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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中心为农村园装上﹃芯片﹄

贵州铜仁加强农村幼教资源共享、
片区研培、
统一管理

通讯员 张纯华

县及集团园建立教研指导责任区……虽
有一定作用，
但效果不明显。”
杨代军说，
2017 年，铜仁市加入教育部、联合国儿
基会组织发起的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并组建了工作组，
在专家带领下，
问
题慢慢得到解决。
针对山村园大部分为“一园一班一
师”且课程资源匮乏、教师无同伴互助难
以开展教研、
“ 小学化”不同程度存在等
现象，工作组决定给山村园配备一定的
玩教具并建立“资源中心”，探索质量提
升路径。
2018 年 5 月，万山区高楼坪乡中心
幼儿园建成铜仁市第一个，也是贵州省
首个农村集团化办园资源中心。作为试
点，该中心由区里按 5 万元标准投建，投
放了独轮车、炭烧积木、音乐打击器械等
玩教具。
万山区高楼坪乡中心幼儿园保教主
任杨茂娜说：
“资源中心可受山村园老师
们欢迎了，他们每个月都带着长长的清
单到这里来，他们说资源中心是百宝
箱，小到卡纸颜料，大到多媒体教学设
备及户外游戏的中型器械，都能共
享。”刚开始时，老师们只是借，后来
就慢慢学会了制作并提供自己收集整理
的资源。“看，这些都是集团园和各分
园在教学、教研中生成的资源。”她指
着一排排
“课程资源”
说，
“用手机扫二维
码，不但资源种类、数量一清二楚，用法
也有介绍。
”
彭婷是万山区 2015 年招募的一名
幼教志愿者，毕业于铜仁学院学前教育
系，有扎实的专业素养，她很注重孩子
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培养。刚开始，
她想每天跟孩子们分享一个绘本故事，
可她所在的大坪山村园只配备了 100 册
绘本，一学期都支撑不了。中心园建资
源中心后，她每个月都去借绘本，现在
她所在园里的孩子们对绘本阅读特别感
兴趣。
“资源中心不但有玩教具，不少家
长及社会人士也主动加入，成为我们的
‘人力资源’。”松桃县实验幼儿园园长
钟静说，幼儿园会不定期邀请家长及社
会各界人士来园介绍防疫、消防、环保
及交通安全知识。
不少幼儿园在资源中心上做“大文
章”，形成了共同性基础课程和选择性
活动课程，还汇编了包括主题教学资
源、班级环创资源在内的 41 个课程资
源包，带动了全县幼儿园办园内涵持续
提升。玉屏县皂角坪中心幼儿园则在资
源中心的基础上创设课程资源室、教研
资源室、网络资源室等，极大丰富了资
“自从有了资源中心，
我每个月都到
源中心的内涵。
中心园参加业务培训。通过培训，
我发现
“资源中心给山村园提质升级帮了
孩子们厌学是因为我的教育方法不正确，
大忙。”
万山区学前教育办公室主任杨燕
填鸭式教学不符合幼儿年龄特点及学习
认为，资源中心改善了办园条件，
也丰富
规律……”
这是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开天
了山村园课程资源。近年来，全市每年
山村幼儿园教师刘海平的教学反思。
都有不少幼儿从城区园或父母外出务工
“利用资源中心及其衍生的资源共
地幼儿园回到家门口的山村园上学。
享、片区研培、统一管理功能，学前教
片区研培，教师找到成长
育城乡一体化管理机制趋于完善。
”铜仁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代军说， “芯片”
目前全市学前教育资源中心正在蓬勃发
展，不少乡镇园、山村园正努力丰富资
在铜仁市教研指导责任区网络中，
源中心内涵，确保更多适龄儿童在家门
乡镇中心幼儿园和辖区山村园是在市、
口上好园。
县及集团园之下的第四级教研指导责任
片区，承担着指导山村园业务的职责。
杨代军说，资源中心建在乡镇中心园，
除
提质升级，资源中心来帮忙
设置资源室外，
还单独设置集体备课室，
2015 年，铜仁市建成 2005 所山村
山村园或乡镇民办园的教师每个月都有
幼 儿 园，实现 了 学前 教 育 行政 村 全覆
两天时间在资源中心研学，要么是集体
盖。
“ 为提升山村园质量，我们曾加大教
备课、教研，要么是搞观摩、培训，
资源中
师培训力度，
编写混龄班教师指导用书，
心成了片区研培中心。
在县域组建覆盖城乡的幼教集团，在市、
（下转第二版）

