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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汇

□戴仙仙

新西兰的“学习故事”风靡全球，它

被广泛用来帮助教师观察、理解并支持

儿童的持续学习，同时记录每一个儿童

成长的轨迹和旅程。在温州市学前教

育“玩中学”课改大背景下，我们借鉴

“学习故事”，推行以“游戏故事”的形式

来客观记录幼儿的自主游戏行为，并明

确“游戏故事”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指

向。那么，教师的专业能力在“游戏故

事”中包含哪些？什么是“教师游戏

力”？“游戏故事”与“教师游戏力”有什么

关联？如何促进“教师游戏力”的发展？

“游戏故事”可以是对一个事件发

展过程的描述，可以是对一个问题解决

过程的记录，也可以是对一个孩子某方

面成长过程的反馈。它既是观察与诊

断的方法，也是教师、幼儿对游戏行为

的评价，从而指引教师理念的提升、游

戏环境的创设、游戏行为的支持与引导

等。在研发“游戏故事”过程中，教师主

要通过看、写、讲、评等途径来获得专业

能力的发展。首先，教师是观察者。他

们通过观察来动态记录幼儿的游戏行

为，及时总结幼儿在游戏活动中获得并

积累促进其发展的经验。其次，教师是

解读者。他们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来客

观描述幼儿的游戏行为。再者，教师是

讲述者。他们借助案例视频分享幼儿

的“游戏故事”，与同行交流和碰撞教育

智慧。最后，教师是思考者。他们对幼

儿的游戏行为进行反思，对自己的教育

行为进行反思。

通俗地讲，“游戏力”就是通过游戏

激发孩子内在的自信力。而“教师游戏

力”，就是教师通过观察游戏，走进游

戏，及时而准确地“翻译”隐藏在儿童表面行为背后

的需求的能力。怎样促进这种“游戏力”的发展？对

此，温州市组建了以市教研员为组长、各县（市、区）

教研员为副组长、骨干教师为组员，以教研员蹲点试

点园的游戏研究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我们创新了

“三段式”教研模式。一是“读懂，唤醒，点燃：引领教

师学会理解”。共同体从试点园入手，一个县（市、

区）的教研员蹲点一个试点园，进行面对面的指导、

学习与实践。“下水”教研带来了许多变化，如幼儿的

游戏环境改变了，幼儿的游戏材料丰富了，幼儿的游

戏行为更自由了。二是“创设，放手，支持：引领教师

学会尊重”。基于儿童发展的立场，共同体提出了

“四玩”策略，即“我会玩什么，我想玩什么，我能玩什

么，我还能怎么玩”。经过实践，教师不仅学会了对

幼儿想法、言行、选择的尊重，而且也学会了对幼儿

思维、行为的放手。三是“解读，回应，助推：引领教

师学会欣赏”。是否所有的“游戏故事”都是高品质

的“游戏故事”？幼儿怎样的做法才能体现高品质的

游戏行为？幼儿在游戏中是否也要有自己游戏的预

设，以及对自己游戏行为的记录与反思。这样一来，

我们的“游戏故事”不再仅仅是教师观察与诊断的方

法，也成为幼儿对自己游戏行为的评价。在这一阶

段中，教师学会了欣赏，学会了倾听，学会了共享。

（本文作者系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幼教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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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今年9月，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

与浙江大学幼教中心合作开办的公

建配套幼儿园——浙大幼儿园凯旋

华家池分园正式开园。据了解，这是

该区与浙大幼教中心深度合作下诞

生的第4所幼儿园。

除了与高校合作，江干区近年来

还鼓励社区、社会力量参与办园，创

新了委托管理、派驻管理、互助共建

等多元化办园模式。“作为中心城市

的新兴城区，全区学前教育发展一直

面临着增量与质量的双重挑战。”江

干区教育局局长徐晖介绍，过去几

年，该区紧紧围绕“普惠”“均衡”“优

质”3个关键词，大力推动学前教育发

展。尤其是2016年成为国家学前教

育改革发展试验区以来，该区逐渐形

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积极参

与、公办民办协调发展的格局。

普惠——回应老百姓“就近入园”需求
不久前，江干区教育局公布了一

组数据：目前，全区现有各级各类幼

儿园65所，其中教育局办32所、其他

部门办5所、集体办22所和民办6

所，标准化幼儿园比例达87.8%。看

似简单的数字，却是对该区老百姓期

待“就近入园”的积极回应。

在2005年以前，该区仅有两所

公办幼儿园，远远不能满足老百姓的

需求。对此，“扩充教育资源”成为该

区发展学前教育的首要任务，幼儿园

建设工程被列入当地政府“为民办实

事”项目之一。

“增量”如何实现？根据学前教

育资源现状和区域人口流动趋势，该

区推进公建配套幼儿园的规划落地

和建设进度，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同步验收和同步使用。“2011年

至今，全区新建并投入使用公建配套

幼儿园37所。”徐晖告诉记者，不只

是本地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进城务

工人员子女也能相对就近入园。

为确保公办园的正常运转，该区

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占全

区教育事业费的16.6%，远高于杭州

市12%的最低标准要求。与此同时，

区财政与街道预算也加强了对民办

园的普惠力度：17万元每班的建设开

办经费补助，7万元每班的运营经费

补助，以及不低于小学生标准1/2的

生均经费补助。今年3月，区政府还

专门出台《江干区民办教育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实施新一轮

的补助。

“得益于财政杠杆作用的发挥，各

个街道纷纷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规划，

多渠道改扩建标准化幼儿园，推行‘一

社一园’工程。”在徐晖看来，这成为区

域学前教育资源扩张的有力补充。“此

外，我们还鼓励社会力量开办幼儿园，

满足老百姓不同层次的需求。”

