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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是幼儿园重要的活动内容，早
餐、早点、午餐、午点，有的园所甚至
还有晚餐、晚点。餐点时间占去了幼儿
在园时间的很大一部分。怎样透过饮食
让幼儿开启对生活的认知，让他们成为
爱生活、会生活、有创意的人？我们以

“体验有味道的生活”为基线，开展了
一系列食育活动，让幼儿通过品尝美
食、学习餐饮礼仪、探究食物本源等，
传承优秀饮食文化，丰富幼儿的童年。

制定分类食谱，保幼儿
健康

节气食谱，保健康。幼儿体质比较
羸弱，对节气变更格外敏感，非常容易
生病或产生其他不适。基于此，我们将
现代营养学理论与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保
健养生法进行整合，以应季食材为主要
材料，开发了适合幼儿体质的节气食
谱。如立春时，带幼儿品尝脆生生的萝
卜，取一张柔软透明的春饼，包上刚发
芽的小葱、小油菜、菠菜等时令菜蔬，
做成春卷，咬一口，满口清香，这就是

“咬春”。
我们还开发了萝卜生姜饮等饮品，

针对春寒和秋燥的幼儿饮用，预防上呼
吸道感染；薏米红豆煎、炒米茶等是给
湿气大的幼儿饮用的⋯⋯在这些适宜的
饮食保障下，幼儿体质越来越好，出勤
率长期处于高位，甚至有的班级出现连
续11个月满勤的奇迹。

特殊食谱，护成长。特殊体质的幼
儿一直是家长和教师最为关注和无奈的
群体。为保护他们的健康，我们结合晨
检、请假追因和儿童发育曲线图等进行
科学分析，将体弱儿分为挑食偏食易感
型幼儿、肥胖儿、病弱儿等不同类型，
在饮食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制定特
殊食谱。如肥胖儿童，我们会用鸡胸肉
替换五花肉，用蔬菜豆腐汤替换排骨汤
等，用这种方式循序渐进地调整他们的
体质，并引导其加强户外锻炼，提高身
体素质。

偏食食谱，纠习惯。偏食是幼儿健
康成长的极大障碍，也是家长、教师教
育的难点。近年来，我们对偏食形成的
原因、相应的教育策略、教育形式等方
面进行了细致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
效。

大部分幼儿喜欢软糯食物，导致咀
嚼能力变弱，这成了偏食的一大主因。
另外，家长偏食也会造成幼儿对某种菜
品产生反感，从而形成习得性偏食；家
长过于迁就和纵容幼儿吃零食、喝饮
料，会造成溺爱式偏食；对幼儿的饮食
过度关注，用诱惑或强迫等方式喂养幼
儿，会诱发过激式偏食。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系列
品尝游戏活动，让幼儿从尝一尝逐步过
渡到喜欢吃。在餐前引导过程中，教师
会取来当日食材，请幼儿分享食物中的
营养，或者以歌谣、故事等形式让幼儿
对即将端上餐桌的饭菜产生兴趣。吃饭
时，启发幼儿发挥想象，给饭菜取个诗
意的名字，也有利于激发幼儿对食物的
喜爱。比如粉蒸肉，幼儿取名为“黄金

小刺猬”，虾仁西兰花是“绿色森林”，
鸡蛋丸子叫“月亮船”。

我们还通过阅读、制作、创编绘本
故事，自己动手制作食物等，帮助幼儿
渐渐认识偏食的害处和正确的饮食方
法。慢慢地，幼儿对特殊味道的食物也
产生了兴趣。

我们也邀请相关专家开展讲座，帮
助家长掌握和应用科学养育知识，开展

“妈妈和我一起尝尝姜”“偏食小巡警”
等健康体验活动，举办亲子烹饪等活
动。在愉快的氛围中，家长也形成了科
学的养育观念和喂养方式。

学习餐桌礼仪，知晓传
统文化

餐饮不仅仅是解决温饱，也是幼儿
礼仪学习的重要契机。在幼儿园中，我
们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在小班用不锈钢
餐具，培养幼儿稳拿稳取、安静等待、
整洁就餐的能力。中班采用竹制餐具，
让幼儿体验不同餐具的质感，同时轮流
为全体小伙伴服务，让幼儿逐渐学会自
主取餐，自我服务。到了大班，我们为
幼儿配备筷子和瓷器餐具，让他们学着
认识传统餐饮工具，并能以小组为单
位，相互服务，培养合作意识。

