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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近日，走进新迁建的古蔺县第一

幼儿园，环境设施让人眼前一亮：国学

馆让人领悟经典之韵，手工坊让人体

验智慧之趣，美术室让人感受创造之

乐……该园新校区于2020年秋季学期

建成投用,全校师生从此告别了面积狭

小、校舍陈旧的老校区。

近年来，古蔺县坚持学前教育的

公益性和普惠性原则，深入实施《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全力打好加大投入、优化队伍、规范办

学的“组合拳”，不断满足老百姓对学

前教育的需求。

加大投入，完善三级服务网络

“通过三年的努力，目前，全县所

有乡镇公办幼儿园 100%全覆盖，部分

乡镇有2所以上的公办园。办学条件的

改善，推动我县学前教育驶入优质教

育发展‘快车道’。”古蔺县教育和体育

局副局长黄忠说。

2018-2020年，古蔺县落实专项资

金 16833 万元，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

园 18 所，利用农村小学富余或闲置校

舍举办附属幼儿班137个，并统一采购

3000 万余元的保教设施设备，投入到

乡镇幼儿园，极大改善办园条件，新增

5000多名幼儿进入公办学校就读。

同时，该县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和

城镇化发展趋势，科学合理布局，完善

以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为主体的县

乡村三级学前教育服务网络，一所所

亮丽的乡村幼儿园为孩子们打开了幸

福教育之门。

目前，古蔺县形成了公、民办优质

和谐发展的办园体系，解决了 2.7万余

名幼儿的学前教育需求，全县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85.5%，普惠性幼儿园在园

幼儿占比 85.9%，其中，公办幼儿园在

园幼儿占比52.4%。

优化队伍，提升办园品质

去年，古蔺县启动实施“公费定向

培养乡村幼儿园教师计划”，委托泸州

职业技术学院定向培养幼儿教师。如

今，首批 20 名幼儿教师已经进入学院

学习，毕业后将分配到薄弱乡镇学校

任教。同时，该县还通过招聘、转岗等

方式逐步补足幼儿教师，缓解乡村幼

儿教师质少量弱的问题。

为提升保教水平，古蔺县加大教

师培训力度，采取国家、省、市、县、校

本培训“五级联动”方式，通过组织教

育科研、教学竞赛、送教下乡、新教师

培训等活动，形成全员覆盖、分级培训

模式，有效提高幼儿教师素质。2020

年，“国培计划”中西部幼师国培项目

落户古蔺，全县以此为契机，对 180 名

青年教师进行“线上+线下”的菜单式

培训。

与此同时，该县还将培训与创建

结合起来，不断整合资源，从办园条

件、园务管理、保育教育、办园效益等

方面对申报的各级示范性幼儿园进行

评估推荐。目前，全县成功创建省级示

范幼儿园 1 所，市级示范园 4 所，充分

发挥示范学校的辐射引领作用，着力

提升乡村幼儿园的办学品质。

规范办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古蔺县现有幼儿园255所（含附设

幼儿班），其中公办园及附设幼儿班

174所、民办园81所。近年来，古蔺县加

大管理力度，全力推进学前教育适度

规模化、管理规范化建设。

针对民办幼儿园点多面广等问

题，古蔺县创新举措，按就近管理原

则，组建 26 个学区联盟，采取“中心

园+民办园、示范园+新园”等“捆绑式”

