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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 通
讯员 王宝刚 王忠）“全力配
足配齐配好幼儿园教师，我们责
无旁贷。”日前，山东省潍坊市
教育局滨海分局党组副书记辛华
在全区学前教育专题会议上表
示，潍坊滨海区实现了公办园专
任教师全部享有在编待遇，并通
过一体化体验式培训培养促进幼
儿园教师专业成长和综合素养提
升，推动了学前教育高质量发
展。

教师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一环。如何聚焦与回应提
升学前教育质量，滨海区一直坚
持人才强教，努力践行普及普
惠、优质均衡理念，形成了“政
府主导、公办园为主、公办教师
为主”的发展格局，强力推进

“幼有优育”全面实现。
2005年以前，滨海区幼儿

园在编教师寥寥无几，可谓个个
都是“顶梁柱”，很多园长都感
慨：“什么时候能每年都分给我
们几个在编教师啊！”

幼教发展所需，就是工作的
努力方向。2005年，滨海区开
始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幼儿园教
师，自此建立起幼儿园年度招聘
新教师的长效机制，目前共新招
聘在编教师 283 人。2012 年，
该区又启动公招区聘教师，共招
聘 104人。2018 年，滨海区制

定出台了《滨海区管委会关于将符
合条件的公立幼儿园纳入机构编制
管理并核定人员控制总量数的通
知》，在全市率先完成公办园核编
工作，同时完成全区幼儿园人员控
制总量核定，计划5年内完成幼儿
园 控 制 总 量 教 师 招 聘 工 作 。
2019—2021年，全区连续三年幼
儿园教师招聘实现了较之前招聘人
数 100%的递增。到 2022 年，全
区共招聘控制总量幼儿园教师230
人。

滨海区实验幼儿园园长李学贞
说：“我园是全区规模最大的幼儿
园，22个班级共 44名专任教师，
加上办公室8名人员，全部为在编
教师。区管委会为幼儿园解决了后
顾之忧，我们所有的精力都得以用
在幼儿园质量提升与可持续发展
上，没想到补充在编教师的愿望这
么快就实现了！”

截至目前，滨海区共有幼儿园
专任教师486人，其中由区财政全
额承担工资待遇与社会保障的教师
有346人，占比71%。全区公办园
专任教师全部享有在编待遇，居全
省第一，极大地保障了师资队伍的
稳定与持续发展。

在有效补充幼儿园教师的同
时，滨海区还紧紧围绕“精准化+
个性化”的教师培训目标，明确教
师成长的4个阶段——合格教师、
骨干教师、精英教师、名优教师，

为全区教师量身定制科学有效的成
长阶梯。每年均列支5%的教师专
项培训经费，开展“区内培训、区
外跟岗培、园际交流培”三级培
训，为教师梯度成长提供保障。

据介绍，区内培训注重创新模
式的构建，设置了园长课程执行
与教师专业发展两大项目，依托
研训一体化的菜单式培训，全面
实施全员“自培”。区外培训注重
教育资源的拓展与实效性提高，
创建了不同层级教师定期外出跟
岗、园长深层次培训、寻标结对
等模式。园际交流培训重在差异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构建起了以
体验式教研为主的园本研训新常
态与新生态。

此外，滨海区采取了“专业+
非专业”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努力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专业”培
训，指的是学前教育专业内容的相
关培训，包括学前教育基本理论知
识、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学前教育
教学实践的基本技术与方法等。

“非专业”培训，指的是综合内
容，包括通用知识、时事政治、法
律、职业道德等。

“教师数量充足了，专业培训
精准了，教育理念更新了，高质量
的学前教育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让孩子们上好园、上有质量的园，
滨海区做到了！”潍坊市教科院学
前科负责人王鑫说。

山东省潍坊滨海区：

公办园专任教师全部享有在编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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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英老师团队的引领让我们的创意
戏剧由原来的只关注玩耍与表演，转向
了挖掘音乐与戏剧中蕴含的更深层次的
文化内涵，让孩子们在快乐的审美游戏
中获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这可
以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谈及10年前福
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程英教授带领
团队入园指导的经历，福州市融侨兰邑
幼儿园副园长江雁感触颇深。如今，该
园已成为以创意戏剧为特色的音乐文化
启蒙教育实验园。