同时，中国传统节日饮食文化博大
精深，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我们邀请民
间艺人、爷爷奶奶一起参与幼儿园的食
育庆祝活动。如元宵节，我们请一些年
长的家长来园当志愿者，教幼儿捏属相
面灯。同时，幼儿与家长一起唱诵本地
童谣“天亮了，鸡叫了，小鸭子挑水来
到了。狼打柴，狗烧火，猫儿洗脸蒸饽
饽”。

清明节蒸小燕，端午节包粽子，
中秋节做月饼⋯⋯这些节日美食让幼
儿记忆深刻。我们力求延展节日文化
的教育价值，让不同节日给幼儿带来

不同的体验，让传统文化根苗在幼儿
心中深植。

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五是全园的生日
宴时间。这一天，在本月过生日的幼儿聚
集到一起欢庆生日。我们改变吃蛋糕的
习惯，将威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花饽饽融入生日宴主题活动中。

我们把菜园中各种颜色的蔬菜榨
汁，这些汁液是天然无害的染色剂。厨
师将汉菜的粉色汁液、菠菜的绿色汁
液、火龙果的红色汁液、南瓜的金黄果
肉揉到面中，幼儿也可以自己动手操
作。彩色的面团在他们手中可以变成任
何东西。作品很快新鲜出炉，小兔子、
小乌龟、彩圈、花朵⋯⋯不论是什么样
子，在幼儿心中都是最美妙的生日礼
物。

寻找食物本源，做科学
探究达人

“豆角是怎么长出来的？茄子小的
时候也是紫色的吗？”⋯⋯幼儿的内心
总是有无数的问号，这都是教育的最好
契机。为满足幼儿科学探究的兴趣，我
们开发了园内种植区，园外中药种植基
地和农场，让幼儿从尝试自然种植、陪
伴植物成长、饲养小动物中，了解食物
来之不易，学会珍惜食物，同时提升幼
儿科学探究能力。

通过开展种植活动，幼儿明白小麦
要经历播种、拔节、抽穗、扬花、收
割、脱粒等过程，从而更明白食物来之
不易，要学会珍惜。

与此同时，在种植的过程中，幼儿
还丰富了不少关于植物的科学知识。

小菜园的种子大部分是家长提供
的，也有幼儿去外地游玩时带回来的。
有个幼儿去世博会，带回了一些太空南
瓜种子，最大的一个南瓜重达 40 多
斤，给所有人极大的震撼和鼓舞。

玉米是幼儿都爱吃的食物，掰玉米
也是他们特别喜欢的活动。在采摘之
前，幼儿先讨论了关于玉米的常识，

“玉米可以做成玉米羹、玉米沙拉、玉
米罐头”“姥姥用玉米粒喂大母鸡，下
的蛋可大啦”。幼儿叽叽喳喳说着自己
对玉米的认识。一颗小小的玉米种子可
以长成两米高的植株，种植园里，幼儿
都抢着和玉米比一比谁更高。慢慢地，
他们发现，原来玉米浑身都是宝。

在观察、记录植物成长过程中，幼
儿知道肥料可以为植物增加营养，驱虫
药能赶跑害虫⋯⋯

在就餐过程中，食物的滋味、软
硬，咀嚼的声音会吸引幼儿用心去品
味、分辨山的味道、海的味道、叶的清
爽、花的芬芳⋯⋯“黄瓜的汁很多，像
是在嘴巴里下了一场小雨”“小小的豆
腐像果冻一样滑进我的嘴里”⋯⋯通过
这样的分享、表达，慢慢地，幼儿的感
官越来越敏锐，表达越来越清晰，想象
力也越来越丰富了。

