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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眼睛里隐藏的教育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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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探索篇

“发展学前教育

就是要让老百姓受益”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大力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

■

本报记者 陈瑞昌 通讯员 谢伟

日前，南京市茶亭幼儿园接受了江

苏省优质幼儿园的验收，评估专家感慨

不已：“也就半年多时间，这里的变化真

可谓脱胎换骨。 ”这是一所由街道举办

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属集体性质，常年

收不抵支，历经20年风雨，办园条件已

明显落后。 今年3月，经南京市建邺区教

育局牵线，茶亭幼儿园与江苏省级优质

园南京市第五幼儿园共建。 区教育局拨

款150万元重新装修校舍， 添置设施设

备； 第五幼儿园向茶亭幼儿园派出5名

骨干教师， 其中李美霞老师担任园长，

两所幼儿园实行同步管理。“工作环境

变了，管理水平高了，现在这里的教师

干得特别带劲!”第五幼儿园园长蔡小荣

这样向记者介绍。

这是建邺区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

一个案例。 近年来， 该区通过扩大公

办园、 扶持普惠园、 增加优质园等有

力举措， 大力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

发展， 全区常住人口43万， 开办幼儿

园33所， 其中公办园、 集体园12所，

省级优质园超过70%。 目前， 该区区

域内适龄户籍儿童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达100%， 全区幼儿园共接纳2252名流

动人口子女， 其中60%以上在公办园

或公益普惠性幼儿园就读。

“发展学前教育， 就是要让老百姓受

益。”建邺区教育局局长易善平介绍说，近

些年，为了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现象，

该区专门成立区学前教育改革发展领导

小组，完善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和“统

一规划、统一准入、统一监管”机制，推进

学前教育五年行动计划，合理规划区域幼

儿教育布局，加大投入发展学前教育。

为了保障发展，建邺区将学前教育

经费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区政府每年拨

出幼教专项经费用于幼儿园建设和事

业发展，实行计划单列，并逐年递增。 从

2012年起， 该区按每生每年350元的标

准发放学前教育公用经费。2010年建邺

区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同级财政性

教育经费的比例为3.25%，2011年增至

3.79%，2012年达8.96%。

建邺区一直把集体园、 民办园纳

入全区学前教育总体规划， 积极扶持

发展。 早在2008年， 该区就实施了集

体园“提升工程”， 先后投入420万元

专项经费， 通过结对帮扶、 携手创建，

全面扶持6所集体园优质发展。 此后，

6所集体园中100%创建为省优质园。

建邺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程东红介绍，

今年该区派出了15名公办骨干教师到

民办园顶岗支教，他们的工资奖金不要

民办园承担。 为提高学前教育整体质

量，建邺区将所有公办园、集体园和民

办园组合为6个盟区， 每个盟区由相邻

的5-6所幼儿园组成， 各盟区均有1-2

所省级示范园， 以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在岗位聘用、 在职培训、 职称评

定和评奖评优等方面， 建邺区民办园、

集体园教师与在编公办教师享有同等

权利。 区教育督导室、 托幼办定期对

民办幼儿园教师合法权益的落实情况

进行督察， 依法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去年暑期， 该区教育局组织幼儿园教

师免费参加本科函授学习的考前辅导，

如期获得本科文凭的教师， 无论在什

么性质的幼儿园任教， 都将得到1000

元的奖励。

积极“慢长”：幼儿教育的真谛

■

胡金波

叶圣陶曾说 ： “教育是农业 ， 不是工

业。” 教育是慢的艺术、 等待的艺术， 教育

既少不了， 也快不了。 作为教育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的幼儿教育， 切忌抄近路 、 拔苗助

