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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的‘心慌’，归根到底还是理

念的问题。”江瑛说，当老师习惯了“预

设”，就害怕学生“自主”而带来的挑战，老

师需要走出舒适圈，改变观念。

一方面，东府幼儿园的老师一遍一遍

地完善活动流程。最初，音乐响起，孩子

们就一窝蜂跑出教室，许多孩子还没想清

楚去哪里，兜兜转转把时间浪费了。经过

完善，会提前有一段准备音乐，孩子预先

在教室想好自己想去的空间，然后当正式

开始音乐响起，能够实现有目的性的选

择。而另一方面，则是着手“东府创意空

间”的课程建设研究。

创意课程将 12 个创意空间分成 3 大

类，是幼儿在玩色馆、七色毯、童话廊、涂鸦

墙等创意空间开展创·绘活动。在漂流屋、

纸艺站、创想林、布艺室等创意空间中利用

各种类型的瓶子、纸、自然材料等进行创·
做活动。创·享活动则是创意欣赏活动，幼

儿在艺术长廊、创美廊、艺趣廊等创意空间

中通过看、听、说的方式了解、感知作品，在

这个过程中幼儿体现着自主性。

“我们常常说‘儿童为中心’，但实际的

生活或者游戏中，常常是老师处在中心位。”

黄润芳说，要从根本上将“幼儿园还给孩子”，

老师的角色必须发生变化，需要从“主导者”

