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哦豁！”伴随着一片唏嘘，灯火通

明的“三味堂”，突遭跳闸停电，顿时暗

了下来。

这是 1月 5日早晨 7点 20分，发生

在西南财经大学“三味堂”食堂的一

幕。

学生陆陆续续涌进食堂，手拿餐

盘，站在一长排橱窗前，却只能眼睁睁

看着琳琅满目的早点，因为停电刷不

了校园卡。橱窗这头“嗷嗷待哺”的学

生，和橱窗那头伸手可及的美食，中间

只隔着一个读卡机。

学生与食堂阿姨相顾茫然，只有

“干瞪眼”。

正是用餐高峰，同学们都急着饭

后赶去上课，如何是好？大家面面相

觑、议论纷纷，偌大的食堂慌乱起来。

这时，只见食堂巡视员黄洪旭从

人群中站出来，挥动手臂，大声喊话：

“同学们，不要慌，照常打饭！刷不了卡

没关系，改个时候补刷就可以了。”

啊？还可以这样？“太好了！谢谢，谢

谢！”

刚才还是乱作一团，一下子切换到

正常供餐模式，现场秩序秒变井然。

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同学们有的

开始嘀咕，有的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发

布“心情”。

“感动感动，考虑得太周到了！”

“食堂太信任我们了，就像亲妈。”“食

堂此举恰恰考验着我们的道德人品。”

“越是信任我们，越是不敢辜负这片信

任。”“这才是一堂走心的‘思政课’。”

“不愧是咱们家的食堂。”……

两分钟后，“啪”的一声，来电了！

大家欢呼雀跃。吃完饭的学生，纷纷走

向橱窗，补刷校园卡。

闻讯赶来的学校后勤党总支书记

杨奇才深有感触，“停电事小，学生事

大。看来平常学校要求的‘以生为本’、

‘三全育人’，真正融入了后勤服务的

日常。”

屋外虽是隆冬，“三味堂”里却春

风习习。一段温暖的“小插曲”，像长了

翅膀，在校园内外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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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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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文鑫）1月

