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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彩美工坊里，我们能学画画，
也能做小手工。”在江苏省丹阳市实验
幼儿园，大 （3） 班幼儿嘟嘟当起了嘉
宾们的小导游。他告诉大家，除了美工
坊，幼儿园每个教室门口都有两个门
牌，“高的那个是老师们统一制作的，
矮的那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所具有百年办学历史的幼儿园，
位于丹阳市中心城区，以往招生季，曾
有 家 长 深 夜 排 队 报 名 。 2014—2016
年，该园的两个新园区陆续建成开园，
提供的学位数增长了近两倍，一度困扰
家长的入园难题迎刃而解。

今年学前教育宣传月的主题是“砥
砺十年，奠基未来”。10 年来，在江苏
省，像丹阳实验幼儿园这样的优质园越
来越多。截至 2020 年年底，江苏全省
在园幼儿254.07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98%以上，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占
比 达 88.89% ， 88.65% 的 幼 儿 就 读 于
省、市优质幼儿园，优质普惠健康的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扩资源：10年新建改扩
建幼儿园5000余所

在南京市六合区，提起这几年幼儿
园的变化，家长总会竖起大拇指：“不
知不觉中，一所所崭新的幼儿园就这么
拔地而起了，条件都好得不得了！”

六合区位于南京市最北端，区内乡
村幼儿园居多，“十三五”期间，当地
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28 所，增加学位
6000 多个，全区学前教育的整体面貌
得到了较大改观。

“我们对园舍进行了整体的扩建、
翻新，配齐了最新的设备，还依照课程
游 戏 化 的 要 求 设 计 建 设 了 户 外 游 戏
区。”在龙袍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常安
春指着面前一片绿油油的种植区对记者
说。这所位于长江之滨的乡村幼儿园，
布局规划合理，设施设备齐全，附近的
家长都乐意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江苏是人口流入大省，加大资源建
设力度，确保每个孩子有园上、上好
园，成为学前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7 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印发 《“十
三五”时期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配置
标准》，明确将每一万左右常住人口设
置一所幼儿园纳入公共服务范畴。

“我们在同一时期开始每年发布资
源需求预警报告，推动各地加大教育资
源建设、优化配置力度。”江苏省教育
厅副厅长顾月华向记者列出一组数据：
2010 年以来，江苏省新建改扩建幼儿
园 5000 余所，凡新建的幼儿园都要执
行省优质幼儿园标准，全省省优质幼儿
园总数已达4893所，占比达63.3%。

提升“增量”的同时，改造“存量”不能放松。小
区配套园建设与治理是其中难点，也是关键点。在句容
市，政府“对症下药”出台一系列配套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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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同步规划、同
步实施、同步交付。

截至2020年年底，江苏省被列入治理计划的1122
所小区配套园全部转为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增加普
惠性学位 320487 个。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园，由梦想变
为现实。

增投入：学前教育经费占比提至6.77%

在 2020 年年初的江苏省两会上，江苏省省长吴政
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省人民承诺：到 2020 年全省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85%。截至 2020 年年底，江苏
全省普惠性幼儿园增至 7151 所，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普惠性幼儿园就读幼儿增至230.18万人。

家住南京市江北新区明发滨江新城的姜先生就是受
惠者之一。2020 年 9 月，小区对口的明发东方幼儿园
保教费从原先的每月2560元降为1170元，这让已经有
了两个孩子的他大大松了一口气，“小区里有很多和我

一样的打工人，幼儿园降价不降质，大家
都很高兴”。

民办园顺利转成普惠园，说到底，钱
是关键。2020 年，江苏省将公办园年生均
经 费 财 政 拨 款 标 准 从 300 元 提 高 至 650
元，并对收费不高于同级公办园标准两倍
的普惠性民办园给予同等的经费补助，为
各地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鼓励民办园转成惠民园，关键是看他
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南京市江北新区社会
保障局教育办科长孙敏告诉记者，经过前
期调研，他们发现民办园的租金和装修费
用在支出中占了较大比例，于是针对申请
转成惠民园的民办园，在拨付每年 2200 元
生均经费的基础上，按照每班每年 8 万元
的标准进行补贴，同时再给予每班 10 万元
的一次性装修补贴，真正解决了民办园的
后顾之忧。