变为“支持者。”而创意课程的构建，是为教师

的转变助力，提供科学的方法和支持。

王蓉，是一位从业 30 多年的幼教老

师。最初幼儿园开始创意活动时，她内心

是抵触的。“以前总想着我的工作底线要

保证孩子的安全和健康，不敢放手让孩子

主导很多东西。”但一次偶然的班级活动，

改变了她的想法。

一次，她带领孩子们用废旧纸盒进行

创作，预设性的她让孩子在纸盒上画画。

但孩子们却认为纸盒用来画画不好玩。王

蓉心里咯噔了一下，随后对孩子们说：“那

请你们教教老师，纸盒还能怎么玩？”瞬间，

孩子们热闹地商量起来。一堂课下来，有

些孩子将纸盒穿在身上模仿机器人，有些

孩子用纸盒搭了各式各样的模型……

“教师对幼儿学习的最大支持就是放

手。”这成了王蓉现在很笃定的观念。如

今，她负责七色毯创意空间，常常旁观孩

子们快乐的样子，她觉得这才是幼儿该有

的样子。

本报讯（记者 何文鑫 倪秀）12
月7日，2020年成都市职业教育活

动月闭幕仪式在金堂县举行。会

上，成都市教育局对 2020 年成都

职业教育德育工作作总结，成都市

教科院发布了《2019年成都市高职

院校生源现状报告》（以下简称《生

源现状报告》）和《2019年成都市中

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告》（以

下简称《毕业生就业报告》）。

《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2019
年成都中职生毕业人数 76087 人，

就业率为 98.55%，对口就业率为

90.21%，由学校推荐就业的人数

为 49503 人；从就业分布趋势看，

毕业生进入企业、事业单位的为

38217 人，升入高一级学校的为

36042 人；从就业产业看，进入第

一产业的为 313人，进入第二产业

的为 9934 人，进入第三产业的为

28693 人（占 产 业 就 业 比 例 为

73.69%）；从服务成都市产业布局

看，进入成都市 6 大重点产业（电

子信息、机械、医药、食品、冶金建

材、石油石化）就业 15525人，进入

成都市“5+5+1”产业（先进制造业

领域、现代服务业领域、新经济领

域）就业24582人。

从 毕 业 生 就 业 地 域 看 ，

67.17%毕业生在成都就业，全市

毕业生在城区就业并进入三大产

业的占 79.91%，在镇区就业的占

17.8%，乡村就业占 2.29%；从专业

看，航空服务、学前教育、护理、电

子商务、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物

流服务与管理等 20个专业毕业生

人数多，就业率高；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中职毕业生仅有 4442 人，

无人出国（境）就业。

成都市中职毕业生平均起薪

为 2796 元，天府新区就业起薪最

高，为3201元。

《生源现状报告》显示，入读高

职院校学生普遍在19-20周岁，入

读原因中“个人兴趣”成为首要原

因，“找份好工作”是高职生学习的

首要目标，大部分学生认为“学习

兴趣”是影响学业成败的关键，

88.04%的学生认为所学专业能够

体现自身兴趣和价值，93.11%的学

生愿意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

作。

活动由成都市教育局主办，金

堂县教育局、西南航空职业学院承

办，闭幕式上相关职业学校学生带

来文艺汇演，展现青春风采。

成都市发布中职生就业报告
2019年毕业生对口就业率90.21%

本报讯（记者 梁童童）日前，

成都市锦江外国语小学与绵阳市

游仙区徐家镇伟清小学正式“结

对”。在伟清小学三年级 1 班，锦

外小学的语文教师毛睿上了一堂

以“蜀风竹韵”为主题的公开课，让

孩子们进一步认识在校园中随处

可见的竹子，感受了竹子背后的天

府文化。之后，锦外小学副校长李

黎、教师王姝玉，伟清小学校长刘

先余在研讨会上发言，交流了双方

各自学校对建设天府文化特色校

本课程的心得经验。

这次献课研讨活动，拉开了锦

江外国语小学与伟清小学帮扶结

对的序幕。两所学校都以“竹文

化”为校本课程的建设重点，而设

计偏好、实施情况各有特色。两位

校长均表示，结对子、多交流，相当

于为自己的学校竖起一面镜子，看

到双方课程实施的优劣长短，期望

通过互相“取经”，让双方的课程更

成体系、更有内容、更具特色，实现

共同优化与成长。

此次结对活动由四川省乡村

学校振兴联盟组织开展，锦外小

与伟清小学是其中的一个“对

子”。四川省乡村学校振兴联盟

是一个以乡村学校为主体，并集

合相关教育专家和社会资源共同

服务乡村学校、促进乡村学校振

兴的公益协同平台。联盟采用项

目型导师负责制，聘请教育专家

担任联盟学校指导老师。此次结

对，由联盟专家唐方剑、石峻牵

头，并全程指导。

以“竹”牵情，成绵两所小学“结对”发展

本报讯（吴德）近年来，大竹县

始终坚持“抓教育就是抓发展、抓

教育就是抓民生”的工作理念，紧

扣“办好每一所学校，促进每一名

学生健康成长”工作目标，将推进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战略任务，

统筹资源配置，优化校点布局，补

齐农村短板，狠抓教学质量，推动

了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2017
年，高质量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县验收。

优化校点布局。以优化校点布

局为目标，重点解决城区和中心场

镇的“大班额”问题，新建乡镇标准

中心学校27个、城区小学3所，成功

引进川师大附属大竹实验学校。

优化基础设施。投入资金 10
亿元，新建校舍 12万余平方米、塑

胶运动场 25 个，新增学位 22000

个，加速建设大竹县第二中学等

13 个重点项目；投入 4400 万元完

成县教育城域专网建设，学校“三

通两平台”建设全覆盖，全县 19所

学校建成智慧校园。

优化教学质量。以实施基础

教育五个工程为契机，引进硕博人

才等各类人才 54 人，重点培育各

级骨干教师 93 人。成立县域 6 个

教育联盟，全力突破教育教学难

点。

优化教育帮扶。出台《大竹县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重点对

建档立卡、残疾家庭、低保家庭、特

困供养等 4类学生进行帮扶，强化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资金发放等监

管措施，确保专项行动落地见效。

目前，全县发放各类教育资助资金

1.2亿元，惠及学生17万人。

大竹县“四优化”推进县域教育强基固本

本报讯（王慧 彭小强）为进一

步增强和提高全校师生知毒、防

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日前，眉山

市东坡区眉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六年级师生走进眉山市禁毒警示

教育基地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到达禁毒教育基地后，参加活

动的师生首先进行了禁毒誓词宣

誓：“中华儿女，不忘国耻。拒绝毒

品，从我做起……”全体师生举起

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词传递着学

生的坚定理想与信念。随后，在老

师及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同学们进

入禁毒教育基地展览室参观学

习。其间，孩子们通过视频播放了

解毒品在我国蔓延的历史，观看常

见毒品的图片，提高辨别毒品的能

力，也坚定了抵制毒品的决心。活

动最后，同学们在放映大厅观看了

禁毒人员讲述自身禁毒经历的视

频，毒品的危害性深深根植于他们

内心。

本次走进禁毒教育基地活动，

既是眉师附小法治教育的重要内

容，也是学校落实“警校共建共筑

禁毒防线”的工作举措之一。此次

活动的开展将进一步增强学校师

生认识毒品、防范毒品、抵制毒品

的意识和能力，对学校的禁毒教育

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眉师附小扎实开展禁毒教育工作

四川省直属机关东府幼儿园打造创意空间，建构创意课程，混龄编制
活动，让孩子自由选择、自主探究——

把幼儿园还给孩子
■ 本报记者 倪秀

“老师提前准备了同样的材料或半成品，让孩子一步一
步地模仿老师，最后班上的孩子几乎都完成了一模一样的
作品。”30多年的学前教育工作经验，四川省直属机关东府
幼儿园（以下简称“东府幼儿园”）园长黄润芳看过了太多

