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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渭水源农家乐。”“洋
芋，白菜，便宜卖喽⋯⋯”日前，在甘
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渭河幼儿园，一
场别开生面的区角游戏正在进行。
农家乐、农贸市场、种植园等“接地
气”的环境创设和功能区让人眼前
一亮，很难想象这是一所普通的农
村幼儿园。

渭河幼儿园的变化是定西市农
村学前教育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市通过不断扩大农村学
前 教 育 覆 盖 面 ， 着 力 补 齐 “ 短
板”，优化幼教师资队伍，并采取
名园办分园、强园帮弱园、合作办
园等集团化、多样化办园形式，促
进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共享，全面提
升了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保障
水平和教育质量。

补齐“短板”
农村园蓬勃发展

“过去我们没有幼儿园，只有
小学附设的学前班。”渭河幼儿园
园长张红介绍，该园是 2016 年在

原九年制学校基础上改扩建而成，
目前在园幼儿100人、教师9人。

近年来，陇西县科学谋划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投入资金
7527 万元，学前教育全面快速发
展。截至目前，全县 17 个乡镇均
建有一所乡镇中心幼儿园，河那
坡、弯儿坪等174个行政村都建有
幼儿园，满足了农村幼儿就近入园
需求。

会川镇位于渭源县南部，212
国道和316国道在此相交，是丝绸
之路的交通要道和商埠重镇，人口
超过 5 万人，但过去全镇只有一所
公办园，“挤”是教师、幼儿和家
长们共同的记忆。

“只有几间平房，场地小、设
备简陋，户外活动时只见人头不见
地。”会川幼儿园园长杨淑萍对此
深有感触，“孩子们装都装不下，
更别说保教质量了。”

转机出现在 2013 年。渭源县
委、县政府一次性投入 570 多万
元，占地 10 亩的新幼儿园拔地而
起，各类现代化设施配套齐全，可
一次性容纳 1000 名幼儿，办园条
件得到整体性改善。有了宽敞的活
动场地，幼儿园户外活动如火如荼
地开展了起来。

为进一步扩大学前教育覆盖
面，2015年，渭源县利用位于会川

镇东关村的闲置房舍新建了一所农
村园，并采用公办园办分园的模式，
由会川镇幼儿园同步管理、同步教
研，分园发展迅速走上正轨。2019
年，渭源县新建了会川镇第二幼儿
园，新增学位270个，满足了全镇幼
儿的入园需求。

农村学前教育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不只是陇西县和渭源县有这
样 的 变 化 。 据 统 计 ， 仅 2018—
2019年，定西市筹措建设资金近3
亿元，建设行政村幼儿园 291 所、
城区幼儿园 14 所，新增农村幼儿
学位1.1万个、城区幼儿学位3150
个，实现 1000 人以上有实际需求
的行政村幼儿园全覆盖。

2010—2020 年，定西市公办
园数量由 659 所增加到 1144 所，
在园幼儿由 26623 人增加到 73284
人，其中，农村幼儿园986所，在
园幼儿59531人。

建立“共同体”
优质资源实现共享
冬日寒风阵阵，然而在临洮县

新添镇中心幼儿园内，却是一派暖
意融融的景象，孩子们在户外滚铁
环、打陀螺、淘沙子，玩得不亦乐
乎。

“我们以培养身心和谐发展儿
童为核心，通过环境创设和高质量

游戏、区角活动等，幼儿园内涵发展
有力提升。”临洮县新添镇中心幼儿
园园长郭立生介绍，近两年来，幼儿
园在特色办园和幼儿游戏质量上下
足功夫，过去的薄弱园一跃成为优
质园。

这样的转变从何而来？2018
年 以 来 ， 定 西 市 积 极 探 索 “ 名
园+”集团化办园模式，全市建立
30 个学前教育集团，36 所名园与
227 所农村园、薄弱园、新建园、
民办园签订协议，通过结对联动、
强弱互补、资源共享、交互引领，
充分发挥优质资源的辐射带动作
用，薄弱园得以“重生”。