6-8 日，全省民族地区寄宿制

规模办学现场调研交流会在凉

山州召开，省政府教育督导委

员会专职副主任，省委教育工

委委员、教育厅总督学傅明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走进

凉山州普格县、宁南县部分寄

宿制学校，参观民族地区师生

生活环境。蓝天白云衬托下的

校园，格外美丽；干净卫生而舒

适的宿舍条件，丰富多彩的校

园社团活动，振奋人心。

会议指出，全省民族教育

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关于教育及民族工作的重大

决策部署，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求真务

实的工作作风奋力补短板、抓

入学、促巩固，攻坚克难，打赢

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平安校园

保卫战、教育脱贫攻坚战和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战，开创

了各族儿女人人有书读的民族

教育工作新局面，形成了独具

四川特色的方案、经验和模式，

交好了账，全面完成了重大教

育工作任务。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育、“一村一幼”学普、控辍

保学、教育信息化、十五年免费

教育等工作得到了中央和省委

领导的充分肯定。

会议强调，必须立足新发

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因时

而进、因势而新，科学谋划“十

四五”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以

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

的作风，推动民族教育内涵高

质量发展。坚定办学方向，夯实

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

民族教育的重大政治任务，必

须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坚持

规模化办学，夯实高质量发展

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质量为

本、内涵发展，把工作思路、政

策措施、条件资源从外延转到

内涵上来，工作重心从“硬件建

设”向“质量提升”转变；强化通

用语教育，夯实高质量发展的

语言基础，要继续依托“一村一

幼”抓好学前学普工作，保证

“应普尽普”，要强化优秀骨干辅导员的培训；壮大

专业化队伍，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支撑，要结合

当前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新情况，思考研究

新办法新措施，建立正向激励机制；狠抓优质化育

人，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深化课堂教学改

革，夯实课堂主阵地地位；加快信息化应用，夯实

高质量发展的资源配置，要适应新时代，运用互联

网思维，以信息化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强基础

能力建设，加快“三通两平台”建设，配齐设施设

备。

凉山州、普格县、宁南县、绵阳市、乐山市、阿

坝州、甘孜州作经验交流发言。

教育厅相关处室、部分市州教育部门相关负

责人及凉山州部分学校代表参加会议。

“自从有了‘片长’，我们民办

园也找到组织了，保育质量提升

飞快！”聊起近两年幼儿园的发展

情况，成都市双流区双华欣欣幼

儿园园长贾晓平喜不自禁。他所

说的“片长”，是双流区近年来创

新学前教育管理体系的“产物”。

针对当前学前教育体量增长

快、城乡分布广、质量不均衡等问

题，双流区探索实施了“区—片—

镇（街道）”管理体系，创造性地在

区县与乡镇、社区间增加了“片”

的设置。

2018 年，双流区按就近原则

设置 8 个管理片区，由优秀公办

园园长担任“片长”，实行片区管

理责任制。“片长”向上承接区教

育局业务指导，向下与片区幼儿

园管理、教研等活动实现无缝对

接，切实克服了原有二级管理结

构面临的人员不足、纵深过长、治

理粗放等弊端，建立起网格化的

学前教育治理格局。

近年来，双流区以打破学前

教育发展“木桶效应”为突破口，

着力“补短板”“强弱项”，通过创

新管理体制，深入实施“名园领

航”“街镇指导”和“集团引领”，让

薄弱幼儿园的保教质量迅速提

升，全区学前教育发展朝着优质

均衡迈进。

片区打破幼儿园之间的“围墙”

在实施新的管理体制之前，

像欣欣幼儿园一类的乡镇民办幼

儿园，与当地的优质公办园几乎

无交流，普遍办园能力薄弱。教育

行政部门对其的管理和督导，也

主要以规范办园和保障安全为

主，乡镇民办幼儿园专业发展迟

缓乏力。

贾晓平对此深有感触：“长期

以来，我们找不出自己的特点，提

不出办园理念。幼儿园曾经尝试

过以国学、文明礼仪为办园特色，

始终是浅尝辄止，浮在表面。”

新设置的片区，让公办园与

民办园、城镇园与农村园、优质园

与新建园紧紧联系在一起，组建

起一个个专业化学前教育联盟。

欣欣幼儿园所在片区的胜利

幼儿园是一所优质公办园，在园

长巫晓芳的牵头组织下，片区成

立了“园长联盟”。“这实际上是一

个学习共同体。”巫晓芳说，片区

里的每一个园长都要在一学期内

读一本好书、讲一个管理故事、作

一次专题讲座、参加一次高质量

的培训，“对于一些普遍存在的问

题，我们会展开集体研究、攻关。”

“通过交流学习我们发现，之

所以总感觉‘浮在表面’，是因为

教研能力欠缺，理念难以落地。”

