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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全国县域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督导评估国家认定启动现场会

前夕，国家督导评估专家组及与会代

表采取分组现场考察的方式，前往成

都市双流区、青白江区，走进城区公办

园、乡镇中心园、普惠民办园、国企办

园、农村办园点等，全面了解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情况。

在成都市双流区机关幼儿园，考

察组在园区户外发现，一位位“小画

家”端坐着，一边手拿画笔，一边望向

不远处的“阳光农场”，聚精会神地画

出农场植物。

“阳光农场”是双流区机关幼儿园

“四自课程”的内容之一。该幼儿园着

力打造“自然、自足、自立、自信”幸福

四自课程，其中，“自然课程”依托自然

环境，创设阳光农场、美味果园等，让

幼儿对自然万物充满好奇，感受生命

的节律，体验劳动的乐趣。

“加油！加油！”一场幼儿障碍赛

正在双流区金桥幼儿园火热开展，考

察组的专家们停下脚步，为这群可爱

活泼的孩子们加油打气。

小朋友们活力四射，小脚丫勇敢

地跨过石头桥，蹦蹦跳跳地跃过障碍

物，在美妙的音乐中，障碍跑接力赛让

考察组现场感受到了金桥幼儿园“回

归自然，顺应天性”的幼儿教育理念。

双流区金桥幼儿园与崇州市交

界，是一所公办乡镇中心园。幼儿园于

2016 年创建为成都市一级幼儿园，现

有9个教学班，在园幼儿280人。

在金桥幼儿园，幼儿们在手工坊

敲打着木条，围坐在一起拼接积木玩

具，在沙石园堆砌出城堡……该园致力

于培养“爱生活、爱合作、爱创造、爱探

究”的“四爱”儿童，考察组在这里被孩

子们的欢声笑语包围。

双流区彭镇琴琴幼儿园是一所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地处拥有百年文化历

史的双流区彭镇，2014 年成为成都市

二级幼儿园。该园保留了户外树木建

造树屋和户外功能性滑梯，为孩子营造

一个“微型”自然乐园。

考察组先后走进园区内设立的幼

儿“探索区”“沙水区”“涂鸦区”“运动

区”四大游戏区域，了解幼儿园打造的

富有生活、儿童趣味的自然乐园。

近年来，成都市双流区围绕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和“幼有所育”，构建“布

局合理、公益普惠，要素充分、机制健

全，优质均衡、科学规范”的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123%，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82.3%，

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50.2%。

随后，考察组还前往青白江区的

幼儿园进行参观考察。

“小朋友你开的这是什么店呀？”