长， 切勿走捷径、急功近利，要遵循规律，善

于等待、积极“慢长”，让幼儿充分地沐浴成长

的阳光雨露、感受成长的快乐与美妙。

积极“慢长”旨在促进幼儿自己成长。每个

幼儿都是独一无二的遗传存在，都是在一定的

教育和环境中生活， 伴随不同的教育环境，会

产生无数显性和隐性、线性和非线性的多重成

长组合。 而教育的使命和价值，就是在这多重

组合中最大限度地开发幼儿的创造性潜能，而

创造性潜能开发的过程实质就是幼儿逐步走

向自主建构的过程， 使其逐步成为自己的自

己、比较高大的自己、将来对社会有较大贡献

的自己。因此，幼儿成长既不能替代，也不可复

制，更不能重复。幼儿教育必须基于个性，尊重

差异，呵护天赋，促进幼儿自己成长。离开幼儿

自己的成长，不是教育意义上的真正成长。 促

进幼儿自己成长的教育，应关注每个幼儿独特

的学习方式， 为每个幼儿提供适合的教育，让

其真正成为自己成长的主人。

积极 “慢长” 重在促进幼儿自然成长。

法国思想家卢梭强调 “教育即自然成长”，

他认为教育要适应儿童天性的发展。 但现实

中， 许多家长抱着培养 “小天才”、 “小神

童”、 “小艺术家” 的梦想， 让幼儿疲于奔

波于各种培训班之间， 结果幼儿玩的权利被

剥夺了， 在游戏中迸发的创新思维被扼杀

了。 德国幼教专家艾申波茜认为， 幼儿大脑

中的神经腱只有在幼儿主动用脑时才会得到

锻炼， 幼儿只有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才能接

受所学的内容。 而幼教 “小学化”， 在剥夺

孩子游戏和动手操作机会的同时

,

也剥夺了

孩子大脑神经元受到丰富刺激的机会

,

阻碍

了神经元和突触的生长形成

,

进而阻碍了幼

儿大脑发育。 防止和纠正过度早教的现象和

幼教“小学化”的倾向，促进幼儿自然地成长，

是当前幼儿教育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积极 “慢长” 贵在促进幼儿自由成长。

在拉丁文中， “儿童” 意味着自由。 自由既

是儿童的天性， 也是创造的条件。 对幼儿来

说， 自由成长是件难办之事， 但绝非办不到

之事。 幼儿教育对幼儿生命所产生的遥远、

广阔和不可比拟的影响， 常常会超出一般人

的想象。 早在

20

世纪初，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

利就指出： “世界上每个地方都存在着强者压

迫弱者的现象， 幼儿也是被压迫和误解的对

象。” 她呼吁 “发现幼儿” 和 “解放幼儿”， 以

使每个幼儿都能得到自由成长 。 爱因斯坦认

为： “在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者身上， 都鲜明

地保持着两种特质： 一种是神圣的好奇心， 一

种是内在的自由。 ”他认为，这两种特质要靠“外

在的自由”作保证。 因此，幼儿教育应自觉以“外

在的自由”来保证幼儿成长的“内在自由”，注重

引导而不强制，注重影响而不支配，注重解放而

不控制，以最具有人类良心、最具亲情母爱、最

具纯洁高尚的幼儿教育实践， 促进幼儿自由发

展，为幼儿终身可持续地健康发展奠基。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

教育厅副厅长）

■回音壁

■新闻速递

河南出台幼儿园

办园基本标准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日前， 河南省政府

正式印发 《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 （试行）》， 规定

城镇每一万人、 农村平原地区每3000-6000人设

置1所幼儿园， 新建5000人口以上小区应建1所幼

儿园， 幼儿园规模一般为6-18个班。

为确保幼儿校园安全， 河南对幼儿园设备作

出详细规定：幼儿园要配齐安保防卫设施设备；卫

生保健设备应配备常见外用药品及简易外伤处理

器械、消毒液、温度计、手电筒、对数视力表；有完

善的室内和室外设备， 单独设置的卫生间应采用

水冲式，地面应防滑、易清洗；幼儿园桌椅单人单

椅，与幼儿身高相适应，使用环保材质，无尖锐棱

角；3岁以下儿童以配备单一功能的运动器械为

主；禁止使用全封闭的滑梯和通道；配备供儿童午

休的单层床，每生1床，床间通道不小于50厘米。

河南省规定， 幼儿园设点布局应选在地质条

件较好、 环境适宜、 交通方便、 场地平整、 排水

通畅、 日照充足、 空气流通、 公用配套设施较为

完善、 远离各种污染源的地段； 有独立的园舍、

场地， 有围墙、 大门和传达 （保安） 室， 功能分

区明确， 布局合理； 不与娱乐场所、 网吧、 医院

传染病房、 垃圾及污水处理站、 生产经营贮藏有

毒有害危险品或易燃易爆物品等不利于儿童身心

健康成长、 危及儿童安全的场所毗邻。

海南省级示范园

与乡镇园“结亲”

