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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公办幼儿园“一位难求”——

宁波鄞州区
牵手高校打造教育品牌

平阳试水新型公办园建设
□本报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易永煌

创办”的形式。张全举说，所谓“租赁创
园的保教费大幅下调，
平均降幅达 30%， 工专业素养成了首要任务。该县秉承
办”，即由受县教育局委托成立的平阳
相当于生均每年减少 2400 多元，
每年累 “资源共享、互帮互助、共同提升”的原
县教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租赁场地， 计可为群众减轻负担 620 多万元，同时
则，开展“优质办园联盟”活动，7 所新型
参照公办园开展课后托管服务。
公办园分别与镇上的优质公办园结
在平阳，公办幼儿园数量少，优质 “县财政不仅支付园舍及设施设备租
金，还拿出每所幼儿园每年 30 万元的
“和最初相比，收费下降了一半以
对。按照要求，新型公办园要派遣管理
民办幼儿园收费高，可谓学前教育突出
委托管理费，原举办方享有‘优先委托
上，负担真是减轻了不少！”对于幼儿园
人员和教师分批定期到公办园跟岗学
现状。每年入学季，给孩子找一所优质
经营’
‘ 产权归属不变’
‘ 优先录用原聘
转为公办，平阳县水头镇爱绿金凤新型
习，并建立每学期至少一次的教学分享
普惠的幼儿园，成了让家长们发愁的
教师’
的特权，
并严格按同等级公办园
公办幼儿园家长群里的讨论异常热烈，
交流制度、每月一次的月计划沟通交流
事。而在水头镇，这一情况尤为严重。
标准实行‘四个统一’，即统一生均拨款 “多亏了这么好的政策，
让孩子们在家门
机制和教研制度。
这学期，镇上一下子多出了 4 所新型公
标准、统一收费标准、统一师生配比标
口就能享受到平价优质的学前教学”
。
上周，平阳县教师发展中心发布
办幼儿园，让不少家长吁了一口气。
准、统一薪酬体系标准”。
关于举行幼儿园教师园本课程开发与
据介绍，由于底子薄、历史欠账多
“新型公办园模式，是一件多方受
新型公办园聚焦“高质量办学”
实 施 能 力 提 升 24 学 时 培 训 活 动 的 通
等原因，到 2020 年，平阳公办园在园幼
记者在水头镇第一新型公办园看
知，7 所新型幼儿园园长同步接收到了
儿覆盖面仅为 16.42%。为补齐短板， 益的民生实事。”平阳县水头镇第一新
型公办幼儿园园长杨小茜告诉记者，对
到，硬件建设上实现全面升级的园区
该通知。
“ 现在教师不仅在待遇上有了
该县率全省之先推进民办幼儿园转设
照“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 50%”的建
内，温馨整洁、充满童趣的教室布置显
改善，更重要的是，与公办园教师的交
新型公办园改革，首批转设了 7 所，提
设目标，学前教育会面临新一轮的洗
得朝气蓬勃，舞蹈房、阅览室、钢琴房等
流变得频繁了，专业素养提升很快。”
供了公办学位 2600 多个。
牌，将大大压缩民办幼儿园的生存空
活动室一应俱全，同时该园还新增了 3
杨小茜说。
间，
“我们积极申报‘民转公’，也是顺势
名教师和保育员。
让新型公办园规范运行，离不开高
“民转公”让多方共赢
而为”。
除了这些看得到的改变，家长们最
效监管和奖惩机制。该县通过暗访、检
7 所新型公办园中，除了水头镇的
而让民办园举办方最终打消顾虑
为关心的，是新型公办园的保教质量究
查、调研、举报核查等措施，对新型公办
4 所，在万全镇、昆阳镇、麻步镇，各有 1
的，是实实在在的红利：经平阳县教育
竟如何？
“‘民转公’带来的，不仅是入园
园的办学进行全程督管，明确有“办园
所。为此，该县投入资金 2500 多万元。
局与该县县委编办、县事业单位登记管
难度的下降、收费的降低，随着办园投
行为不规范”
“ 保教质量严重下滑”等 6
一边是亟待解决的民办幼儿园“收
理局的多方协调，注销原办学主体，设
入的增加、师资培训的加强，幼儿园的
种情形的，将取消新型公办园资格，且 3
费高、入园贵”民生难题，一边是财政资
办园质量将得到显著提升。
”
张全举说。
年内不得再申报。同时，按照公办园标
立新的事业单位法人。7 所民办园从此
金紧张、土地要素吃紧瓶颈，而推进“民
把好质量关，
首先要抬高准入门
准，对新型民办园的课程建设、协同引
有了
“身份证”
，
实现了与公办幼儿园一
转公”，就能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致的生均成本拨款方式，学费大幅下降
槛。事实上，第一批转设的 7 所新型公
领、保教科研等办园业绩进行定期考
工期耗时过长等问题。
的同时，举办方有了更有保障的租金收
办园，均是达到省二级及以上的、专任
核，按考核结果优秀、良好等第分别给
该县教育局党委委员张全举给记
入及委托管理费，而且参照公办园的管
教师持证率达 100%的优质普惠性民办
予 5 万元和 3 万元的奖励。
者算了一笔账：以幼儿园的办园规模测
理、补助、考核方式，园区品质随之实现
幼儿园。为让新型公办园快速成长，该
算，如政府新建，每所需投入建设资金
跨越式提升。
县在政策支持上大开绿灯，保障新型公
3000 万元以上、花费工期 3 年。算下
随着 7 所民办园转设成功，其他民
办园在审批登记、分类定级、评估指导、
来，7 所新型公办园为财政节约建设资
办幼儿园争相咨询。目前，该县已启动
职称评审、表彰奖励等方面，与公办园
金 2.1 亿元，节省土地指标近百亩，节省
第二批新型公办园建设的前期工作。
享有同等的政策地位及待遇。
时间成本 100%。
今年
9
月份开始，
7
所新型公办幼儿
眼下，整体提升新型幼儿园的教职
7 所新型公办园采取的都是“租赁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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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芳华”在身边