做孩子喜欢的好老师
——记山东省淄博市实验幼儿园园长王翠霞
本报记者 魏海政 特约通讯员 张新明

“有爱心，多用心，持恒心，富公
心，做孩子喜欢的好老师。”从事幼教
38 年来，这句话成了王翠霞的口头
禅。
用母亲的话说，王翠霞“天生喜
欢小孩，也招小孩喜欢”。1984 年，
如愿当上幼师后，王翠霞以扎实的功
底，潜心钻研幼儿年龄与学习特点，
深入系统把握幼儿园课程体系，一步
步成长为山东省特级教师、山东省教
学能手、国家
“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
38 年岁月更替，
“ 做孩子喜欢的
好老师”这一信念，在王翠霞的内心
历久弥深，
从未改变。

对每个孩子都要好
1981 年，填报入学志愿时，王翠
霞并未和家人过多商量，就毫不犹豫
地填报了淄博师范幼师专业。母亲
对前来贺喜的邻居说：
“ 她天生喜欢
小孩，胡同里的孩子都喜欢跟着她
玩。”凭着这份单纯的喜欢，王翠霞顺
利完成了三年的幼师学习，到淄博市
实验幼儿园当了一名幼儿教师。每
天清晨，她总是第一个到，带着孩子
们在童话世界里畅游。每天下午，不
论多晚，她都把最后一个孩子交到家