早在 2011 年，江苏省就明确了以市县
为主、省级奖补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机
制，立法规定各地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
同级财政教育经费的比例应不低于5%。目
前，全省各级政府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总
投入达 400 多亿元，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
比例从 2011 年的 3.22%提高到 2020 年的
6.77％。省级财政每年安排综合奖补专项
约2.8亿元支持幼儿园建设，接纳流动儿童
入园、支持集体和其他单位办园、实施课
程游戏化改革。

徐州是人口大市，学前教育体量大、
底子薄、欠账多。2010 年，全市 800 多万
人口，仅有合格幼儿园 557 所，其中 70%
以上是农村幼儿园，省优质幼儿园仅 78
所。此后 10 年，徐州市不断健全建设经费
保障机制，累计投入建设资金 74.3 亿元支
持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共计新创建省
优质幼儿园 545 所，较 2010 年增长 6 倍，
居全省首位。

强师资：新增在编教师1.4
万余人

2021 年年初，泰州市委市政府召开
“新春第一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推进大会，一系列保障幼儿教师待遇
政策的出台引发了社会关注：幼儿园在编
教师奖励性补贴标准参照当地公务员综合
考核标准，财政予以保障；发放教师上下
班交通补贴；公办园中具有教师资格的聘
用教师最低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 2.5 倍，纳入财政预算⋯⋯计划 2—3 年
内将所有资金增调到位。

师资是提升幼儿园保教质量的关键，
却也是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2013
年，江苏省颁布 《公办幼儿园机构编制标
准 （试行）》，明确按照师生比 1∶16 的比
例来核定事业编制。几年来，全省共新增

在编教师 1.4 万余人，公办园在编教师提升至 35%。2018
年，江苏省出台 《关于深化学前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
意见》，常州市、苏州市、镇江市等地探索新型幼儿园教师
管理与保障模式，通过备案制、园额制等方式，规范编外
教师的准入和管理，实行同工同酬或制定编外教师最低工
资福利标准，统一支付。

24 岁的小郑是苏州市高新区的一名幼儿教师。2018
年，她参加了由区教育局统一组织的备案制教师招聘并被录
用。“像我这样的备案制教师，薪资、社保、公积金等都是参照
事业编制教师执行的，在职称评定、评优评先方面也与事业
编制教师享有同等待遇，这让我们觉得工作更有奔头了。”

此外，江苏省积极开展卓越幼儿教师培养工作，全省
每年培养学前教育师范生近万名，每年用于幼儿园教师省
级培训的专项经费近2000万元；并且，还对幼儿教师职称
实行单独标准、单独评审，增设学前教育正高级职称等
次，目前全省初级以上职称教师2.63万名。

重内涵：建成课程游戏化省级项目园284所

在无锡市天一实验幼儿园，每个班级都有个材料小仓
库，孩子们每次看到教师进去取材料都会很好奇：里面黑
咕隆咚的，究竟藏了什么呢？于是，教师带领孩子们一起
探索“黑”的秘密，初步了解“光与影”的关系⋯⋯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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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玉娇

南京市马群幼儿园东花港分园的

孩子们欢度帐篷节

。

张芯萌

摄

新华社福州 7 月 17 日电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 16 日在福建福州开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孙春兰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
辞。

孙春兰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为我们深化世界遗产交流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了信心
和动力。近年来，中国秉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保护文物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等理念，将遗产保护与文化