从“审美与快乐”到“礼
乐合一”

早在2002年，程英老师就带领团队
围绕“审美与快乐”进行了一系列有关
幼儿音乐启蒙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
索。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调研后，程英
发现不少幼儿园的音乐教育活动浮于表
面，或注重教授音乐知识与技能，或仅
注重“玩”和“有趣”。“我觉得幼儿园
的音乐启蒙教育不只是教音乐或者玩音
乐，还应该努力用音乐触及与感动幼儿
的心灵。正所谓以美启德，以美润心，
以美培元，脱离文化内核，音乐教育也
就缺少了灵魂。”

通过查阅典籍，程英学习领会了先
秦儒家“礼乐相依”“美善相乐”“以乐
化人”等乐教思想精华，有了新的认识
和思考：“应将民族优秀文化之‘礼’与
民间艺术之‘乐’生态式融合，将民族
民间音乐、民族优秀文化与幼儿心灵有
机融通，使得‘礼’与‘乐’相辅相
成、共生共行、合二为一。”

新思路极大地拓展了原有的研究框
架。从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素
材，到逐步开发具有福建乡土特色的民
间音乐，再到挖掘提炼基于幼儿生活环
境的朱子“礼”文化、闽都“孝”文
化、闽南“拼”文化、闽北“勇”文
化、闽西“红”文化等闽文化精神，将
其转化为幼儿可感可玩、有助于养成良
好行为习惯的音乐美育活动，程英和她
的团队二十年来始终围绕“礼乐合一”，
将幼儿音乐文化启蒙教育做深做实。

“这些年来，我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
花在去各基地园调研与园本教研上了。”
程英说道。目前，福建省内已有31所幼
儿园加入该项研究，成为实验园，研究
的火种遍布八闽大地。

该项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音
乐。如何依据现有的音乐，通过改编、
创编，形成适切幼儿身心发展且融入优
秀民族文化的音乐素材？这仅靠基层幼
儿园是难以完成的。为此，程英团队一
方面发挥高校的资源优势，将该校学前
教育、音乐教育、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专
家以及八闽本土优秀的民间艺术家、民
间文化研究学者吸纳进来，为研究的深
入推进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则以课题
为依托，通过每年申报一项总课题，再
细化为多个子课题的方式，调动基层幼
儿园的积极性，共同开展基于当地特
色、园本特色的实践研究。

高校与幼儿园的携手推进，形成了
理论与实践的双轮驱动，令“礼乐合

一”民族优秀文化启蒙的研究得以不断
走向深入。

课题研究驱动下的“各
美其美”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二
幼儿园是该项研究的一个实验园。该园结
合福州当地的“孝”文化积极优化课程建
构，推进集体教学、区域活动、游戏活动、生
活活动、亲子活动等各种活动形式与音乐
启蒙教育的有机融合。

“我们成立了彩虹音乐工作室，由各
班老师志愿报名，再依据本班特色自主
开发适切的活动方式。”该园项目负责人
游万玲介绍。

恰如彩虹所寓意的多彩一般，围绕
共同的主题，该园各班采取了不同的诠
释方式。有的班级以福州小吃为调查对
象，让幼儿寻访、了解、分享与吃有关
的童谣；有的班级聚焦传统节日，尤其
是福州特有的孝顺节——“拗九节”，以
创意戏剧、传统闽剧等方式引导幼儿在
表演的过程中了解当地的民俗，感受与
表达对父母与祖辈的孝顺；还有的班级
引入福州本土童谣，让幼儿在念诵、编
曲演唱的过程中展现童音、童趣。