本报讯 （记者 刘见）

“从2013年起， 我省

10所省级示范幼儿园将与20所农村乡镇中心幼儿

园进行‘结亲’ 帮扶。” 海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

处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充分发挥省级示范幼儿

园的辐射引领作用， 全面提升海南学前教育整体

科学管理水平和保育教育质量及教师专业素质，

海南学前教育首次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此行动， 以

推动海南学前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

海南省教育厅要求，省级示范幼儿园要深入被

帮扶幼儿园进行指导、交流，帮助其树立先进的保

育教育理念， 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方法；帮

助建立健全教研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

度、幼儿入园制度、卫生安全制度、家园联系制度

等，并为被帮扶幼儿园教师提供观摩和学习机会。

此外， 省级示范幼儿园还可以组织“送教下

乡” 活动， 选派优秀骨干教师深入被帮扶幼儿园

举办各类讲座， 上示范课， 面对面地交流教研信

息， 帮助被帮扶幼儿园开展园本培训和园本教

研， 指导被帮扶幼儿园制定学期班级教学计划、

教师业务培训、 教学资源分析、 环境创设、 安全

卫生保健工作等。

为幼儿撑起安全伞

《学前教育》周刊12月23日刊发的《江西赣县

构建“五位一体”安全网》一文，介绍的江西省赣县

构建“门防、人防、物防、技防、群防”的学前教育安

全网络的做法，很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我们知道， 幼儿园一直是学校安全保卫的短

板，幼儿园各类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我们办教育，

就是要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温馨的环境里， 更重要

的是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 因为只有安全，我

们才能谈得上教育，才能谈得上孩子的健康成长。

只要大家齐动手，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防范墙，

就会为孩子营造出安全、健康的学习生活环境。

（山东省青州市何官初级中学 王建民）

河北万全大力发展

村镇学前教育

近日， 在万全县安家堡幼

儿园， 老师正在指导孩子们弹

电子琴。 近年来， 河北张家口

市万全县规范民办幼儿园的发

展思路， 大力发展乡镇幼儿园

和村办幼儿园， 规范幼儿园园

长 、 幼儿园教师的选聘程序 ，

并组织全县幼儿园教职工进行

培训。 截至目前， 全县共有村

镇幼儿园

29

所， 幼儿园教职工

138

人。

朱旭东 摄

（新华社发）

高密多元办园惠及城乡所有村居

■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孙世杰

近日，新建成的山东省高密市开发

区中心幼儿园正式开园， 在这所投资

1000万元、 办园条件优良的新幼儿园，

孩子们正在以黄、绿、红为主色调的新

大楼前， 愉快地学习燕子飞翔歌舞，幼

儿园里童声满园，一派生机。

高密市教育局局长杨宗荣告诉记

者， 自2011年以来， 高密已投入3.5亿

元，新建改建幼儿园113所，而这只是该

市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一个

阶段性成果。 近两年来，高密市坚持政

府主导、多种模式办园，通过多种形式

扩大学前教育资源，逐步形成了公办优

质园、村办普惠园、民办特色园、企办配

套园并举的学前教育发展新格局，学前

教育已覆盖城乡所有村居。

公办优质园：

让孩子上好园

杨宗荣介绍说，早在2008年，高密

市就确立了“幼儿教育规模化发展”战

略， 在城区整合资源， 成立了密水、醴

泉、开发区三个幼教集团。 其中，密水幼

教集团下辖33个幼儿园，在招生、聘任、

考核、评估、培训、业务管理、人员调配

和养老保险等方面实行“八个统一”，有

力促进了公办园的迅速发展。

在市里支持下， 原来规模很小、条

件落后的崇实幼儿园，几年间迅速发展

成为山东省示范园。 记者到该园采访

时，孩子们正在上“奥尔夫音乐”活动课

程，正在兴高采烈地做小蝌蚪找妈妈的

游戏，“小蝌蚪” 们戴着可爱的道具，在

模拟风声、雨声、水声、动物叫声的奇妙

音乐伴奏声中对问对答， 活泼舞动，展

示童真童趣。 该园园长岳素香告诉记

者，充满音乐元素的节日游戏、季节游

戏、亲子游戏和区角游戏，已成为幼儿

园的独特风景。2010年，有3家个体园主

动要求并入崇实幼儿园，之后高密市又

批准成立了崇实幼教集团，通过名园办

分园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在农村，高密市坚持“大社区建中心

园，小社区建分园，中心园辐射带动，镇

村一体化管理”的模式。姜庄镇根据辖区

广、村居布点多的实际，建起了仁和、姜

庄、聂家3所示范园，形成了“三足鼎立”