“所谓的”幼儿创意活动。每当这个时候她总在想：这是孩
子们想要的吗？幼儿园如何才能真正做到顺应孩子天性，

还原本真？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哪里？2015年，东府幼儿园开启了一

场寻找答案的探索：他们整合幼儿园零散的区角，整体构建创
意空间。每次创意活动，全园幼儿打破班级编制，混龄开展活
动，老师合理退位，鼓励孩子与同伴交流和学习。黄润芳说，希
望从这场把“幼儿园还给孩子”的变革中，找到答案。

每周四，都是东府幼儿园的孩子最期

待的一天。

上午 9 点 50 分，一段熟悉的音乐响

起，教室里的孩子们已经满脸喜悦，一个

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5分钟后，

又一段音乐紧接着响起，孩子们激动地冲

出教室，各自朝着不同的地方奔去。

他们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这是

许多第一次看到这样场景的人都会问的

问题。跟着孩子们的脚步，你会发现他们

有的去了玩色馆，有的去了七色毯，还有

的去了木作坊……这些都是东府幼儿园

的创意空间。每周四的活动时间里，全园

幼儿打破班级编制，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

创意空间进行活动，12个大大小小的创意

空间，刚好能够容纳全园400多名孩子。

“虽然空间很小，但我们给孩子的天

地很大。”黄润芳说，作为一所1955年建园

的机关园，东府幼儿园面临着许多老的城

区幼儿园面临的共同问题：空间狭小且难

以扩大。

如何从有限的空间环境突围，给孩子

大大的天地？东府幼儿园就从班级门口

的“自留地”开始。副园长吴娟说，班级

“自留地”的打造各有千秋，但却有同质化

和封闭性的问题，常规情况下老师很少跨

班交流。

2015年，东府幼儿园把幼儿园每一个

角落的场地资源进行统筹，创设了玩色

馆、七色毯、涂鸦房、纸艺站、创想林、布艺

室、木作坊等12个创意空间。在开放的空

间中，孩子们能够自由地开展各类游戏与

探索活动。

“创意空间是具有整体性、情境性、开

放性和融合性的。”吴娟说，每一个空间看

似在物理上有所相隔，但整体而言却是一

个系统，这些系统的空间，就将幼儿园构

建成了一个“创想的园子”。

日常在幼儿园里巡课，是黄润芳一直

坚持的习惯。一个班级开展某项游戏，总

会有一两个孩子看起来兴致不高或者游

离在群体之外，这是常常都能够看到的场

景。每当这时她就会想，为什么我们要让

这么多不同的孩子做同一件事情？他们

如果能自由选择该多好。

选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开放空间。

但当12个创意空间建立后，创意空间丰富

多彩的材料、别具一格的设计激发了幼儿

的操作欲望，幼儿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动参

与性。然而，相对于传统集体教育活动，

东府创意空间活动的组织形式在诸多方

面有了改变:比如打破班级编制，全园幼儿

自主选择空间；教师分工变化，从负责班

级到负责一个空间，面对全园的幼儿……

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

“一个班上的学生出来，会去到不同

的地方，老师心里很慌。”回想起第一次全

园幼儿混龄参加创意活动，东府幼儿园教

师江瑛用“心慌”来形容。一方面，担心班

级幼儿的安全，不知道他们去到哪个空

间；而另一方面，她本身还负责一个空间

的工作，来自不同班级的孩子们在一起，

她担心“场面失控”。而像江瑛一样内心

“发慌”的老师不在少数，有个别老师甚至

很抵触这个事情。

常规的游戏里，都是班级老师带着自

己班上的孩子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活动，忽

然将一个班的孩子分散到了全园的空间。

孩子不在眼皮底下，老师自然“难安”。这

个时候，黄润芳站出来告诉老师：“放心开

展，出了问题我负责！”因为在她看来，孩子

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更有能力去保护自己。

当老师直面自己所担心的问题时，孩

子带给他们的却是惊喜。当把选择权还

给孩子，孩子也就自然获得更多：比如每

个空间的容纳量是有限的，孩子需要提前

预设如果最想去的空间人已经满了，我的

第二选择是什么？每个空间的老师，可能

都是陌生的，我该怎么去交流？遇到别的

班级的小朋友，我该如何跟他们合作？

此外，在创设 12 个空间的同时，一本

名为“东府游记”的小册子诞生了。册子

设置了12个创意空间的分页，孩子们进入

创意空间时带上“东府游记”，每次活动结

束后老师会给孩子们盖上这个区域的印

章，有时还会记录幼儿在这里的经过和故

事。通过册子，家长和老师还能发现孩子

的兴趣和特长所在。

◆把空间还给孩子
从班级“自留地”到创意空间

◆ 把选择权还给孩子
幼儿从被动接受到自主选择

◆ 把中心位还给孩子
教师从“主导者”到“支持者”

东府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进行涂鸦创作（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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