“火锅店，老成都火锅好吃得很！”在青

白江区清泉中心幼儿园的游戏区内，

小女孩一边回答，一边收拾着菜板上

的“食材”。

在清泉中心幼儿园，考察组刚进

校门，左边“小农场”里给白菜地清理

杂草的孩子们笑盈盈地喊道：“老师

好！”该园秉承“亲近自然回归生活”的

教育理念，利用自然材料和乡土资源

打造环境、开展游戏、生发课程。

在幼儿园泥工坊内，考察组又被

正在做泥塑的孩子们吸引，看着满手是

泥却玩得不亦乐乎的孩子们，专家们好

奇地打量。幼儿园挖掘周边红泥、黄泥

资源，创设室内泥工坊和户外“拌泥

巴”，孩子们可以在泥塑造型、泥浆涂

鸦、自由玩泥中发挥创意，体验野趣。

紧接着，考察组来到已经有 92 年

办园历史的城厢中心幼儿园。它位于

具有“千年古镇、自在城厢”美誉的青

白江区城厢镇。沿着幼儿园右侧的长

廊前进，走进幽暗的蘑菇种植区，几个

小朋友正在把成熟的蘑菇采摘下来，

称重记录，寻找“菇王”。穿过一条种

满了各种植物的绿色长廊，眼前是豁

然开朗的“院落”，城厢中心幼儿园顺

承千年古镇的“院坝”文化，把游戏区

打造成古香古色的庭院，潺潺流水汇

聚成小水池，孩子们在旁边的沙滩修

建城堡，走廊上还有孩子在玩积木、做

木工。此外，幼儿园在古镇“诗书传

家”文化熏陶下，创设班级阅读区、园

级图书室，满足孩子自主阅读、快乐阅

读的需求。

随后，考察组又走进川化润嘉幼

稚园。该园是一所国有企业举办的公

办幼儿园，于 1956年随国家“一五”规

划重点项目四川化工厂建设而诞生。

该幼儿园外观还停留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工厂宿舍楼的模样，但院内绿

树掩映，仿佛置身公园之中，各种用

PVC管道、机油桶设计的园创作品、游

戏设施星罗棋布，将自然与工业气息

完美融合。孩子们在林间追逐嬉戏、

攀爬跳跃，笑声和着叽叽喳喳的鸟鸣

不时从各个角落传来。

川化润嘉幼稚园致力于教育环境

“生态”、保教活动“生趣”、队伍建设

“生机”的“三生”特色，用爱和专业培

育“自然灵动、活泼开朗、习惯良好”的

孩子，让孩子们在宽敞生态的环境中

亲近自然，乐享野趣、创玩艺术，自然

灵动健康成长。

青白江区现有幼儿园58所，其中公

办幼儿园 26所，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7.9%，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8.26%，

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57.93%。

考察组认为，各幼儿园在助力区

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同时，在以游

戏为基本活动的基础上，还结合自身

实际、区位优势等资源，开展生态种

植、阳光体育、分享阅读、艺术教育等

特色活动，不断探寻学前教育之路，让

温暖的陪伴和专业的保教如涓涓细流

般润泽孩子的童年。

本报讯（记者 陈朝和）四川省教

育国际文化体验系列活动之成都纺

织高等专科学校第六届“一带一路”

国际文化艺术周日前在成都纺织高

等专科学校开幕。四川省教育厅一

级巡视员胡卫锋、四川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副主席李兵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

胡卫锋强调，近年来，四川省不

断加强与丝路沿线国家的科教文化

交流平台，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

行动。四川省教育国家文化体验系

列活动之第六届“一带一路”国际文

化艺术周和“一带一路”国际艺术教

育联盟活动将持续拓展合作范围、深

化合作内容，努力把四川打造成“一

带一路”全方位、宽领域的国家科技

教育合作交流新高地。希望成都纺

织高等专科学校和各友好院校、相关

企业和机构再接再厉，进一步开拓创

新，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开展友好

交流合作，不断为双方国家的教育文

化艺术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李兵指出，今天的四川，弘扬古

丝路精神，正以“四向拓展、全域开

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成为“一

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衔接点。成

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搭建了一个良

好的交流学习平台，四川文联愿同

大家一道，为“一带一路”贡献文学

艺术界的智慧和力量。

开幕式上，与会中外嘉宾、领导

共同参加剪彩仪式并宣布四川省教

育国际文化体验系列活动之成都纺

专第六届“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艺术

周正式启动。来自成都大学、乐山

职业技术学院、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学

校留学生代表和中国学生先后带来

精彩表演节目。

据悉，本届文化艺术周活动 12
月1日开始，为期一周。期间将召开

“一带一路”国际艺术教育联盟理事

会会议，将通过职教联盟云学院线

上平台邀请中外专家举行《西班牙

加泰罗尼亚大区高校艺术和设计教

育经验分享》等4场国际艺术论坛活

动，线下则将邀请詹颖等专家举行

《丝绸之路与邛窑器物设计》等 6 场

国际艺术论坛活动，还将举行非遗

工作坊及体验、蜀锦作品及《锦记》

服装展、蜀绣展等一系列展示体验

活动。活动闭幕式将在邛崃邛窑遗

址公园举行，届时将举行 2020“邛窑

杯”“一带一路”国际创意设计大赛

颁奖典礼。

来自塞尔维亚、老挝、孟加拉

国、也门、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尼

泊尔、蒙古等国家的近200名留学生

代表参加文化艺术周活动。

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贡嘎山，

作为四川省的最高山峰，是家喻户

晓的四川名片，取名‘贡嘎杯’，就是

要鼓励全省青少年学生在校园足球

赛场上挥洒青春、顽强拼搏、勇攀高

峰。”日前，四川省第一届“贡嘎杯”