竞争发展的良好局面。 此外，从2011年

开始， 高密市启动了城乡联盟园建设，8

所省级示范园分别与24处农村园结成

联盟共同体，共享理念、特色、师资、资

源，将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延伸到农村，带

动15所幼儿园办成了潍坊市示范园。

村办普惠园：

农村娃入园更实惠

高密市密水街道王株村地处偏远，

以前村里的孩子要到4公里外上幼儿

园。 村支书孙旭洋承诺说：“村里必须办

好幼儿园， 给老百姓解决难题。 ”2010

年，该村筹资30万多元，建起了标准化

幼儿园，还从城区聘请了一位优秀园长

加强管理。 如今，村里孩子入园每天只

交1元钱， 教师工资和其他经费全部由

村里承担。 不仅本村的孩子都能就近入

园，附近几个村的群众也都要求送孩子

入园。 孙旭洋说：“建幼儿园就是为了给

乡亲们做好事，如果容纳不下，就再扩

建幼儿园。 ”如今，王株幼儿园已有220

多名孩子，还兼并了一家个体园。

姜庄镇翻身庄也投资100万元建设

了社区幼儿园，孩子入园村里每月补贴

50元，水、电、暖等办园经费全部由村里

承担。 村支书李明新说：“孩子就是未

来，村里拿出再多的钱也值得。 ”

目前， 高密市已有50多个村相继

办起了普惠园， 村办园已成当地学前

教育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民办特色园：

满足多样化需求

金苹果幼儿园是高密市一所特色民

办园，很多家长都选择把自己喜欢舞蹈、

绘画、声乐、剪纸的孩子送到这里。该园的

亲子游戏厅、感统训练厅、多功能厅、架子

鼓房、钢琴房、科学宫一应俱全。 2011年，金

苹果幼儿园还专门招聘了两名男教师，注重

培养男孩子阳刚勇敢的品格。 在幼儿园一

楼，孩子们正穿过“海洋隧道”参观“迷幻海

底”。在二楼的“奥妙森林”，孩子们脸上充满

了好奇和兴奋，体验着无限的创意。

“我们明确定位， 实行特色办园， 在

环境创设、 场所设施、 活动课程、 师资

选聘等方面， 都体现特色办园要求， 促

进孩子不同个性的健康发展。” 金苹果幼

儿园园长颜廷勇说。

此外，蓝天幼儿园的情感动力训练、康成

幼儿园的礼仪孝亲活动、 清华幼儿园的情境

化体验教育等，都已成为当地特色幼教品牌。

企办配套园：

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不仅如此， 企业配套建设幼儿园在

高密市也蔚然成风。

高密市高新企业豪迈科技公司有

3000多职工， 其中进城务工人员和外来

人员达到90%。 为解决职工子女入园问

题， 2010年， 公司投资600万元， 在企

业住宅小区配套建成了豪迈幼儿园， 按

公办园标准收费， 不足经费由公司保

障。 豪迈幼儿园教师月平均工资2200多

元， 并且和公司员工享受同步涨薪待

遇。 豪迈幼儿园还依托高新园区优势，

定期组织孩子参观父母工作的高科技车

间、 业绩展和科研孵化成果等。 幼儿园

自己开辟了3亩多菜田， 孩子们吃的全

都是自产的无公害蔬菜。 今年， 豪迈科

技公司又投资300万元扩建幼儿园并向

社区开放， 承担起了部分社区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的职能。

此外， 在恒涛节能环保有限公司的

幼儿园，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园每月只

需60元。 金达双鹏集团在姜庄镇商品物

流园区同步建设配套幼儿园， 建成后作

为公办园移交教育部门管理。 孚日集团

也建成了托幼一体化的孚日幼儿园和一

所高标准公办园， 满足新工业园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入园需求。

“政府主导、 多元办园为幼儿和家

长提供了方便就近、 灵活多样， 普惠

性、 多层次、 有特色的学前教育服务，

实现了学前教育城乡村居全覆盖。” 杨

宗荣说。 2009年， 高密市学前一年入园

率就达到了100%。 今年， 高密市还将

加大力度， 投入7000万元， 新建改扩建

23所公办园， 建成后高密市学前三年入

园率将达到98%。

■学前评论

■记者在一线

高密市密水中心园开发了一批适合幼儿活动的特色游戏， 图为孩子们正在做呼啦圈运动。 韩瑞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