产业、生态产业特别是减贫事业紧密结
合，推动遗产保护事业不断发展，构建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严
厉打击文物犯罪，努力为全人类留下丰
富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孙春兰强调，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
共同财富，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落
实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中国愿以实际行动承担国际责任，与教
科文组织共同建立世界遗产教育平台，
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遗产保护方面的专

业人才，支持在世界遗产领域落实教科
文组织非洲优先全球事项，为全球遗产
保护事业特别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遗产
保护能力贡献力量。

在福州期间，孙春兰参观“世界遗产
在中国”主题展览，出席“世遗林·碳
中和”植树活动。她要求以举办世界遗
产大会为契机，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全
方位展示我国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历
史性成就，让世界遗产成为文明对话的
桥梁纽带。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开幕
孙春兰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幼儿园游戏、幼儿游戏与指导、幼
儿园游戏活动指导、游戏论⋯⋯都是

“游戏”课程，但名称却“五花八
门”。

不仅课程名称“五花八门”，各高
校学前教育专业开设的核心课程也

“五花八门”，必修、选修课程大多不一
样。

“这是当前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体系不成熟的体现。”日前，
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学前教育专
业核心课程建设研讨会上，许多专
家表示，由于当前各师范院校对学
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架构及
实施尚未达成广泛共识，从长远来
看必将制约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及该专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核心课程为何“五花八门”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近年来，随
着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试行）》 等文
件的先后出台、高校师范类专业认证
的实施、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及一流本
科课程建设的大力推进，国家对幼儿
园教师的专业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
要求，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也迎来了新
一轮改革与发展。

但各高校开设的学前教育专业核
心课程，不仅课程名称不一样，课程内
容和数量也不尽相同，有的高校只有

七八门，有的高校则有12门。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五花八门”的

现象？
长沙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张

晓辉教授认为，主要是由于当前各师范
院校对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架
构及实施尚未达成广泛共识，实践中也
面临着诸如“如何取舍与平衡教育类课
程与艺术类课程、理论类课程与实践类
课程”“如何体现与融合学前教育专业
的综合性与多学科性”等问题。

亟待达成核心课程建设共识

与会专家认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
核心要素，其中专业核心课程是实现专
业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和关键要求，也
关乎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及质量。因此，
深化对专业核心课程的认识，达成广泛
共识，是学前教育专业建设的迫切需要。

那么，核心课程建设应该有怎样的
共识？

《学前教育研究》杂志执行副主编赵
南教授认为：“核心课程应在课程体系中
占据节点位置，一是具有生发性，可以由
此课程衍生出一系列相关课程；二是具
有独立性，核心课程本身不能被别的课
程覆盖和取代。”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核心课程应该
是课程体系中的核心部分，首先应该是
必修且很基础的课程，同时要对应毕业
要求的核心素养，能对标专业认证要
求，具备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的高支撑性。

在核心课程的逻辑关系和课序安排
上，长沙师范学院副校长皮军功教授认

为：“本体性知识是基础，基于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良好的文化素养，才能理解儿
童各领域学习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才
可能开展儿童教育与教学活动设计。”

西安文理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蔡
军教授认为：“核心课程逻辑还应凸显
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逻辑性。”

核心课程体系怎么建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院
长朱宗顺教授认为：“基于学校自身发展
改革的历史路径，在多层次办学格局和
多层次目标定位下，核心课程可以建设

‘六+N’模式，即以目前大部分师范院校
学前教育专业达成共识的专业核心课程
为基础，补充开设特色核心课程。”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传统的“三
学”即学前卫生学、学前儿童发展心理
学、学前教育学是基础，幼儿园课程、
幼儿园游戏、幼儿园管理等课程也都应
纳入核心课程之列。同时，要尤其突出
师范生的幼儿园环境创设能力和班级管
理能力。

另外，基于“游戏是幼儿园基本活
动”的原则，将幼儿游戏、幼儿园环境
创设、幼儿园班级管理、幼儿行为观察
与评价及五大领域课程，作为学前教育
专业的核心课程成为大家的共识。