“我们将本土童谣 《扒龙船》 配上
《新年好》的乐曲，略作改编，唱起来朗
朗上口，孩子们都很喜欢，这在潜移默

化中也增进了他们对家乡文化与家乡方
言的了解。”该园教师林慧说道。

“福建各地都有各具特色的民间艺
术，如闽西的汉剧、闽南的拍胸舞、闽
北的战胜鼓、闽东的畲族歌舞等，这为
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育素材。”程英表
示，团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基
层幼儿园整合素材，提炼其中的文化元
素并加以儿童化，进而形成可供一线教
师方便实操的案例。“我们依托幼高专搭
建的省级培训平台、研究中心，收集全
省各地的好案例，以论文集、案例集、
音视频等形式为一线教师提供精准的指
导，以说课、观摩、研讨、对话、点
评、讲座等方式做到授之以渔。”

家园齐心共育迈向“美
美与共”

音乐的独特魅力在于其能够激发人
内在的情感，形成一种理性与感性的良
性互动。采访中，几位园长都提出，音
乐文化启蒙教育的实施起到了“带动一
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的成效。

林慧的班上曾有一个来自浙江的孩
子。接触闽剧之后，孩子爱上了这一福建
传统的民间艺术。在他的带动下，甚至还
有家长特别聘请了一位闽剧专业教师，每
周到班上与全班孩子互动。

在幼高专附属第二幼儿园，常有幼
儿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走进园所，或
用福州方言“攀讲”，或教唱方言歌曲，
或讲述有趣的民间文化小故事，祖辈间
的距离因此一下子拉近了。孩子们惊
叹，原来爷爷奶奶们都是深藏不露呀！

艺术成为家园之间、亲子之间推进
文化理解、文化交融的一座桥梁，这在
各基地园中亦成为一段佳话。

融侨兰邑幼儿园一周一次的创意戏
剧日格外热闹。坐在台下观看的家长、
教师可以随时参与进来与台上的孩子一
起互动表演，这往往是大人与小孩最开
心的时刻。当毕业典礼上，大班幼儿给
精彩的戏剧表演配上自己参与选编的音
乐时，家长们都不禁感叹，自家的孩子
怎会如此快乐、如此能干。

幼高专附属第一幼儿园的“大圣归
来”“爸爸去哪儿”等亲子音乐文化活
动，一经推出就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
迎，以至于家长强烈要求原本只在部分
班级开展的教学实验要全面铺开。

这便是音乐的魔力。
随着研究的深入，孩子们真正爱上

了音乐，懂得了欣赏音乐中蕴含的文化
之美。“有的孩子会自发听民族交响乐，
因为他们觉得这音乐很美妙。”江雁表
示，改变不仅发生在孩子身上，家长的
观念也有了变化，从原先注重表演形
式，转而更关注孩子的内在发展。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可以
走得很远。“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加入进来，
成为孩子音乐与文化启蒙路上的引路人，
在孩子心中埋下音乐与民族优秀文化的
种子，这将对其一生产生积极深远的影
响。”程英期盼着能够把这些年来积累下
的经验辐射到省内乃至全国的更多地方，

“教师的不断创新拓展，将赋予文化传承
与传播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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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 60 多个乡村悦读悦享书房里，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阅读图书、学习充电，在浓浓的书香中享受阅读的
快乐。图为孩子在禹越镇禹悦书房阅览图书。 谢尚国 摄

暑期觅书香

本报讯 （记者 熊杰 通讯
员 黄萍） 最近，厦门市的幼儿
园开始报名，与几年前要连夜排
队的情况不同，今年的报名现场
空荡荡，这是厦门基于“精准摸
底”进而合理划分招生片区的结
果。由于信息提前公开，家长对
入园“心中有数”，只需网上提交
资料就能完成报名。

“我们提前与居委会、公安部
门对接，并请第三方机构对辖区
内入园人口进行统计，掌握基本
信息。”厦门市湖里区幼教干部谢
桦表示，区教育局在一两个月
前，已经提前做好“功课”，他们

对可能要报名幼儿的相关信息有
了预先了解，所以家长在报名
时，只要输入自己的身份信息，
系统就会显示幼儿可能被哪个园
录取。

厦门市湖里区禾盛幼儿园园
长汪怡红介绍，今年的招生信息
做得非常明确，家长一看就懂，
所以到幼儿园现场报名的几乎没
有。一些不懂报名程序或不知道
如何上传数据的家长，也可以拨
打幼儿园招生电话，值班教师会
一步步教他们完成操作。