近日，来自缙云县河阳小学、长坑小学、坑沿小学
等乡村学校的 290 余名学生齐聚县行政中心广场，为
路人讲述军人爷爷等人的“芳华”故事。据悉，8 月以
来，缙云县 25 所乡村学校的 1500 余名学生走出课堂，
来到乡间，进入企业，共采访了 210 多位老人，并制作
若干故事展板集中展示。
（本报通讯员 叶佳鑫 黄 铿 杜益杰 摄）

浙财大维吾尔族小伙儿
“带货”
“公益”
两不误
□本报通讯员

赵 蕾

李凯婷

前不久，在 2021 年杭州“大学生创
业未来之星培养计划”大赛中，浙江财
经大学经济学院大二学生如则麦麦提·
艾合麦提带领小艾商贸创业团队脱颖
而出。他受举办方邀请，作为唯一一名
少数民族青年企业家，参加了在杭州举
办的“2021 世界青年高质量创新创业
（杭州）论坛”，并且进入了“全球青年创
新创业杭州成长营”继续深入学习创业
技巧和创业知识。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学生，从小我
就享受着各项优惠的国家政策，这些帮
助不但给我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平台，也
让我有了更多机会去把握发展的机
遇。”如则麦麦提是一名维吾尔族学生，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2019 年 5 月他与学
长艾力联合创立了杭州小艾商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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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分享，广助力
寻找课后服务的最优解
“请科学老师给孩子讲‘夏夜大三
角’，寻找牛郎星和织女星；和美术学科
整合，编写牛郎织女连环画；利用学校
影院观看四大民间故事戏剧；组织学生
分小组演绎牛郎织女的故事……”江山
实验小学副校长周小燕分享道，语文
课上刚学完《牛郎织女》，各科教师们
就联袂设计了一份跨学科的项目式作
业。作为课后服务的主力军，怎么盘