采摘下来的食材吃不完怎么办？冰
箱存储，空间有限；自然存放，容易腐
烂⋯⋯幼儿就与爸爸妈妈一起找寻食材
的保鲜方法。如吃不了的白菜可以在广
口瓶里水生保鲜，土豆、萝卜可以埋在
土里继续生长。他们还策划组织了阳光
大卖场、大丰收话剧表演、儿童庙会等
特色活动，将食材销售出去。

经过长期努力，我园幼儿个个吃
饭香，身体棒，很少有感冒生病的。
学期末幼儿身体测查中，我们欣喜地
发现，所有幼儿都长高长壮了，家长
们也发现幼儿不再挑食，还懂得爱惜
粮食、保护自然了。或许这就是食育
的 价 值 ， 它 发 生 在 幼 儿 的 日 常 生 活
中，看起来也不起眼，但却在潜移默
化地改变着幼儿。

（作者系山东省威海经区凤林街道
办事处中心幼儿园园长）

吃健康食物，学饮食文化，探食物奥秘

以食育丰富童年
冷云

成长话题

﹃
小厨师们

﹄
用面粉捏出了自己喜欢的动物造型

。

王艳芳

摄

（上接第一版）
幼儿园从彩绘节中窥见家园一

起开发本土游戏材料的契机，于是
在平时教学以及亲子活动中有意无
意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制作玩具，
或者一起玩游戏，有的教师还邀请
家长陪着孩子将石头、木板、竹
竿、铁环等废旧物品或花木等资源
带到幼儿园，让孩子们“有玩的东
西”。

幼儿园还通过多次举办冬季趣
味运动会、六一儿童节亲子游戏活
动等，坚持不懈地动员和激发家长
参与幼儿园的一日活动构建、课程
体系建设、区角环境创设，不断完
善幼儿园的软硬件环境。

记者在幼儿园看到，每间教室
不但有安吉游戏玩具等成品玩具，
乡野味很浓的石头、石子、玉米
芯、松果等玩具材料，也被整齐有
序地摆放着。据统计，本土游戏材
料中有 70%是由家长和孩子提供
的，30%是由幼儿园教师入户或上
山收集整理而来。废旧类材料达
38 种上千件，自然类材料达 100
多种。“百草园”里有农村常见植
物 68 种，基本上满足了幼儿活动
需要。

助推家园共建走向深
入，引领更多乡村园变强

天旺片区幼儿园已经成为遵义

市村级园的一块招牌。“我特别喜
欢每天早上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
入园，这是个温馨的时刻，家长脸
上 尽 是 笑 容 ， 孩 子 个 个 欢 呼 雀
跃！”余永芝说。

家园合作开发本土游戏材料的
过程，促使一批教师快速成长起
来。余永芝已被贵州省王双名园长
工作室聘为学员。过去不少教师不
知道如何开展区角活动，现在已能
熟练地组织一日活动，而且外出培
训、学习机会更多了。当有姊妹园
同事来园观摩学习时，他们都能自
信而专业地向对方介绍幼儿园本土
游戏活动开展相关情况。

家长才是最好的“助教”。目
前，幼儿园正在用更有力的行动回
应家长的关注。当孩子在幼儿园把
玩具玩出新意时，教师会把游戏照
片、视频发到家长群里，让家长及
时了解孩子在园“玩”的情况。有
的教师还自愿不时组织亲子游戏活
动，以此来影响留守儿童的监护
人，从而帮助这些孩子在玩中学、
在学中玩。

“遵义共有村级园 739 所，如
果村级园强不起来，我们的学前教
育就无法变强！”遵义市学前教育
发展中心主任张艳梅表示，今后将
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天旺片区幼儿园
的做法，助推更多村级园成长为优
质园，让更多适龄儿童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优质学前教育。

家园共建助乡村园
变优质园

一所学校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直接关系学校的综合实力及声誉
地位，作为浙江省首批“中职名校”
建设单位，宁波外事学校精心组织、
精细谋划、精准发力，探索从“管
理”到“治理”新思路、新途径，并
将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置
于服务国家战略中，置于服务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中，置于职业教育发展的
大格局中，为学校快速发展注入新的
生机与活力。