管理模式，重点对辖区民办幼儿园办

园条件、安全卫生、保育教育、教职工

队伍、内部管理等方面督导，实现共

管、共研、共享、共发展目标。

根据“管办评”分离原则，古蔺县

建立健全学前教育信息化管理体系，

对各级各类幼儿园实行分类管理、分

类指导。同时委托泸州市树人教育评

估事务所对全县民办幼儿园年检，充

分展示学校的办学业绩，查找各校存

在的问题。

近三年来，古蔺县教体局对各校

年检存在的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60多

份，整改财务管理“包包账”、小学化倾

向等问题120余个，达到“以评促改、以

评促管、以评促建”目的。 （徐显强）

3 月 1 日，我省中小学校迎来春

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各地各校通过精

彩纷呈的活动，上好“党史立心、筑梦

韶华”“开学第一课”，带领师生们回

顾党史、缅怀英雄，铭记党恩、歌颂党

恩、永远跟党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迎

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聆听英雄故事
走近党的百年历程

回望历史，荡气回肠。李大钊、邱

少云、黄继光、邓稼先、黄大年、毛相

林……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标记着百

年来党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

建设，再到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的光

辉历程，他们是时代的楷模，学习的

榜样。为了向英雄致敬，更为了让学

生进一步了解党的历史，3月1日，四

川省中小学“开学第一课”讲起英雄

们的故事，带领学生回溯党的光辉历

程和重要时刻。

在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学道街

分校的“开学第一课”上，同学们见到

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赵一曼烈士

的孙女陈红。她与学生们热情互动，

通过访谈提问的形式，回忆起关于赵

一曼烈士不为人知的故事，并把赵一

曼烈士的精神传达给同学们。认真聆

听的同学们都表情肃穆，充满崇敬。

巴中市平昌县荔枝小学邀请到

平昌县杨柳社区党支部书记、老山战

役英雄、退伍军人吕孝国为全校师生

作了“学‘四史’，听党话、跟党走”专

题报告。“我是1980年参的军，1984年

参加了老山保卫战，在战斗中两次荣

获三等功。”结合自己的经历，吕孝国

引申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优秀共产

党员抛头颅、洒热血的动人事迹和新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戍边英雄的

故事。他的话语深入浅出，让学生们

听得入迷。

在成都石室天府中学附属小学，

学生们专心致志地聆听校外辅导员

——贵州省军区原副政委何洪江将

军为大家讲述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建

立的故事。成都市棕北中学科院校区

邀请某部队指导员熊翼给大家分享

了戍边英雄的感人事迹。熊翼向同学

们讲述了边境的艰苦环境，分享了戍

边英雄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他们用

双臂搭起长城，把肉身当作界碑。

这一天，南充市嘉陵二小、嘉陵

一中联合开展了“开学第一课”红色

电影进校园活动，通过组织师生观看

电影《建党伟业》，重温党的光辉历

史。通江县实验小学的教师则以视

频、图片为载体，生动地给学生讲解

“红船”的历史故事和伟大意义。武胜

县五谷湾小学校各个班级开展了“从

小学党史”的主题班队会，中队辅导

员老师们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来的光辉历程、伟大业绩

和优秀人物，让少先队员们了解党

史，牢牢树立热爱党、热爱祖国、爱家

乡、热爱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歌颂美好时代
铭记党的似海恩情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

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

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

力量！”在德阳市庐山路小学的开学

典礼上，全校 2000 多名少先队员一

起对着五星红旗宣誓，声音铿锵洪

亮、气势恢宏。

成都市实验小学明道分校以“学

党史育人才 拔节孕穗庆百年”为主

题举行了开学典礼暨新生入队主题

队会。校长和老师为新入队的小小少

先队们佩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并在

队旗下庄严宣誓。

各学校的“开学第一课”除了用

讲述英雄事迹、红色故事的方式，纪

念党的 100 周年，还通过诗歌朗诵、

歌舞表演等方式，为新时代的到来喝

彩，用阳光灿烂的笑脸为党的 100岁

生日送去祝福，用朝气蓬勃的姿态为

祖国的繁荣富强努力拼搏。

在成都市石室中学文庙校区，学

生们引吭高歌《歌声中的成长——献

给建党 100 周年》，用歌声深情回忆

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百年历程和取得

的辉煌成就，热情礼赞党的伟大与光

荣，北湖校区师生则用诗歌朗诵《青

春心向党，奋进新时代》，真诚表达立

志听党话、跟党走，用奋进之姿为共

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

遂宁市船山区城南小学干净整

洁的教室里，班主任带领同学们一起

认识党旗、国旗、队旗，少先队员们手

挥国旗一起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歌声似火种，再一次点燃了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之情，用童真的声音

向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送上祝

福，开启新学期新征程。

成都市石笋街小学（新区）的师

生以及家长用古筝独奏、诗歌朗诵、

情景剧串烧演绎“我把赞歌献给党”。

峨眉山市第一小学校全体师生齐聚

一堂，通过书法展示、《读中国》主题

表演等活动，向英雄致敬，为党的生

日喝彩。达州市通川区第八小学学生

和家长在开学典礼上，写春联、诵春

联，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

上祝福。

据了解，自贡市塘坎上小学还将

在春季学期开展“红领巾心向党”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

动，将通过“悦读百年，永葆初心”读

党史主题活动、英雄小故事“周周

讲”、爱党爱国歌曲传唱、“红心向党”

演讲比赛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向

学生们讲述党史、歌颂党恩，引导学

生们做担当、有志向，奋勇拼搏的新

时代追梦人。

感悟红色精神
紧跟党的铿锵步伐

“以前从课本上了解烈士，今天

却让我‘触摸’到一个‘有血有肉’的

赵一曼烈士，很震撼也特别感动。”七

中育才学校学道街分校初二年级的

一位男生在听完赵一曼的故事后，表

示自己久久不能平静，“他们是英雄，

是我们应该崇拜的偶像！”各个学校

的师生们都被革命先烈、戍边战士、

爱国学者们大无畏的革命情怀感动

得热泪盈眶。

石室中学校长田间表示，学校之

所以要在“开学第一课”讲党史，开展

纪念党的 100周年庆祝活动，就是希

望激励学生们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中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知道我

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珍惜美

好生活，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

照我心……”通江县实验小学五年级

二班的学生张随曦深深地感动于《金

色的鱼钩》故事中老班长忠于革命、

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她感慨地说：

“聆听了革命先烈的故事，让我们更

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会更加

努力学习，长大以后成为对祖国有用

的人才！而此时此刻，我要唱支山歌

给党听。”荔枝小学的学生们听完报

告后，则纷纷跑到学校心愿墙前，庄

重地写下自己对祖国的深切祝福和

美好愿望。

成都市七中育才水井坊校区初

一·三班学生姜懿芸的妈妈段丽丽也

参加了该校“五育齐发展，争做党的好

少年”的“开学第一课”。课后她动情地

说：“少年人不仅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希

望、我们伟大民族的希望，更关系着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希望育才的少

年们，在这么好的教育环境下，能五育

并举齐发展，为接过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接力棒做好准备。”

在内江二中“学党史 听党话 跟

党走”主题开学典礼结束时，在对党

的百年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学

生们激情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学生代表袁杰和郑怡鸥还以

《追逐党的光辉 迈出梦的步伐》为题

发言，向全校同学发出号召：新学期

踏上新征程，大家要追逐党的光辉，

迈出梦的步伐，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再创辉煌。

学党史 颂党恩 跟党走
——四川省中小学上好春季学期“党史立心、筑梦韶华”“开学第一课”

■ 本报记者 钟兴茂

古蔺县深入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推动学前教育优质发展——

打好“组合拳”驶入“快车道”

成都市十陵小学学生组成“心形”，迎接党的百年华诞。（成都市教育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