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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不久前，慈溪市教育局发文公布，取

消15所幼儿园的等级资格。接下来，这

些幼儿园将无法享受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的财政补助，或许还会面临关停。

“考虑到民办幼儿园超过八成、外

来务工子女占一半左右的现状，我们

加大了幼儿园年检工作的力度。每年

对于办园水平低下的幼儿园做出整

改、撤销等级、停发办学许可证、核减

办园规模等要求，压缩薄弱幼儿园生

存空间，迫使他们进行改造提升。”慈

溪市教育局学前教育科相关负责人沈

烈炯介绍，为了突破区域学前教育发

展瓶颈，该市在过去第二轮三年行动

计划中加大对“低、小、散”薄弱幼儿园

的整改力度，实施薄弱幼儿园改造提

升专项工程。其间，一大批薄弱幼儿

园从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老百姓

口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3年整改提升84所幼儿园
整洁宽敞的教室、依据幼儿兴

趣而设置的互动墙、混龄式的户外

游戏……谁都难以想象，如今处处凸

显着儿童本位的古塘街道文化艺术

幼儿园在 2015 年之前曾是一所家

庭作坊式的幼儿园。“这两年，幼儿

园在优化资源的同时，开始注重内

涵建设。比如，结合 95%外来务工

子女的生源情况，我们创设了‘湖南

帮’美食节、‘贵州帮’剪纸日等富有

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活动，来自五

湖四海的家长和孩子们一起了解各

自家乡的传统文化。”副园长徐桂波

感叹，“从孩子到家长，我们都看到

了成长。”

3年来，像这样实现转型跨越的

幼儿园在慈溪共有84所。

“经过第一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的努力，慈溪市学前教育资源总

量得到扩充，基本解决了‘入园难’的

问题。”沈烈炯坦言，“尽管如此，薄弱

幼儿园数量相对较多，特别是还存在

一些普通民房用作园舍的准办级和无

证办园点。这成为我市第二轮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的重点突破口。”