下活棋
立治有体 施治有序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推动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宁波外事学校顺势而
为、乘势而上，从制度建设、文化治
校、愿景牵引、创新融合四大模块着
手 ， 有 机 整 合 学 校 治 理 要 素 ， 以

“治”字为支点和突破口，系统推进现
代学校治理体系建设，使学校内涵建
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可谓是一“治”
落，满盘活。

“有制”才能“有治”，科学规范
的学校制度是学校推进治理现代化、

实现“法治”的基础。宁波外事学校
积极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有关法规、制
度及标准，形成科学合理、系统全
面、能用管用适用的校本规章制度体
系，扎牢学校治理根基。完成 《学校
治理能力建设规划》《学校内控制度的
实施方案》 等，让学校管理更加科学
有效；完善 《党委会议制度》《党政联
席会议制度》 等 7 项制度文本。新定
12 项制度，修订 11 项制度，废止 5 项
制度，最终调整为 55 个制度，刊印新
版的 《宁波外事学校管理制度汇编》，
构建健全、高效、科学的工作氛围与
管理体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决策程
序，确保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作安
排落实落细。强化党委的廉政建设、
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着力打造风清
气正的办学环境和文化品质。

“善制”方能“善治”，在愿景牵
引模块中，学校进一步完善治理结
构，完成团队建设规划与学生议事制
度，以“文明校园评比”“垃圾分类检
查”“文明办公室评比”等相关行政检
查或评估为契机，进一步规范管理，
强化学校行政管理的内涵化与有效
性。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全国职业院校学生管理 50 强、

浙江省文明单位、宁波市先进基层党
组织、宁波市五一文化奖、第二批宁
波市文明校园、5A 等级平安校园等 40
多项荣誉。

实现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必须顺应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
求，深入应用信息技术，全面推进智
慧治理，开创学校善治新时代。学校
完成创新融合中的系列规划与方案文
本，提升学校治理智能化水平，完成

《学校治理智能化提升规划文本》《学校
运行分级预警系统方案》 等，以 iFAS
为平台，启动实施相关智能系统。

随着全方位、立体化、科学化的
四大模块治理体系的持续推进，学校
全面开启从“管理”到“治理”的

“善治”新时代。

担使命
深耕优势专业 创造人才红利

——学校始终将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置于服务国家战略中，置
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随着产
业转型升级的加快，学校结合自身优
势，科学准确定位，优化专业布局，
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深耕外经贸专业

群 、 TAFE 专 业 群 、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群、艺术专业群建设，为区域经济发
展创造人才红利，勇担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使命。

随着宁波跨境电商贸易方式的崛
起，企业需要大量既懂外语又能进行
外贸操作的复合型人才。学校依托
英、日、韩、德、法、俄 6 个语种的
教学能力，形成了基于多语种的涉外
类经贸群。经贸专业群紧贴市场、紧
贴产业、紧贴企业，和 60 余家单位开
展校企合作，同时作为牵头单位，成
立了商务英语专业职教集团，拥有外
贸一站式综合实训等 12 个多语种情境
实训教室，为专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支撑。其中，商务德语专业通过加入
歌德学院的 PASCH 项目，成为歌德学
院 的 “ 塑 造 未 来 伙 伴 ” 项 目 学 校 。
2016 年学校成功承办了第七届全国奥
林匹克德语竞赛，学生连续三届蝉联
冠军，并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德
语奥林匹克竞赛。其他语种专业学生
也在全国比赛中获多项冠军：日语专
业学生连续两年夺得全国高中生日语
作文比赛一等奖，法语学生获得全国
中学生法语创新词大赛一等奖。

TAFE 学院由宁波外事学校、宁

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澳大利亚西悉
尼 TAFE 学院三方合作举办，是浙江
省政府部门批准、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校实行中澳
合作、中高职贯通的小班化教学模
式，开设金融管理、市场营销、报关
与 国 际 货 运 、 艺 术 设 计 4 个 专 业 。
TAFE 英语三级考试通过率达 98%，大
学英语四级通过率达 93%。4 次荣获
全国职业院校中职英语技能大赛 （专
业组） 一等奖。TAFE 专业 2020 届学
生在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专升本的
上线率达 95.7%。