与此同时，各县区成立教育联
盟，联盟中心园和联盟成员园在管
理示范、课程内涵、教研提升、师
资培训等方面紧密合作，推进了薄
弱园的标准化建设。

“通过联盟内专题教研、园本
教研、骨干教师公开示范课等活
动，促进了教师之间相互学习、快
速成长，有效提高了联盟活动的实
效性，促进了各园保教水平的共同
进步、整体提高。”临洮县教育局
幼教室主任张丽芳告诉记者。

陇西县巩昌幼儿园是定西市获
评 较 早 的 “ 甘 肃 省 示 范 性 幼 儿
园”。联盟工作实施以来，园长宁
海荣毫无保留地把该园多年的办园

理念、经验和特色课程体系共享给了
13 所联盟园，通过定期举办观课、
互访、联合科研、联盟联考、园内开
放日等多元教研活动，打造学前教育
发展共同体，实现从“输血”到“造
血”的转变。

菜子幼儿园的前身是菜子小学附
设幼儿园，园长马学琴也是从小学

“转岗”而来，起初对幼儿园的环
创、一日常规活动、园本教研认识不
深，开展的游戏活动较为单一。在巩
昌幼儿园的引领帮扶下，菜子幼儿园
从办园理念到特色活动经历了一次

“大换血”，办园水平和保教质量同步
提升，2018 年成功晋级省一类幼儿
园。

特色创建
幼儿园“各美其美”

每天下午 4 点，是临洮县龙门镇
中心幼儿园最热闹的时刻，孩子们以
班为单位在活动室外益智互动墙上尽
情涂鸦。“好动是孩子们的天性，动
手又能支持脑的积极活动，在玩玩做
做中，孩子们的智力、思维、表达等
能力得到了提升。”园长赵建霞说。

走进幼儿园，涂鸦墙、玩沙池、
戏水池、饲养角一应俱全，孩子们正
三五成群、自由自在地玩水、玩沙、
玩“变废为宝”的器械⋯⋯

（下转第二版）

农村园搭上“优质教育”快车
——甘肃定西推进农村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尹晓军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近日，家住福建省泉州市永春
县中融·天玺小区的居民迎来一大
喜讯，小区配套幼儿园将建成永春
县实验幼儿园的分园。这意味着这
个新开发小区的住户将来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优质的学前教育。

事实上，这只是近年来永春县
大力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的一
个缩影。据永春县教育局副局长苏
昌艺介绍，早在 2016 年，该县就已
修编完善《永春县城公共服务设施
专项规划》，按照配置标准要求，进
一步落实学前教育布局规划编制，
共规划设置幼儿园44所。

截至 2020 年年底，永春全县
在园幼儿17119人，共有独立设置
的公办园 34 所，普惠性民办园 8
所 （2019 年启动认定后所有民办
园即实行普惠性管理）。全县学前
三年入园率达 98.22%，公办园在
园幼儿占比达 89.6%，普惠性幼儿

园在园幼儿占比达 100%，各项数
据均位居全省前列。

“大力发展公办园，积极扶持
民办园，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是永春学前教育增量提质的目标，
我们将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
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加快
推动由‘幼有所育’向‘幼有优
育’转变，全力打磨‘学在永春’
的区域教育品牌。”在永春县教育
局局长陈文榜看来，学前教育就是
永春教育最醒目的一张名片。

为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在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永春县
规划、教育等相关部门形成合力，
联审联批，严格落实专项规划布
局，将幼儿园建设列入控规执行。

2011 年以来，该县共投入资金
3.86 亿元，新（改）建幼儿园 33 所，
同时鼓励镇村把因撤点并校后闲置
的校舍和其他集体房产改造成幼儿

园，开设村级学前教学点，做到学前教
育资源县、乡（镇）、村三级全域覆盖，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入园需求。