为此，该市于2014年9月制定出

台了《慈溪市薄弱幼儿园整改提升工

程方案》，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从

2015年开始，将低、小幼儿园整治工

作列入对镇（街道）的教育工作目标管

理考核内容；新审批的幼儿园必须在

6个班额以上，从源头上控制增量；相

关部门对新建、迁建幼儿园给予政策

支持，如优先提供用地、闲置校舍、集

体用房等；让等级幼儿园成为享受财

政补助的前置条件；设置专项经费用

来补助民办幼儿园，以及等级幼儿园

创建等。

随着这项工程的全面推进，薄弱幼

儿园改造在慈溪家喻户晓，并逐步实现

了老百姓“在家门口上好园”的愿望。

目前，全市228所幼儿园中评定为浙江

省等级幼儿园的有198所（204个园

区），而省一、二级幼儿园占比30.8%。

坚持“停、并、转、升”四字方针
在84所整改提升的幼儿园中，有

的是易地新建，有的是易地改建，有的

是原地扩建……根据薄弱幼儿园不同

的实际情况，慈溪市围绕“停、并、转、

升”四字方针，逐园量身定制个性化整

改提升方案。

去年6月，租用了该市宗汉街道

小区配套幼儿园园舍的慈溪市维多利

亚早期教育中心由于生源骤减、办学

质量下滑被责令关停。同时，隶属于

同个街道的新星幼儿园因园舍简陋被

列为整改提升的薄弱幼儿园之一。于

是，在街道教育办公室的介入下，新星

幼儿园启用了即将面临闲置的园舍，

改建后更名为曙光幼儿园。

“针对这类具备一定办园能力

但无适宜场所的小型幼儿园，当地

政府会推出富余

校舍提供园方租

赁 或 购 置 后 改

建，提升办园档

次。”沈烈炯说，

“提供公共资源改建”是该市薄弱园整

改提升的主要途径之一。

对曙光幼儿园来说，整改提升带

来的变化远不止是办园条件的改

善。宗汉街道星光幼教集团总园长

唐娇萍对记者说，自去年9月接管曙

光幼儿园以来，集团化管理的方式让

这所改建后的新园明确了集团“幸福

教育”办园理念，顺利嫁接了精细管

理、适性课程、家园共育等策略，它开

始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其他两个园区

的特色创建之路。

在慈溪市坎墩街道，还有不少不

具备改造提升条件的薄弱幼儿园被

“并入”公办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全盘

接收在园儿童和合格教职工，为原举

办者提供工作岗位，并对园所设施进

行相应的补偿。而在偏远地区，为了

满足当地幼儿的入园需求，办园条件

尚可但管理能力不足的园所被设为优

质公办园教学点，依托“新母体”提升

办园质量。

此外，慈溪市还引导有一定办园

能力但经济实力不足的幼儿园做好

“加法”，即几家联合出资另觅场所改

建、新建股份制幼儿园实现提升。沈

烈炯补充说：“其中，有部分幼儿园大

胆尝试混合所有制模式。它由公派园

长主持幼儿园管理工作，是公办与民

办合作办园的有益方式。”

本报讯（通讯员 陈桦涧）开学以来，义乌以上溪、赤岸、大陈、佛堂4

个公办幼儿教育集团成立为契机，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有效缓解优质

学前教育资源紧缺的局面。

4家幼儿园以中心幼儿园为核心集团化办学，尝试“中心园+新园”模

式，实行招生、人事、财务、业务“四统一”。同时，按照坚持公益性、普惠性

发展，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原则，利用山区小学闲置

资源，推动教育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最佳利用，办好山区人民家门口的优

质幼儿园。

据悉，义乌于今年启动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规划3年内推进

108个幼儿园项目，构建“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城乡幼儿园体系。

□本报记者 朱 丹

“我的老师笑起来的样子很漂亮，

我要把她的笑脸画下来。”“我的老师很

喜欢唱歌，我要在她的周围画上很多音

符。”“我的老师像花儿一样美，我要给

她画一张有很多花的卡片。”……教师

节前夕，杭州市申花实验幼儿园的孩子

们化身为小小画家，有的为心目中“最

美的老师”进行了别样的写生绘画，有

的用纸笔交织出一张张有爱的卡片。

“这一幅幅童画包含了孩子的成长

与爱，是最好的教师节礼物。”园长金文

说，这份礼物的制作灵感源自该园正在

实施的“语画”课程。她介绍，建园以

来，她和教师们试图以绘画和语言作为

一种表达的支架，通过恢复两者学习之

间的一些固有联系，将传统课程上相互

割裂的艺术活动与语言活动还原成整

体的、联系的状态，使“童画”和“童语”

紧密结合，逐步构建了以“审美，创艺；

博采，乐言；善思，冶性”为目标的“语

画”课程体系。

在“语画”课程中，孩子们从读一本

故事书开启学习之旅。教师为孩子们

建立了一个“语画”绘本资源库，里面不

仅有渗透色彩、线条、制作等艺术创作

类绘本，还包括一部分由教师精心挑选

的丰富幼儿语言经验的绘本。有了资

源库之后，怎么好好利用这个载体让教

师们绞尽了脑汁：为了让小班孩子“好

玩”“乐言”，教师们在小班阅读区投放

了孩子可以边玩边说的自制“滚滚书”，

能够丰富孩子词汇量的翻翻卡，以及故

事盒、亲子日记、情境涂鸦等；在中班阅

读区，孩子们可以拿着小话筒在“电视

机”里开一次好书介绍会，还可以在表

演台上合作演绎一个绘本情境；而大班

的阅读区由孩子自主管理，他们根据班

级绘本主题内容改编、续编故事，通过

绘画的方式记录生活日记，利用各种书

写材料进行“玩字”游戏。

为了给孩子创设更为多元的表达

环境，该园不断优化课程载体，创设了

集读、画、演、说为一体的“语画”室。

“除了阅读区，‘语画’室还包括创作区

和表演区。”金文介绍，孩子们既是小

作家又是小画家，他们或“先图再话”，

或“先话再图”，或“边图边话”，循环积

累形成自己的绘本书。“我们期待借此

实现从‘儿童艺术’到‘用艺术来发展儿

童’的转变。”