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组委会召开新

闻通气会，通报赛事的相关进展，并

就媒体关切的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该赛事由四川省教育厅、四川

省体育局、共青团四川省委共同举

办，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发展好青少年足球的重要指示，

深化教育改革，做强校园足球竞赛

体系，打造四川校园足球品牌赛事。

记者获悉，本次比赛分中小学

和高校共9个组别进行。其中，中小

学 6 个组别分别在成德眉资、川东、

川南、川西、川北5个分赛区，通过单

淘汰赛决出比赛名次后，各赛区冠

军队将在成都、绵阳进行总决赛；高

校组将在川南和川北两个分赛区采

取单淘汰制决出比赛名次，最终由

各赛区冠亚军队采取主客场制角逐

总决赛。中小学组选拔赛已于11月

30日前完成，分区赛将于 12月 10日

至 13 日举行。高校组分区赛于 12
月 2 日至 20 日举行。中小学组、高

校组总决赛将于 12 月 21 日至 26 日

举行。

据了解，本次比赛将通过四川

省教育厅、共青团四川省委政务新

媒体平台进行实时直播。比赛将评

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最佳人气球

员、最佳射手、最佳教练员、最佳裁

判员等奖项，组委会将于近期面向

全国大学生进行奖杯设计方案的征

集。

总决赛结束后，各组别冠军还

将择期与重庆市代表队进行“川渝”

校园足球交流比赛，进一步促进成

渝两地青少年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全国68所高校动医学
子齐聚蓉城比拼专业技能