均衡——多元化办园模式促教育公平
2015年8月，由三叉社区开办的

三新幼儿园被杭州市钱新幼儿园托

管，两所幼儿园开始探索“公助民

办”管理模式。“在3年多的实践中，

我们从开拓管理路径、优化队伍建

设、开发课程资源、拓展幼儿活动等

路径着手，逐步突破民办园的发展

瓶颈。”副园长周惊军说，“随之而来

的，是社会美誉度的提高。如在园社

区孩子比率从以前的60%左右到现在

的83.5%；家长满意度也从97.6%提升

到100%。”

在江干区，公办园与民办园跨体

制合作的教育共同体存在多种模式，

除了民办园委托公办园管理的模式，

还有公办园骨干派驻民办园管理模

式、契约化委托管理模式、公办民办

互助共建模式等，真正实现了“公民不

分家”。

作为一所公办园，杭州市夏衍幼

儿园于2010年被公办特级园杭州市

濮家幼儿园托管。有所不同的是，两

所幼儿园以“名园+新园”教育共同体

为基本形式，通过输入名园办园理

念、优质管理团队和教师资源，实现

“师资调配一体化、园本课程设置一

体化、管理标准一体化、考核评价一

体化”，抬高新园办园起点。仅隔一

年，夏衍幼儿园便被广泛认可为优质

幼儿园，并从母体剥离。如今，集团

下属已有3个园区。“其间，集团还作

为区域内首个探索‘公助民办’模式

的试点单位，托管了由社区开办的六

堡幼儿园，时间达7年。”园长上官晓

军说。

“江干区在全国首创院校与区域

合作办学的教育共同体，尽可能地扩

大优质资源的覆盖面。”在徐晖看来，

相较传统的集团化办园模式，该区的

教育共同体在集团化的基础上做了

更多创新，因而被称之为“教育新共

同体”。

优质——以队伍建设保障保教质量
针对区域内35周岁以下教师占

总教师数58.9%的现状，江干区委区

政府于今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保障

全区青年教师的待遇。就在上个月，

该区启用青年教师公寓，满足了900

余名教龄3年内单身青年教师的周转

用房需求。

近年来，在“教育新共同体”深入

推进的背景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成

为江干区提升保教质量的落脚点。

自2011年以来，该区加大事业编制

教师的配置力度，按每班2名教师的

配备，至今已招聘事业编制幼儿园教

师近800人。这其中，不仅有通过区

域招聘引进的幼教人才，还有该区与

院校合作开展“育苗计划”吸收而来

的优秀师范毕业生。“要提升全区幼

儿园的办园质量，还要考虑到非编教

师队伍的发展。”徐晖说，该区为此建

立了杭州市第一个区域非编教师信

息管理平台，在提供待遇补助的同

时，实施非编教师“一个都不少的全

免费培训”。

在扩充师资、提高待遇的基础

上，该区构建了“T”型教师队伍培养

体系，分层分类满足教师个性化的成

长需求。目前，区域内已经形成以杭

州市新锐教师、江干区精锐教师为主

的“两锐”教师梯度，大大缩短了骨干

教师的成长周期。

为了更好地提升幼儿园及教师

的保教水平，一支由教研员、特聘教

研员、区名师等组建而成的“保教质

量专业评估”队伍施行常态化视导机

制，做到每周一次半日活动调研、每

学期一所综合调研和每年一次全园

考核。另外，该区还推进幼儿园教师

保教质量观察与评价能力提升工程，

探索基于评价标准和自我评估的教

师专业发展路径，助推各级各类幼儿

园园本研修团队的建设。

杭州市江干区：要增量，更要质量

□本报通讯员 朱 煜

在湖州市吴兴区，有一支名叫“小

橘灯”的幼教志愿者团队，42名成员

全部来自湖州市实验幼儿园。在组建

3年多的时间里，教师志愿者累计参与

公益活动达175人次，服务时间近450

小时。该园教科室主任顾明华是“小

橘灯”的一员，她和同事们凝聚的点点

微光，温暖了周边乃至偏远地区的许

多人。

每周，顾明华和“小橘灯”成员都

会走进社会福利院送教。每次出发

前，她总是精心准备活动内容和材料，

尽可能地把幼儿园的游戏活动带给那

里的孩子。到了假期，她又走进社区，

为社区的孩子们组织有趣的课堂和快

乐的游戏。

2017年11月，在湖州市吴兴区教

育局和吴兴区蚂蚁公益联合举办的

“志愿导读”活动中，湖州市实验幼儿

园成为这项公益活动的试点园。顾明

华作为首批成员参与了这项活动。在

近一年时间里，她把亲子阅读的好方