学前教育专业群的建设中，学校
与浙师大以及宁波市第一幼儿园等 17
家省级示范园共同成立学前职教集
团，组建学前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
三方联手在人才规格设计、教学课程
体系等方面展开了有效合作，为学生
见习实习与专业技能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此外，搭建低起点高落点的中本

一 体 化 、 中 高 职 一 体 化 成 才 通 道 。
《“一体四坊”推进学前教育“中本
一体化”的实践研究》 获宁波市教育
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

作为宁波中职教育中仅有的一所
培养应用型文化艺术工作者并同时向
全国各大高校输送艺术类人才的中职
学校，学校拥有得天独厚的艺术文化
底蕴，形成音乐、舞蹈、影视表演、
戏曲专业。学校积极开展甬剧专业“现
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聘请 10 位行业
专家来校兼职授课，今年毕业的 26 名
学生全部进入甬剧团工作。学校与波兰
克拉科夫音乐学院、匈牙利李斯特音乐
学院、荷兰皇家音乐学院建立合作关
系，师生曾多次前往德国、韩国等国进
行交流演出；首次尝试在境外开办宁波
外事学校海外分校——中罗（德瓦）国
际艺术中学。此外，艺术专业 2018 年
共向社会推出5场公演，开放了近30场
阶段性教学成果汇报演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昂扬奋进的
宁波外事学校将继续以学校治理能力
建设为动力引擎，加快浙江省名校建
设步伐，培养更多更好的具有历史担
当的时代新人。根据 《职业教育提质
培 优 行 动 计 划 （2020—2023 年） 》，
未来，学校将精诚卓越、继往开来，
向着打造全国一流、国际知名优质中
等职业学校的目标前进。

（王 正 叶盛楠）

下活棋 担使命 成就高水平竞争力
——聚焦宁波外事学校“名校”建设

（（浙江篇浙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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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玉） 近日，
辽宁省沈阳市教育局等七部门联合
出台 《沈阳市城镇居住小区配套幼
儿园规划建设管理办法》，为全市
小区配套园规划建设提供了重要依
据和制度保障。

据悉，小区配套园将成为今后
沈阳市公办园扩增的主渠道。针对
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偏低的实际情
况，《管理办法》 规定，今后凡是
新规划、新建设的小区配套园，移
交后一律办成公办园，尽最大限度

“保基本、兜底线、平抑物价”，努
力扩大公益、普惠、优质、安全的
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

对于小区配套园规划建设工
作，沈阳市教育、自然资源、城乡
建设等部门将密切协同，多措并
举，联审联管。对于应规划未规划
或规划不足的，不予审批工程规划
许可；对于应建设未建设或未按照
规划许可建设的，不予办理规划核
实；对于应移交未移交的，不予办
理小区竣工验收备案。小区配套园
与项目首期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无偿交
付使用。同时规定，“小区配套园

符合划拨政策，可以以划拨方式供
地。以出让方式供地的，不计入成
交地块容积率”。

与此同时，沈阳市将规划配建
起点的居住小区规模，由原来的
6000 人下调为 3000 人。规划居住
人口 3000 人的小区，应配建一所
6 班型以上规模的幼儿园。规划居
住人口不足 3000 人的小区，应由
区、县 （市） 政府进行区域统筹和
自主确定。《管理办法》 明确了小
区 配 套 园 不 动 产 产 权 归 区 、 县

（市） 政府所有。小区配套园为公
共教育资源，属国有资产，不得为
开发建设单位和其他法人、个人办
理不动产登记。沈阳市提倡开发建
设单位精装修交付，鼓励开发建设
单位超标准规划和建设小区配套
园。

另外，《管理办法》 在强化
“公众监督”的同时，规定教育行
政部门要全程参与小区配套园的规
划、设计、验收、移交等各个环
节。市、区两级教育部门在土地出
让、规划设计方案审定、工程规
划许可、园舍设计建设、竣工验
收、确权登记等阶段要出具意见。

沈阳新建小区配套幼儿园“一律公办”
小区规模达3000人即应配建 教育部门全程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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