 8 所村办幼儿园的新建、
改扩建，学前教育资源总量不断扩
大，区域内每所幼儿园人口覆盖数由
1.5 万减少到 1.28 万。此外，全市还
投入 4500 万元实施学前教育装备达
标升级工程，做到城乡投入一样多、
配置一样高，为城乡幼儿共享一样的
学前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句容市还
加快了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近 3
年，全市招聘幼儿园教师219名 （含
人事代理），公办园编制内教师的占
比提高到 35%，“两教一保”配备率
达 100%。该市还为公办园符合条件
的 387 名非在编教师办理了人事代
理，工资及“五险一金”全部由市财
政负担。同时，出台 《句容市人事代
理教师管理办法》，建立工资标准逐
年 增 长 机 制 ， 财 政 每 年 投 入 经 费
3000 余万元，解决了非在编教师的
后顾之忧。该市还通过目标导向、名
师引领、同伴互助、自主进修等方
式，强化学前教育骨干教师队伍和学
科领军人才建设。

句容市还以创建省、市优质园

为抓手，推进城乡优质普惠学前教育
资源不断扩充，优质普惠的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正在逐步构建，全
市现有省优质幼儿园37所。“全市在
园幼儿15750人，91%的适龄幼儿在
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园就读，形成了以
公办园为主、以优质园为主、教师工
资 以 财 政 保 障 为 主 的 学 前 教 育 格
局。”句容市教育局副局长许艾岷表
示。

活动牵引，全面提升课程
游戏化建设内涵

走进句容市崇明幼儿园北部新城
分园，记者很快就被丰富多彩的游戏
活动吸引了：偌大的户外活动场地被
分成不同区域，孩子们忙得不亦乐
乎，有的正在“捕鱼”，有的忙着

“炒菜”，还有几个“销售员”正在向
“路人”推销手工制品⋯⋯

“一开始面对课程游戏化，我们
也不知所措。”该园副园长郑琴介
绍，针对课程游戏化推进中存在的问
题，他们组织教师走出去观摩学习，
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题培训活动，不断
更新教育观念。“如今园里已初步建
构起以‘童真、童趣、阳光、幸福’

为主要特征的课程游戏化体系，游戏
的理念和精神渗透到了各类活动中。”

在句容市，随着课程游戏化的推
进，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初
步具备建构园本课程体系的幼儿园，
在专家引领下逐步建构了个性化、体
系化的园本课程；积累了一定程度的
园本化活动资源，但尚未梳理且需要
依托教师用书的幼儿园，注重开展

“幼儿园一日弹性作息”“课程游戏化
园本实施”等专题研讨，以提高课程
游戏化实施水平。

与此同时，句容市还特别注重利
用重大活动提升、检验课程游戏化建
设水平。2017 年，得知江苏省学前
教育现场推进会将在句容召开，该市
选取了 15 所城乡幼儿园作为开放
园，邀请专家上门一对一指导。半年
后，这 15 所幼儿园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此后又分别结对帮扶其他
园，推动全市幼儿园课程游戏化。

据统计，句容市先后投入 2000
多万元，用于幼儿园课程游戏化环境
改造和课程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的
学前教育内涵发展新模式，全类覆
盖、全员参与、全面推进的区域整体
发展态势已初步显现。

江苏句容狠抓小区配套园治理，全面推进课程改革——

一体化发展让城乡幼儿园一样好
特约通讯员 唐守伦 通讯员 王建明

一线行动

本报讯 （记者 曹曦） 日前，《黑龙
江省教育厅等 15 部门关于切实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民办幼儿园纾困工作的通知》 发
布。《通知》 提出，该省将按照“发展普
惠性学前教育，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的
要求，加大资金统筹力度，落实房租、税
收、各项社会保险减免政策等，依法保障
教职工劳动报酬等权益，加大稳岗支持力
度，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背景下，扶持民办幼儿园稳定发
展。

《通知》 指出，各地要充分评估疫情
对民办园的影响，结合当地疫情防控风险
等级，对满足复园条件的幼儿园，科学、
有序、错峰安排复园复育工作；要统筹考
虑民办园在防疫物资供应、幼儿资助等方
面的需求，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园的政策支
持。

各地要统筹各类资金，加大对普惠性
民办园的支持力度。及时将中央财政支持
学前教育发展资金拨付到普惠性民办园。
按照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要求，按标准
提前拨付普惠性民办园奖补资金。鼓励具
备条件且有意愿的非普惠性民办园转为普
惠性民办园。将民办园纳入省级中小企业
稳企稳岗基金支持范围。鼓励银行对符合
贷款条件的民办园加大信贷投放，降低贷
款利率，延长贷款周期。

对符合条件的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
房民办园，实行相应的租金减免。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对符合条
件的营利性民办园提供学前教育取得的收
入，免征增值税。2020 年 2 月至 12 月 31
日前，阶段性免征注册为企业的民办园教
职工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通知》 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公办
园非在编教职工和民办园教职工疫情期间
的工资发放工作。对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
的参保幼儿园，返还单位及其教职工上年
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执行期
限至2020年12月31日。

黑 龙 江

统筹资金扶持
民办园稳定发展

动态播报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近日，河南
省教育厅公布郑州市实验幼儿园、洛阳市
实验幼儿园、开封市群英幼儿园等100所
幼儿园为该省首批“食育试点幼儿园”。

按照试点工作要求，河南省教育厅将
分期分批为试点幼儿园培训包括园长在内
的管理人员及骨干教师，使其具备食育实
践和研究能力。各地、各试点幼儿园要因
地制宜、科学规范开展食育实践研究。要
根据 《河南食育试点园创建与评估标准

（试行）》，认真做好食育环境创设、食育
课程体系建设、食品安全管理及幼儿健康
管理等各项工作。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将加强对试点园的
指导与监管，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实施。省
教育厅对试点幼儿园实施动态管理，建立
考核激励机制。每年定期开展食育试点幼
儿园优秀实践案例征集评选工作，并适时
评选出一批食育示范幼儿园，支持创建具
有当地特色的食育发展模式。

河南省教育厅强调，各级教育部门和
各试点幼儿园要充分认识到，积极开展食
育课程研究推广，对培育幼儿良好生活习
惯、为儿童一生健康成长奠基的重要意
义；要结合实际制定食育试点工作实施推
进方案，以点带面带动各级各类幼儿园全
面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和营养健康知识，为
幼儿提供合理膳食，促进幼儿健康快乐成
长。

河 南

确定100所
“食育试点幼儿园”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贵州省遵义市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巧用万能鼎开展跨障碍游戏。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