厦门市基础教育处负责人介
绍，今年，厦门各区教育局按市教

育局要求，因地制宜，利用大数据
统计和网上报名等服务方式，方便
群众入园。虽然“热门园”仍然存
在要求入园人数多于实际招生数
的情况，但是由于做到了合理调
剂、公平入园，群众也能接受，整体
报名情况比较平稳。

大数据多跑路 家长不再排队

厦门全面推行幼儿入园网上报名

2011年，我结束了自己6年的英语翻
译工作，有幸成为一名幼儿园教师。作为
一个新手教师，我是在学前教育改革的洪
流中成长起来的，从对幼儿教育的懵懂无
知到收获各种荣誉，我亲历了党政机关幼
儿园十年发展的风风雨雨，更见证了学前
教育发展的十年光辉历程。

踏入幼儿园第一天，角色的转变让我
有点儿无所适从。我曾经一度怀疑，这份
工作真的适合我吗？但每当看到孩子们纯
真的笑脸，听到他们稚嫩的话语，又一次次
激发了我继续坚持的决心。

2012年，《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颁布，全国上下掀起了学《指南》、用《指
南》的热潮，我们幼儿园也不例外。通过学
习掌握幼儿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与特点，
建立对幼儿发展的合理期望，实施科学的
保育教育，我的专业知识越来越丰富，并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

这一段艰难的历程，是从“拔剑四顾心
茫然”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跨越。

2014年，我被幼儿园聘为班主任，岗
位的变化让我压力倍增。但随着国家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国培”的福利
也降临到我的头上。几年间，我先后参加

了“山西省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项目培训”
和“山西省幼儿园骨干教师访名校浸润式
培训项目”。我的教育理念不断转变，工作
能力不断提升，也更加体验到了职业的幸
福感与成就感。

在一日活动中，我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
老师，而是孩子的朋友和伙伴；在孩子学习
上，我们摒弃了以前机械化的教育方式，转
而和孩子一起参与活动设计，让大自然和社
会成为孩子学习的主场，让孩子去亲自实
践；在家园工作方面，我们越来越注重与家
长的沟通和交流，向家长普及新的教育理
念，让家长理解、认同、支持和配合我们的
工作，让家长成为幼儿教育的参与者。

现在，“以游戏为基本活动”“让孩子在
玩中学，做中学”以及“孩子在前、教师在
后”的思维模式已深深地融入我的思想与
行动中。孩子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玩自己
想玩的游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的工作
重点也从以前的组织、引导孩子的活动，变
成了观察、解读孩子的内心。

这一段成长的记忆，是“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馈赠。

2019年，我非常荣幸地担任了教研组
长，深知责任重大。怎样让我们的团队更

有凝聚力，这是对我的又一次考验。2020
年伊始，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我带领
教研组的老师们进行了第一次线上教学活
动，大家一起学习现代化信息技术，探索信
息技术与幼教的整合应用，推送亲子游戏、
召开视频会议、线上家访……帮助家长和
孩子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2020年9月，我被评为芮城县2019—
2020年度教改先锋，受到全县教育人的
关注，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我感受到
了作为一名幼教人的荣光。随着学前教育
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上级领导的指引
下，我园成功申报了“十四五”省级课题

“中国传统节日背景下幼儿园生活课程的
实践研究”。接下来，我将带领教研组的
老师们，大胆实践、开拓创新，走上一条

“以研促教”“科教兴园”的探索之路。
这一段奋斗的足迹，是“踏遍青山人

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感动。
改革十年，时光飞逝，托起了幼教人

的追求和梦想；砥砺十年，不断探索，记
载着幼教人的拼搏与收获；不悔十年，见
证我从“幼教小白”逐步成长为善于学
习、勤于思考的研究型教师。十年磨一
剑，丹心照未来。

投身幼教 青春不悔
讲述人：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党政机关幼儿园 曹海艳

一线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