长手里才下班。匆匆吃过晚饭，她就 “小步推进，梯度入园”为核心的“六
己：
“ 什么样的环节安排能更好地完
到办公室备课、做教具，时针常常在
步走”新生入园策略，有效缓解了新
成教学目标？”
“怎样的活动方式能让
物我两忘中指向零点。
生入园焦虑，
《接手幼儿园小班》一书
孩子主动投入？”
“怎样的提问更能引
因为喜欢，王翠霞乐此不疲。然
也应运而生。
发孩子思考探究？”
“三问”备课，让王
而，和孩子相处久了，她发现单纯的
“对幼小的孩子来说，
爱是每一次
翠霞不断推翻自己、突破自己，让课
喜欢还远远不够。孩子年龄小，更需
耐心、每一次呵护、每一次帮助，爱是
堂一步步走向完美。
要老师有慈母般的爱心和耐心。于
每一次理解、每一次鼓励、每一次引
带 领 孩 子 们 认 识 蜜 蜂 ，王 翠 霞
是，那份单纯的喜欢，渐渐变得厚重
导。
”
王翠霞说，
“当我们用爱接纳每一 “自找麻烦”——摒弃俯拾皆是的图
起来。洋洋不爱吃青菜，王翠霞就蹲
个孩子、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时，
孩子
片教具，找来竹竿和纱布，做成捕网，
下来，从喂他吃第一片菜叶开始，再
回报我们的必将是满腔信任。
”
把捉到的蜜蜂放入透明的罐头瓶里，
到一小口、半勺、一勺。经过一个多
爱每一个孩子，对每一个孩子都
用纱布封口，让孩子们近距离观察它
月的反复，
洋洋变得爱吃青菜了。
要好。正是凭借这样的信念，王翠霞
的翅膀、长足、胸腹及触角。观察结
9 月，新生入园。幼小的孩子乍
获得了淄博市首届“教书育人楷模”
束，她又带孩子们到户外，打开封口
一脱离亲人怀抱，来到陌生的幼儿
的光荣称号。
放飞蜜蜂，
引来孩子们一片欢呼。
园，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们哭闹不
蚱蝉羽化，孩子们兴趣浓厚，岂
让孩子每天都有新发展
停。如何帮幼儿尽快摆脱入园焦
能不让他们一饱眼福？暮色四合，王
虑？王翠霞的法宝是
“抱一抱”。
全国“十佳师德标兵”林崇德曾
翠霞在爱人的陪伴下，手持电筒，俯
果果每天来园都是一边哭闹，一
说，衡量师德的根本标准是学生的发
着身子，
“绕树三匝”——寻找行将蜕
边和老师“讲条件”：
“老师，去玩滑梯
展。对此，王翠霞有着自己的理解：
变的蚱蝉。
吧。
“
”老师，
去给妈妈打电话吧。”
一名教师，用心教学，专注于孩子每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凭
“好，咱们去玩滑梯，去给妈妈打
天的发展，
是责任，
更是功德。
借坚持不懈的“用心”，王翠霞赢得了
电话。”王翠霞把果果揽在怀里，不停
王翠霞在幼师学习的第三年，各
课堂教学的精彩，换来了教学技艺的
地陪他聊天：从鱼缸里的金鱼，到饲
科教学法的学习相继展开。为做好
精湛，形成了自己的“真课堂”模式：
养角的白兔；从地上的汽车，到天上
课堂试讲作业，老师的精彩课堂成为
观察孩子的行为表现，读懂孩子的成
的飞机……果果的话越来越多，哭声
她汲取“活教法”营养的源泉：老师亲
长需求，引导孩子在行动中认知，在
越来越少。
和的语言和体态，让她知道怎样和孩
探究中学习，
在愉悦中发展。
午睡时，
王翠霞把睡意浓浓却拒绝
子们进行言语互动；老师幽默风趣的
同时，在 38 年幼教生涯中，王
上床的恬恬抱在怀里，
轻轻拍着她的后
谈吐，让她知道怎样在轻松快乐中对
翠霞尤为注重教学心得的总结提
背，
恬恬坦然地从一点睡到两点……
教学难点举重若轻……对“活教法”
炼，在研究反思的路上从未驻足停
一天下来，王翠霞的胳膊又酸又
的一次次揣摩、思考，使她不断领悟
留。白天带班，没时间思考、写
痛；一月下来，嗓子持续红肿。然而，
到成就课堂的秘诀——
“用心”。
作，她就晚上写作、查资料，熬夜
孩子们却如小鸟，越来越喜欢依偎在
参加工作后，王翠霞不断诠释着
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周末和节假
她的身边。
对“用心”的理解。备课时，她从不奉
日加班就更不用说了。
经过不断探索，王翠霞提出了以
行“拿来主义”，每次备课都“三问”自
（下转第二版）

萌娃“菇”
事

“ 我 种 的 蘑 菇 长 出 来 了 ！”“ 快
看，我的菌棒上长出好多蘑菇！”“蘑
菇有的大有的小，白白的，好像一把
小伞……”近日，浙江省丽水市缙云
县新区实验幼儿园里传出孩子们的欢
笑声。原来，他们亲手种的蘑菇菌棒
长出蘑菇了。
据了解，
种蘑菇是该园众多
“寓教
于乐”的课程活动之一。幼儿园希望
充分挖掘生活中的资源，在孩子们幼
小的心灵中播下爱生活、
爱劳动、
爱科
学、
爱学习的种子。
马春霞/文 杜益杰/摄

一线行动

打造县镇村三级教研共同体
——广西南宁探索学前教研雁阵发展模式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李钰燕 冯竹青

沈阳：幼儿园实行网格化管理
动态播报
本报讯 （记者 刘玉） 近日，辽宁
省沈阳市教育局将辖区 内所有幼 儿 园
（含看护点） 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构建
“分级管理、一岗双责、网格到底、责任
到人”的网格监管长效机制，致力于实
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监管，促进学
前教育安全优质发展。
沈阳市教育局专门出台 《关于加强
全市幼儿园网格化管理的意见》，建立区
县 （市） 教育局、网格片长园、网格片
区园三级网格，全力打造网格不漏园、
管理不漏人、监管无盲区的管理新样态。
沈阳要求，各区县科学划定网格片
区单元及管理对象，健全管理网络及网
格化管理制度，完善幼儿园联动管理机