法推广给当地家长，并不间断为全市

幼儿进行志愿导读。

“一切因爱而生。”谈及组织并投

入这么多公益活动的初衷，顾明华总

是这么回答。作为吴兴区幼教学科

带头人，顾明华的爱还淋漓尽致地体

现在幼教事业中。她回忆当初填报

入学志愿时，自己一连填写的3个志

愿都是“幼师”，最终如愿以偿。“我们

是因为对孩子的爱来到他们中间的，

我们必须满怀爱心去对待每一个孩

子。”参加工作之后，她常常把这句话

挂在嘴边。

在带班工作中，她总是能做到对

孩子们的精心呵护、温馨陪伴、适时引

导。面对身心发展与一般幼儿有所差

异的孩子，她甚至还有些“偏爱”。涛

涛（化名）就是她带班经历中遇到的许

多特例中的一个——他身体有病，走

路不稳，口齿不清。

“当时，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顾明华说，她专门在班里设置了一个

“涛涛时间”，“凡是涛涛讲话，我和孩

子们就一起耐心倾听他的一字一词，

直到他说完为止。结束后，我们还给

予响亮的掌声来鼓励他”。她回忆，那

时候不记得有多少个夜晚，她走进涛

涛家里，反复说服家长不要放弃孩子：

“虽然涛涛比别的孩子起步略晚，但是

就像车子一样，只要我们不断地去摇

动把手，总能启动发动机。身为老师

的我都不舍得放弃孩子，父母就更没

有理由放弃了。”一次又一次的家访终

于打动了家长，涛涛也完成了幼儿园3

年的学习，并顺利进入小学。

在顾明华看来，幼儿教师的爱心

还体现在教育教学中。“只要和孩子在

一起，我所有的细胞都会被激活，所有

的神经都能被调动。”回首过去30多

年的“教研旅程”，她始终将自己定位

在教育教学一线，“作为幼儿教师，要

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充分挖掘

教育内容的内在价值，并以教育活动

为载体发展孩子的多元能力，进而培

养其终身受益的品质”。因此，在课堂

教学上，她一直遵循“探索—发现—感

受—体验—表现”的教学思路，也取得

了不俗的成效。

顾明华：一切因爱而生

本报讯（通讯员 乐佳泉 陈彦羽）
近日，为提升幼儿园食堂品质，打造

“满意食堂”品牌，舟山市普陀区沈

家门幼儿园以“三优化”为抓手做好

食堂管理。

一是优化实操实练。组织食堂

人员分析菜品，反思操作过程，研讨

烹饪技能，以确保幼儿伙食色、香、

味俱全。二是优化学习模式。每月

开展“定期培训学习、自主分散式学

习、个别辅导式学习”，如智慧食堂

的线上操作学习，大大减轻了食堂

人员的工作压力。三是优化管理策

略。结合食堂人员的工作情况，制

定《食堂人员工作流程操作表》《食

堂环境检查打分表》《食堂人员月工

作考核标准》等精细化管理制度，给

食堂人员提供检验工作质量的标

准，让制度成为食堂管理的“最佳执

行者”。

推进幼儿园食堂管理“三优化”

“米是从哪里来的？”面对孩子们的
疑问，丽水市莲都区机关幼儿园教育集
团的教师们近日组织幼儿走进稻田，观
察水稻的生长环境，体验收割稻谷。活
动结束后，孩子们还走进碾米厂，了解稻
谷怎样变成米粒。

（本报通讯员 夏 芳 张 卉 摄）

大自然里的大自然里的““课堂课堂””

“爸妈故事团”：
把故事带到孩子身边

本报讯（通讯员 徐德飞 张 洁）“美味食物进嘴巴，

牙齿把它咬成粒……”每到午睡前，常山县教工幼儿园的

教室里就会传来家长讲故事的声音。近日，该园通过招

募，成立了一个由20位家长组成的“爸妈故事团”。

据了解，“爸妈故事团”所讲的故事均来自幼儿绘本，

由家长们利用休息时间到幼儿园录播室录制完成。录制

而成的故事除了提供给幼儿园各个班级午睡前播放，还以

二维码的形式发送至家长群，共享给幼儿园的所有家庭。

同时，家长们也可以通过幼儿园微信公众号找到录制的故

事。这样一来，该园的每个孩子都可以在家里听到“爸妈

故事团”讲的故事，尤其是对留守儿童家庭来说，有了这一

平台，亲子阅读时间得到了保证。

破解学前教育难点 区域推进优质均衡

日前，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幼儿园以“巧手遇见秋
天”为主题举行了亲子制作节。活动中，小班的制作材
料以稻草为主、中班以竹子为主、大班以木材为主，家
长和孩子共同参与。 （本报通讯员 陈飞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