从家门口“有园上”到“上好
园”，这是永春县精准发力学前教育
的另一个着力点。

实施学前教育提升计划以来，永春
乡镇公办中心园全部按省级示范幼儿
园标准进行园舍提升建设和设施设备
升级配置。同时，该县还积极推进“总
园+”办园体制改革试点，即4所省示范
性县直公办园为一级龙头园，每所龙
头园帮带 6 所二级乡镇中心园及已通
过示范园评估的民办园，每所二级帮
带园负责帮扶1—3所普通民办园，全
面推进各级各类幼儿园均衡发展。

据了解，目前，永春全县已有省
级示范园 5 所、市级示范园 1 所、县
级示范园 23 所，至 2020 年秋，幼儿
在各级示范园就读比例达68.32%。

创办于 2011 年的永春县邦大第

一幼儿园是一所普通民办园。开办当
年，永春县教育局便从4所县直公办
园中抽调 5 名骨干教师前往支教两
年，2013 年再安排龙头园的一名县
直幼儿园副园长及4名骨干教师前往
支教两年半。2016 年，该园顺利通
过省级示范园验收，成为永春首所通
过此项省级验收的民办园。

邦大第一幼儿园园长官绮凡深有
感触地说：“得益于县里推行的‘民
办公助’管理模式和公办园师资的长
期支持，我们园从创建之初就有了高
起点，最后还能通过省级示范园验
收，这是往常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县内学前教
育的可持续性发展，永春县财政每年
安排400万元幼儿园配套建设专项资
金 ； 2020 年 该 县 率 先 提 高 公 办 园

（含集体办）、普惠性民办园生均公用
经费财政拨款标准，严格按照省定每
生每年600元的标准拨付。

福建永春全力推进“幼有优育”
本报记者 黄星

动态播报

一线行动

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通讯
员 姚雅萍）“待幼儿，爱为源；言
有道，行有礼⋯⋯”最近，杭州市滨
江区的幼儿教师领到了一份师德实操
手册，为幼教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2020 年 8 月起，滨江区就全员
开展师德实操手册编撰活动，动员每
所幼儿园根据本园实际情况，有针对
性地对教职工的师德师风建设提出具
体的行动要求。

“幼儿教师的道德品行、仪容仪
表、一言一行，对孩子们来说都是学
习的典范，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加以引
导和规范。”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动员令发出后，全区幼儿园迅速
行动起来。浦乐幼儿园将师德师风中
的易错点，采用负面清单的方式予以
禁止；钱塘实验幼儿园以有言在先
的方式，将师德师风考核制度具体
化；白金海岸幼儿园用一张“流程
图”，将师德师风必做点展示在教职
工眼前⋯⋯

在综合各园手册的基础上，教育
局进一步优化整合、去繁就简，最终
出台了 《滨江区幼儿园师德实操手
册》。该手册共分“以德修己身、以
爱润童心、以诚筑家园、以真促共进”
四个篇章，对教职工的道德品行、仪容
仪表、家校沟通、同伴互助等方面进行
了规范和引导。每一个维度都对教师
勿为和应然进行了规定。手册图文并
茂，有对话解读，也有视频演示，还
有互动小游戏，便于教师理解。

根据手册内容，幼儿教师开展了
宣誓仪式，并签订了 《师德师风承诺
书》。“承诺书就像一面镜子，可以随
时观照个人言行，我要做一名孩子喜
欢 、 家 长 放 心 、 社 会 满 意 的 好 老
师。”一位刚入职的年轻教师说。

为了将实操手册的内容真正融入
教育教学工作，滨江区的多所幼儿园
进行了“二次加工”。有的布置了全
身镜，教师在上班前检查自己的仪容
仪表，有的通过师德小测验、师德演
讲、依法治教专题讲座等活动，加深
教师对师德师风的理解，还有的重新
梳理了教师岗位职责，多元评价师德
师风。