公司。
该公司成员主要来自苗、回、汉、维
吾尔、哈萨克等民族，而公司成立的初
衷是“以各个高校为出发点、新疆特产
作为桥梁”，促进新疆与沿海地区的文
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提高两地的凝聚
力。同时，公司也为在高校就读的少数
民族学生提供就职岗位，目前已提供
2000 个以上的岗位。
公司结合网店销售与线下售卖的
模式，将阿克苏苹果、和田大枣、吐鲁
番葡萄等一系列新疆特色产品推广了
出去。这些商品都是直接从新疆农户
手中采购的，既避免了中间商赚差价
的溢价情况，也给新疆农户带来了更
大的收益，提高了收入水平。直销的
新疆特产让人们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
新疆特色产品，促进了新疆特色产品
与文化的传播。

活教师资源，用最少人力谋求最佳效
能，始终是与会者们关注的重点。除
了在作业设计环节倡导各科教师联动
外 ，周 小 燕 介 绍 ，该 校 还 对 教 师 采 取
“1+X”定向包班服务，在安排一位主
负责教师开展作业管理的基础上，由
年级组灵活安排其他学科教师穿插进
行答疑解惑。
这学期全面升级课后服务以来，衢
州市衢江区东港小学做了件重要的事，
学校在排摸放学后学生接送情况后，制
定了“五步接送法”，具体分为陪伴接

在校园内，如则麦麦提多次带领团
塘·石榴籽家园是杭州市西湖区打造的
队进行新疆特产的宣传与销售，还组织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平台，2020 年
校园内各个民族的姑娘、小伙儿为大家
入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重点扶持
展示少数民族的特色舞蹈，给同学们科
项目”，是浙江省唯一一个入选项目。
普民族知识。眼下，他带领的杭州小艾 “杭城美”志愿服务队就是该平台为共
商贸有限公司已在东北、上海、宁波等
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汇聚 20 余
地发展起了高校分销商，并于去年打造
所省内知名高校教师、大学生及社会各
出了以销售新疆干果为核心的“艾叔” 界的力量而建立的。
新疆特产品牌。截至今年 7 月，公司销
在转塘·石榴籽家园中，如则麦麦
售额达到 117 万元，给新疆当地农户带
提见证了“心香莲”民族团结进步推进
去了 30 万元以上的收益。
行动项目的落成，参与了内地新疆高中
该公司还将内地和沿海地区的现
班“候鸟归来”计划的实施，并且多次随
代工艺品、服饰和技术带到新疆，让新 “杭城美”志愿服务队来到西湖区，给小
疆地区的人们感受到文化的多样性、经
朋友们介绍各民族的故事，提高孩子们
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两地的
的民族团结意识。他说：
“ 希望通过我
经济文化交流。
们的努力，让大家感受到各民族文化的
不仅“带货”能力强，如则麦麦提还
美、了解多元的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及
是转塘·石榴籽家园民族团结示范生、 民族团结，使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杭城美”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之一。转
在一起。”

送、骑行接送、拼车接送、校车接送和自
驾接送。
“ 这为我们倡导接送资源共享
创造了前提条件。”东港小学教务主任
王晓芳说，学校提出“共享家长”的概
念，在充分互信的前提下，亲朋好友或
邻里间可由其中的一两个“共享家长”
接送，或由共享车子接送，
“我们也会定
点、定人为等候接送车或有延迟接送需
要的孩子提供共享延时服务”
。
“从来没有哪项专项工作，
像
‘双减’
一样，部门群团这么齐心给力，合力出
点子、搭台子、出人才，帮助学校破解拓