贾晓平说，片区的设立搅活了“一

池春水”，打开了幼儿园之间的

“围墙”，不少问题迎刃而解。

在双流区，8个片区采取“定

主题、定方案、定措施、定成效”的

策略，通过开展跟岗学习、观摩研

讨、读书交流、共同教研、技能竞赛

等主题活动，让园长、教师告别“坐

井观天”，有了更宽阔的成长空间。

3年来，全区累计开展主题活

动60余次，参与教师900余人次，

全区市以上优秀教师增至 241
名，薄弱幼儿园打了场实实在在

的“翻身仗”。

复制“优质资源”促进区域均衡

在当前幼儿园“去小学化”的

大背景下，站在儿童立场、以儿童

视角创设高品质游戏，是一所幼

儿园的核心“资源”。如何实现“以

儿童为中心”？这是当前学前教育

发展的一个“大课题”。

诚信幼儿园过去是双流区一

所较为薄弱的普惠性幼儿园，而

近两年来，幼儿园在提升幼儿游

戏质量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园长余勇用一个形象的例

子，解释了幼儿园游戏创设从“教

师主导”到“儿童主体”的转变：材

料投放是组织幼儿游戏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过去诚信幼儿园的老

师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我觉得你应该需要什么”，而现在

变成了“你需要什么”，越来越多教

师还会追问“你还需要什么”。

“表面上看，只是一种语言的

变化，背后是教师观念的转变和

能力的提升。”余勇说。

这样的转变从何而来？近年

来，双流区出台《幼儿园结对帮扶

工作的实施方案》，实施“名园领

航”工程，由 13 所成都市一级园

分别与 2—3所幼儿园签订协议，

开展结对帮扶，实施捆绑评价，将

优质幼儿园的优质资源复制、辐

射更多薄弱园。

位于双流区文星片区的中科

院光电所幼儿园，依托光电所的

科研优势和家长资源，形成了丰

富的以科普为特色的优质课程资

源。在开展结对帮扶过程中，园长

杨凌毫无保留地把光电所幼儿园

多年的办园理念、经验传授给了

诚信幼儿园。

同为光电所幼儿园结对园的

常乐幼儿园也在“名园领航”过程

中受益匪浅。园长周家会过去对

幼儿园五大领域认识不深，开展

的游戏活动大多相互独立、割裂。

加入杨凌团队以后，周家会感觉

思路很快被打开，幼儿园围绕儿

童成长需求，将五大领域的活动

打散、重组，幼儿游戏、活动的开

发能力大大提升。

以组群建设补齐“短板”

“双手抓紧，脚底踩稳！”在双

流区黄水幼儿园白云分园，一场

锻炼幼儿平衡和肢体协调能力的

“过吊桥”活动，让幼儿园内格外热

闹，这是幼儿园“户外畅游”特色活

动的一个环节。通过创设运动、生

活、游戏、探究性主题课程，“户外

畅游”能帮助幼儿提升体质、思维、

表达、生活等多方面能力。

农作物种植区、体育活动区、

幼儿模拟野战区……走进幼儿

园，专业的环境创设和功能分区

让人难以想象置身于一所农村幼

儿园。

2011 年，双流区利用位于黄

水镇扯旗村的闲置房舍新建了一

所农村幼儿园，为了把这所村幼

办出品质，双流区采用了公办园

办分园的模式，由黄水镇中心幼

儿园派出骨干教师和管理人员指

导和参与分园建设。

教师观念有差异、资源禀赋

有差距、内涵办园少积淀……一

所新建农村幼儿园应该朝什么方

向发展？

“手边有什么资源，幼儿园就

办成什么样子。”黄水幼儿园园长

代成丽说，农村园不能盲目照搬

城市幼儿园的发展路子。“农村丰

富的资源，应当成为幼儿园特色

和亮点。”

不仅是黄水幼儿园白云分

园，如今，双流的各乡镇幼儿园、

农村幼儿园通过组群建设，互相

借力、携手共进，开发出独具特色

的课程、活动，让农村孩子也能在

家门口享受优质学前教育。

为了保障教育公平，补齐弱

项和短板，近年来，双流区在学前

教育建设和管理上，突出共同发

展导向，在措施上强化组群建设，

将龙头园先进的教育理念、完善

的课程体系、优秀的师资队伍、成

熟的项目研究等优质资源整合运

用，带动成员幼儿园共同发展。

目前，全区已建成 13所成都

市一级幼儿园，其中仅 2019 年 1
年就成功创建 4 所，全区优质学

前教育资源覆盖率达 91.5%。去

年，双流区已成功创建为全国首

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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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两分钟的“思政课”
■ 王中举 本报记者 鲁磊

◆◆

薄弱园打了“翻身仗”
——成都市双流区推进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观察

■ 本报记者 鲁磊

双流区荣汇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的辅导下做手工 （双流区教育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