此次研讨会由长沙师范学院、《学
前教育研究》 杂志社主办。“这次研讨
通过聚集国内权威学者的力量，致力于
推动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共识的快速
达成，将切实为日后的人才培养、课程
建设、教学实施、教研开展提供更科学
的支持及更有力的保障。”张晓辉说。

课程名称“五花八门”，共识尚未达成——

学前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怎么建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邓东京 杨琴

观察今今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记者近
日从郑州市教育局获悉，该市不断加
大投入力度、完善办园条件、加快师
资建设、深化教育改革，打出组合拳
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截至 2020
年，全市有幼儿园 1848 所，在园幼
儿 438680 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95% ， 普 惠 性 幼 儿 园 覆 盖 率
81.88%；全市 80 个乡镇，有乡镇公
办中心幼儿园210所。

郑州市不断完善学前教育建设管
理机制，成立了学前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和工作专班，大力破解发展公办园
面临的土地、师资、资金等难题。
2020 年，修订了 《郑州市城市中小
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以
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幼儿园规划、用
地、建设等作出规定，进一步增强普
惠性学前教育供给能力。

通过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学前教育惠民工程”“新增公办幼儿
园工程”等，郑州市学前教育资源迅
速扩大、普及普惠水平大幅提高。
2019—2020 年 ， 连 续 两 年 把 新 增
100所公办园发展任务列入市政府重
点民生实事，实际新增公办园 354
所，公办园学位占比达到 55.9%，大
大缓解了“入公办园难”问题。

与此同时，郑州市建立健全学前
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以县级财政投入
为主，市级财政给予适当奖补。近年
来，引导 16 个县 （市、区） 对中
央、省级、市级奖补资金进行分配，
落实使用奖补资金 10.3 亿元，用于
发展普惠园和支持农村园改善办园条
件。

为全面提升幼儿园整体办园水
平，郑州市启动“百园扶百园”工
程、“一日保教活动优化工程”“十佳
民办幼儿园创建工程”“幼儿园达标
升级奖励工程”等，有力促进学前教
育内涵提升；把幼儿园园长、教师培
训纳入中小学教师培训系列，实施

“千人教育名家培育工程”，不断提升
教师专业素质能力；为深入开展儿童
卫生保健工作，去年从全市公立医院
选派医师 903 名，担任 1674 所普惠
园的“健康副园长”。

按照计划，今后 3 年，郑州市新
增的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要按照
市级示范园的标准办园，并且在全市
遴选100所左右的领航幼儿园，以结
对帮扶的形式培育300所左右的新优
质幼儿园。同时，进一步发挥各级幼
教集团的辐射带动作用，以集团化方
式推动学前教育发展水平整体提升。

郑州打出组合拳加快学前教育发展

一线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周洪松） 鼓板声
声，三弦悠扬，身着中式裙装的孩子们
一边演唱，一边变换着动作⋯⋯日前，
在河北省乐亭县第一幼儿园，孩子们一
曲乐亭大鼓 《童心向党》 吸引了人们的
目光，前来参观的教师们纷纷拍照。

这是最近乐亭县学前教育观摩交流
活动的一个生动场景。今年 6 月以来，
本着开放、交流、互助、提升的理念，
乐亭县教育局组织的学前教育观摩活动
首先在3所县直园拉开帷幕，包括民办
园在内的 90 多所幼儿园的管理者和教
师代表前来观摩园所管理和特色活动。
之后不久，该县 13 所乡镇中心幼儿园
开放活动也全面展开。

据介绍，近年来，乐亭县教育局
以“一园一特色项目”“一园一改革项
目”“一园一户外体育项目”为抓手，
着力推动幼儿园课程生活化、游戏化
建设。（下转第三版）

河北乐亭推动幼儿园
开发园本特色课程

学前
周 刊周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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