聚焦小班幼儿文学语汇经验的《小

小树》，提升中班文学想象经验的《月亮

的秘密》，促进大班幼儿前阅读经验的

《谁偷了包子》……过去一年，该园教师

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基于幼儿表

达经验的活动设计与优化，形成了一

系列优质的“语画”课例。随之而来的

是，以年级组为单位的“语画”主题活动

应运而生。比如，中班的主题活动“长

长的……”，它以绘本《长长的》为主，在

关注、梳理中班幼儿原有经验的基础

上，提供多元化平台让他们进行艺术感

受、欣赏与表达。

在申花实验幼儿园，室内所到之处

都设置了“语画”游戏长廊或绘本墙；而

室外则为孩子们提供了一面可以任意

涂涂画画的“心情涂鸦墙”。“这些都是

孩子共同参与之后所形成的环境创

设。”金文告诉记者，孩子们在丰富多样

的课程体验中变得更加主动，还为自己

打造了一个自由表达的舞台——故事

会。从班级故事会到年级故事会，再到

全园故事会，所有的背景情境由孩子们

自己讨论与绘制，内容也由他们自己编

排和表达。教师更多的是提供材料支

撑和语言支持。如今，故事会已经是该

园每年举办的“七彩童玩节”的必备节

目之一。

慈溪：托底工程促薄弱园转型升级
编者按：经过前两轮三年行动计划，我省学前教育状况得到有效改

善。而《浙江省学前教育条例》的正式施行，更是为我省加快发展学前教育
提供了法治保障和依据。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即将出台之际，本报即日起
推出“推进教育现代化 补齐学前教育短板”系列报道，挖掘我省各地在推
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强化学前教育师资培养、深
入幼儿园课程改革等方面的典型经验。

“童画童语”：连接幼儿绘画与语言表达

义乌加快普惠性幼儿园体系建设

穿红衣、系披风的小旦骑白马儿，手持马鞭的
小生作带马状，敲锣打鼓的小队员围成一圈载歌载
舞……日前，来自长兴县开发区中心幼儿园的孩子
们在马灯传人贾九如的指导下学习马灯舞表演，感
受家乡戏曲的魅力。下箬马灯发源于长兴民间，它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陈治丽 摄）

近日，缙云县实验幼儿园
的孩子们从教师手中接过“成
长瓶”，并许下了成长的约
定。孩子们将领取的“文明星”
“雅趣星”“睿智星”等“成长之
星”放入瓶中，期待这一个个瓶
子见证成长。

（本报通讯员 马春霞
吕敏飞 摄）

家乡文化家乡文化““我我””来传来传

□包亚燕

受到安吉游戏的启发，不少幼儿

园在户外游戏中增添了油桶这一游

戏材料。于是，每当户外游戏时，教

师们总会鼓励孩子：“油桶可好玩了，

我们看看谁的本领大，可以玩出更多

花样。”一周过去了，孩子们有的推滚

油桶；有的爬上油桶，坐着“开汽车”；

有的用辅助物在油桶上搭出一个斜

坡，冲上去再跳下来……对此，教师

们在教研时流露出了这样想法——

“我真佩服安吉游戏中的孩子们，一

个个在油桶上踩来踩去，多厉害！”

“对比之下，我觉得我们的孩子胆子

特别小，玩不到那样的水平。”