制、工作考核机制、督查反馈机制和信
息报送机制，强化工作闭环。
沈阳提出，各区县细化幼儿园办园
条 件、 园务管理 、安全 管理、 保育 教
育 、疫情 防控等方面的 管 理内容 和标
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
自检、互查、组检、督查等形式，对单
元网格内不同类别幼儿园实行动态差异
化 管理 ，建立不同类别 幼儿 园管理台
账，健全监管档案，强化管理实效。
沈阳明确，充分发挥各网格片长园
的示范辐射作用，利用信息化手段，强
化网格内幼儿园以一日生活为主线的管
理意识，依法办园、依法治教。
沈阳还将建立奖惩制度，将网格化
管理工作实绩纳入评优评先考核范畴，
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网格园及网格管理员
予以表彰奖励。

“在龙头园南宁市第一幼儿园的
帮扶指导下，农村园环境创设与区
域布局都焕然一新，脱离了‘小学
化’教育环境，我的专业能力也得
到了锻炼提升。”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南阳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黄丽婷直言
收获很大。
这得益于广西实施的幼儿园联
动帮扶项 目 ， 南 阳 镇 中 心 幼 儿 园
各岗位人员到龙头园跟岗研修，
在教研方面长期保持联动。同
时，该园作为村级园的“孵化
器”，每学期分批安排教师与村级
园 教 师 换 岗 ， 借 助 “ 影 子 工 程 ”、
送教下村及联动教研等帮助村级
园提升办园水平。
2011 年 ， 广 西 启 动 实 施 学 前
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在南宁市青秀
区、西乡塘区等地开展项目试点，
探索建立城乡联动学前教研机制，
时至今日取得了显著成效。

梯度转移带动村级园发展
“教研怎么组织，如何调动教师
的积极性，怎样解决实践问题……”
广西卫生健康委幼儿园教研主任蒋
雅萍道出了幼儿园教学实践中遇到
的困惑。
针对困惑，广西开始探索培养学
前教育发展“领头雁”，补足补强学前
教研力量，通过梯度转移模式带动薄
弱园发展。
具体来说，就是以区域内优质示
范园为领头雁，组成以骨干园长、骨
干教师为主的领雁教研力量，指导薄
弱园开展教研活动，带动雁群共同发
展。同时，补充区域教研骨干力量，
解决教研队伍配备不足难题。
从 2016 年开始，青秀区选拔 8 名
园长为名师，担任青秀幼教的“大师
傅”，成立名师工作坊，与区域内幼儿
园骨干教师建立师徒关系。

在青秀区教育局幼教教研员廖
丹萍看来，全区连续多年举办幼儿教
师培训研讨会，以教研为抓手，开展
区域教学研讨活动，观摩学习优质龙
头园办园经验，让教师学会了在教研
中共思共研，将教育理念内化成专业
行为。
“研讨会中众多专家、名师的分
享，引领我们剖析问题，思考解决办
法，让我对教研、课程有了新的认识
和思考。
”蒋雅萍说。
在名师引领下，青秀区培养了一
批优秀幼教师资，充实了区域学前教
研骨干力量。教研骨干又通过传帮
带、层级陪伴等，持续向农村园辐射，
促进农村幼师成长。

“城市园+乡镇园+村级园”
联动帮扶
龙头园南宁市凤凰岭路幼儿园
教师何婷每周都要下乡换岗带班，从

班级环境创设到带班，
她竭尽所能。
凤凰岭路幼儿园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开展联动教研，实行“三常态，
帮学共长”的集团化管理模式，助力
乡村学前教育振兴。园长黎晓明解
释，
“三常态”即每周龙头园与帮扶园
教师跟岗、换岗学习常态化，每月集
团教研活动同步常态化，每学期集团
培训学习共享常态化。
“通过参加镇中心园的跟岗学
习，我在开展保教活动时更加注重幼
儿自理能力和生活习惯的培养。”村
级园教师李兰金说。 （下转第二版）

学前

周刊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出版：中国教育报刊社 ●主编：纪秀君 ●编辑：赵彩侠 田玉 ●设计：丁京红 ●校对：赵阳 ●《学前周刊》热线：010-82296617 ●邮箱：jybxqzk@163.com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420

第 49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