据悉，该手册已向社会公布，将
被列为社会评价幼儿教师师德师风的
一张“参照表”。

杭州滨江区发布
幼儿园师德实操手册

本报讯 （通讯员 关羽 张竣豪） 2020
年以来，重庆市潼南区大力实施教育民生工
程，推进公办园建设，新建成幼儿园1所，并
改扩建10所独立幼儿园，为全区增加2500余
个学位，有效化解了“入园难、入园贵、大
班额”问题。目前，潼南区普惠园覆盖率达
到95%以上。

在区委区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潼南区教
委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全面优
化教育资源布局，积极补齐各项“短板”，
把幼儿园建设纳入每年民生实事，从硬件、
软件等多方面着力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
质量。

“目前，我区独立公办园从2017年的4所
增加到 26 所，每个镇都有一所独立公办园，
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52.7%，普惠园覆盖率
达到 95%以上，走在全市前列，进一步缓解了

‘入园难’‘入园贵’问题，让更多家长和幼儿享
受改革红利。”潼南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潼南区将全力推进好“五校三园”建设，
进一步早策划，储备一批重点建设项目，以
最大力度、最快速度向上争取，让重点项目
从“施工图”变成“实景图”，推进潼南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

重庆潼南区：

普惠园覆盖率超95%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日前从新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乌 鲁 木 齐 市 教 育 局 了 解 到 ，
2020 年，乌鲁木齐市把“增加普惠性幼儿
园”列入民生建设十大实事，出台了 《关于加
快推进乌鲁木齐市学前教育健康规范发展的实
施方案》。目前，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达到 376
所，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87134人，占比达
87.01%，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目标。

据了解，2020 年，乌鲁木齐市把教育事
业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大力保障教育投入，
加强硬件、软件建设，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全
市新建改扩建学校 （幼儿园） 13 所，新增学
位2万个。

2021 年，乌鲁木齐市将继续推进学前教
育健康规范发展，进一步优化学前教育集团
化办园工作，巩固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50%
的成果。同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将学前
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六
五”管理周期，以区 （县） 为主开展相关培
训工作。

乌鲁木齐：

87.01%的幼儿上普惠园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设立的首
批 11 家普惠托育试点机构陆续开始
运营，以“普惠放心”为导向，把婴
幼儿安全和健康摆在最突出位置，切
实 减 轻 家 庭 抚 育 0—3 岁 子 女 的 负
担，破解“全面二孩”政策施行以来
很多双职工家庭面临的“没人带孩
子”的棘手问题。

图为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海
街道小红花托育中心的婴幼儿在老师
指导下做游戏。

耿玉和 摄

江苏连云港：

普惠托育
试点运营

本报讯 （记者 任朝霞） 保健老师通过手
机 APP 完成家长发来的幼儿服药申请审核；
晨检机器人只需3秒就能自动探测幼儿入园时
的体温、口腔和皮肤状况，发现异常情况立刻预
警；智能手环实时监测幼儿运动、睡眠数据上传
至健康管理平台，并将分析报告同步发给带班
老师和家长，以便实施个性化保教方案⋯⋯

近日，记者从上海市教委获悉，上海将从
幼儿发展、科学保教、管理变革三方面着手，
大力推进学前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以信息
化赋能“幼有善育”，呵护幼儿健康成长。

据悉，目前上海部分有基础的托幼园所
已逐步开始试点使用信息化技术和平台改进
保教工作，在保障幼儿健康成长、激发教师
专业成长、拓展家园合作空间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

今后，上海将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领域信
息技术系统规划，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和管理
效率，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充分整合上
海学前教育信息化“一网一平台”“三通多应
用”等方面探索实践的成果经验，实现学前教
育系统和应用的统一身份认证，打破信息孤
岛，打通应用层级，满足各部门各区域多源数
据的转换对接，并为新技术、新应用、新环境
的建设留有发展空间。

上海：

信息化赋能“幼有善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