教育现实中，很多教师都努力放

慢脚步，极力遵循幼儿年龄特点开展

各类活动，而孩子也在适宜的活动中

按照自身的速度和方式发展并成长

着。但是，有时候，教师还是无法做

到给予每个孩子充分的等待，我们该

如何改变这样的教育现状？

《小鸭子上台阶》这段小视频相

信很多人都看过：一只鸭妈妈带着12

只小鸭子外出，途中经过 3 级台阶，

鸭妈妈顺利上了3级台阶，站在最高

的台阶上左右回望，身后的12只小鸭

子在台阶上来回跑动，不断寻找一个

合适的位置奋力起跳。其中有一只小鸭子不到一

分钟就逐级上了3个台阶，其余小鸭子则在台阶

上无数次地摔倒又爬起，然后再起跳。在鸭妈妈

的耐心等待中，小鸭子们陆陆续续用自己的方式

跳上了3级台阶。尽管这是一段记录小动物的视

频，但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并借鉴。

无限信任——鸭妈妈始终坚信所有的小鸭子

最终都会攀上台阶，只不过是时间快慢而已。假

使教师也有这份坚信，那么也可以像鸭妈妈一样

轻松地放手、智慧地引领、及时地鼓励。当有了这

份坚信，教师便不再担心、不再不耐烦，没有失望，

更没有喋喋不休，只有静待花开。当然，放手并不

等于完全放任或者放弃，在孩子需要引导的时候，

依然需要成人的提醒和适当鼓励。

理智施爱——爱是理解、包容，爱更是尊重，

是全身心地感知对方的需要。视频中的鸭妈妈没

有只爱那些能力强的，而抛弃能力弱小的。它一

会儿向前探视，耐心观察每一只小鸭子；一会儿跟

随小鸭子们左右移位，寻找突破口；一会儿又假装

走掉，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体验成功的喜悦。视

频中有3只小鸭子一直未能上台阶，它们无数次

地摔倒又爬起来，最终挑战成功。在看似狠心、无

情的背后，却让人充分感受到了鸭妈妈理智的爱。

坚持不懈——有了信念的支撑，爱的滋养，小

鸭在看似绝无可能的挑战面前努力坚持。在这个

团队中，有鸭妈妈的引领，有团队成员的示范，特

别是第一只挑战成功的小鸭子，其散发的榜样力

量让所有鸭宝宝都开始相信自己，因而，它们会在

摔倒后马上就站起来，坚持不懈地继续向上跳跃，

直至成功跃上台阶。可见，适宜的时机、充分的等

待会孕育出无限的可能性。在上述案例中，教师

如果再给孩子多一点的等待，孩子们会在教师的

引导中、同伴榜样的影响下，用自己的方式慢慢走

向我们所期待的“成功”。

（本文作者系平湖市教师进修学校幼教教研

员、省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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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专属教师的诗词大会

近日，温州市第八幼儿园的教师们共同参与了该

园首届诗词大会。爱好朗诵、爱好诗词的教师参加了

“书友摸书”活动，并与同伴一起演绎诗词，将经典诗

词与音乐、舞蹈融为一体，呈现出来。活动期间，教师

们以各园区为单位进行必答题、抢答题等诗词游戏环

节，并推选出“诗词达人”。 （丁 瑶）

“大带小”融入幼儿园

连日来，德清县禹越镇高桥中心幼儿园的大班幼儿

来到小班教室参与“大带小，一起玩”活动。该园每个大

班幼儿都固定结对了一个小班新生，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带着弟弟妹妹玩转幼儿园，安抚结对小伙伴不稳定的情

绪，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幼儿园生活。 （张琴惠）

童声诵经典，童心演童趣

日前，桐乡市石门镇中心幼儿园举办“童声诵经

典，童心演童趣”活动。该园教师围绕《三字经》，专门

为孩子们设计了念、唱、演3个游戏环节，使其亲身体

验吟诵、传唱、武术等表现形式。接下来，孩子们还将

在传统故事、成语、诗词等熏陶中畅游中华经典文化

的殿堂。 （张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