本报讯（龙泓宇）日前，由中国兽

医学院院长联席会、中国兽医协会主

办，四川农业大学承办的第六届大学

生动物医学专业（本科）技能大赛举

行。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四川农业大学等

全国 68 所高校的 330 余名学子到场

参赛。

全国大学生动物医学专业技能

大赛始于 2010 年，每两年举办一次，

代表着全国本科动物医学专业技能

的最高水平。本次大赛作为历届比

赛规模最大、参与率最高的一届大

赛，将通过参赛队员个人专业素质和

创新实践能力的现场展示，促进全国

同类高校的交流互鉴，推动动物医学

类本科学生临床实践和创新实操能

力的进一步提升。

裁判员代表和参赛选手代表分

别宣誓后，比赛正式开始。在为期一

天半的赛程内，68支参赛队伍都需完

成山羊瘤胃切开术、禽的病理剖检、

病原菌检查与血凝试验 3 个比赛项

目，比拼专业素质及操作能力，并按3
个项目的总得分一决高下。

认真进行术前准备、熟练开展

保定麻醉、沉稳运用手术刀、规范操

作各类仪器……各代表队选手们以

饱满的热情、充分的自信、严谨的态

度、默契的配合投入竞赛。经一天

半连续奋战，于日前完成全部竞赛

内容。

比赛过程中，来自全国兽医院校

专家组成的裁判团将对各参赛队伍

现场操作的规范性、熟练程度和配合

情况等进行近距离考察，严格按照各

项目评分标准打分。闭幕式上，山羊

瘤胃切开术项目裁判长、南京农业大

学侯加法，病原菌检查与血凝试验项

目裁判长、华南农业大学郭霄峰，禽

的病理剖检项目裁判长、中国农业大

学佘锐萍分别对3个比赛项目的情况

作了细致点评。

巴州区
“进校园”活动未经备案一律禁
止

本报讯（记者 董志文 倪秀）日前，巴

中市巴州区教科体局为营造教育教学良

好环境，切实减轻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不

合理负担，印发了《关于规范学校有关活

动开展的通知》。

该通知明确提出，学校不得接受未经

区教科体局备案许可的党政、主管部门以

外的非主流媒体的有偿宣传；学校不得接

受未报区教科体局相关股室（单位）备案

审核批准的进校园活动、学校不得接受未

报区教科体局相关股室（单位）备案审核

批准的APP学习平台……

巴州区教科体局相关负责人说，近年

来，泛化的“进校园”活动，既加重师生负

担，干扰学校教学秩序也助长形式主义，

背离立德树人目标。因此，通过开展规范

进校园活动还教育一个宁静空间，让学校

教职工能回归教育教学主阵地，安心办

学、潜心育人，少一些折腾、多一分耐心，

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据悉，国务院2019年7月印发的《关于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

量的意见》中就明确要求：“各地要完善统

筹协调机制，严格控制面向义务教育学校

的各类审批、检查验收、创建评比等活动，

未经当地教育部门同意，任何单位不得到

学校开展有关活动。”

达川区
开展百名校长晒家底活动

本报讯（夏莱文）日前，达州市达川区

在达州中学开展了首场“百名校长晒家底

行动”相关活动。在达州中学翠屏校区运

动场，达川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

成建制民办学校校长，和达州中学师生一

起参加了该校的升国旗仪式。随后，百名

中小学校（园）长分组观摩达州中学教研活

动，到班听课，参观达州中学校史馆、学生

生涯规划中心、科创中心、监控中心。

在进行分组讨论后，百名中小学校

（园）长围绕加快提升教育质量、勇当区域

教育中心排头兵开展集中交流活动。各

学校校长分别作交流发言。达川区教科

局通报了各学段教学质量，剖析了存在的

不足和差距，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明确了质量提升动力在总结、关键在校

长、基础在队伍、核心在课堂、保障在管

理、抓手在教研的路径和方法，为推动达

川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再添动力。

“教育质量提升关键在校长，校长就

是学校发展的‘风向标’。”达川区教科局

负责人表示，该活动主要目的是通过现场

看、现场学、大家谈等方式，学习借鉴一流

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科学的管理方法、

高质量的有效举措，加强交流学习，有效

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达

川区教科局还将陆续在其他学校开展“百

名校长晒家底行动”系列活动，用硬措施，

提升软实力，走好达川教育鼎兴之路。

成都市第十幼儿园
实行干部教师轮岗制

本报讯（王艳林 谢莉）始建于 1915 年

的成都市第十幼儿园，在政府不断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背景下，组建了十幼教育集

团，目前已有三个园区。随着集团规模扩

大，干部、教师编制人员少、90%以上为园

聘教师、管理人员不足、教师经验不足等

问题凸显，针对以上问题，该集团创新实

施三个层面的干部、教师轮岗制度。

副园长循环轮岗。集团建立之初，园

所实行“牵头+整合”的特色管理模式，即

三位副园长在全面主持各自园区工作的

基础上，分别牵头集团的部分工作，有效

促进了集团管理的联动和黏合。2019年，

在此基础上，集团创新实施副园长轮岗制

度，每周有两个半天三位副园长分别轮岗

到其他园所进行管理，形成“三个三”轮岗

小循环。

中层干部业务轮岗。以“保教”和“后

勤”两项工作为线索，每月通过保教常规

检查、安全大排查、卫生检查等工作，开展

中层干部“跳出园区看园区”的轮岗业务

互动。

骨干教师特长轮岗。2019年，广厦园

区的两位骨干教师以美工和班级管理特

长被挖掘成为集团“流动教师”，每人每周

采用“2+2+1”（5 天时间在三个园区的分

配）在园区间进行“流动”，深入一线围绕

老师在环境创设和带班过程中出现的需

求和问题进行一对一的有效指导，极大缩

短了教师的专业入格时间。骨干教师在

集团内真正“流动”起来，师资队伍逐步从

发展不均向优质均衡迈进。

全国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专家组考察成都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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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艺术周开幕

四川省举办第一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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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温暖”与“专业”探寻学前教育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