展项目少、专用场地缺、专业师资紧等
难题。”季根寿一席话博得现场阵阵掌
声。无论是衢州市文明办依托“衢城万
鲤”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推出的“学生
点单、中心派单、志愿者接单、互动评
单”服务模式，还是团市委依托流动少
年宫打造的“一县一品”课后服务项目，
抑或市妇联组建的巾帼课后志愿服务
队、市科协打造的“科普讲师团”，都从
集“智”、集“器”、集“室”、集“资”等维
度，为各地各校的课后服务提供了更多
可能。

本报讯（通讯员 张 灵）近日，宁波市鄞州区教
育局和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签订合作协议。鄞州区将
借助高校优质教育资源和教学科研力量，打造基础
教育示范品牌。
根据协议，鄞州的 3 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被
确定为基地校，鄞州区首南街道学府实验幼儿园
挂牌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基地幼儿园”，鄞州区
首南街道学士小学挂牌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基
地小学”，鄞州实验中学挂牌为“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基地中学”。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将遴选优秀教师组建讲师
团，为基地校开发科技、体艺等拓展性课程，并为学
校课后服务等提供免费师资。同时积极引入浙江大
学优质教育资源，为基地学校提供资源支持，每年为
鄞州区教育局培训一定数量的骨干教师。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还将通过课程项目、研学项
目等向基地学校开放场地，共享高校资源。此外，基
地学校将解决双方每年联合引进的国家级、省级高
层次人才的子女入学问题。
该协议的签订将进一步发挥鄞州区教育局和浙
大宁波理工学院在人才、资源、实践平台等方面的
综合优势，以校地深度合作助推双方高质量发展。

温州商学院
“创业管理实验班”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叶锡环 胡金林）从大一新生
中遴选招收单独编班，人数不超过 30，致力于培养
数字经济时代创业者、家族企业接班人和具有全球
视野的职业经理人，10 月 21 日，温州商学院 2021 级
“创业管理实验班”
正式开班。
据介绍，该实验班标准学制 4 年，弹性学制 3 年
至 8 年，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培养制。导师有一半来
自实务界，包括创业者、投资者、管理者，以及机关企
事业单位专家学者等。课程方案坚持行动和实践导
向，其中实践课程占培养计划一半左右，包括案例研
讨、参观学习、创业模拟、创业竞赛、项目孵化等。学
生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习任务后，颁发工商管
理（创业管理方向）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
予条件的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明年起，该校创业
管理本科专业将正式对外招生。
温商院执行校长、党委书记周湘浙表示，该校将
创业教育作为立校之本，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
培养全过程，主要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创业型人
才。该实验班是学校打造“最优服务学生大学”的重
要举措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突破，旨在通过
分类培养、分层教学，进一步深化教学方式改革，强
化“做中学”和“创中学”，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最优
服务和最适合平台。

义乌推动青少年宫
参与课后托管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龚琴娟）近日，义乌市青少年
宫的教师走进该市江湾小学和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义
乌小学，为两所小学 5 个班级的百余名孩子送去课后
服务兴趣课。
自“双减”政策出台之后，义乌团市委积极与教
育局对接，按照“发挥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
校外活动场所在课后服务中的作用”总体要求，推动
市青少年宫参与课后托管服务。
青少年宫根据相关学校实际需求，研讨、制定课
后服务清单，精选授课教师，以学校自主选择、学生
自愿报名的形式常态化开展上门课后服务。
目前，市青少年宫已参与 4 所学校的课后服务，
提供古筝、乐高、素描、编程等 11 门兴趣课程。第一
期课后服务为 300 多名学生提供优质课程。接下来，
青少年宫将与学校加强合作，协同开发课后服务课
程，实现课程、师资、场地资源共享，丰富学校课后服
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

10 月 27 日，在浙江海洋大学足球场开展的
以踢花毽、抛绣球接力赛、珍珠球等项目为主要内
容的趣味运动会，吸引了包括少数民族学生在内
的百余名大学生参与。
（本报通讯员 陈永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