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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本报讯（沈文）近日，省政府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做

好“五项管理”督导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做好中小

学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五方

面（以下简称“五项管理”）督导。

《通知》指出，各县（市、区）要将

“五项管理”督导作为 2021 年责任

督学首要任务部署实施，要求对所

有中小学实现全覆盖。要采用校园

巡查、推门听课、查阅资料、问卷调

查、走访座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督导，

确保相关政策规定落地落实。各市

（州）要对县（市、区）督导工作开展

情况、学校“五项管理”规定落实情

况进行抽查，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

会办公室将适时组织暗访。

《通知》强调，责任督学要督促

学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立行

立改。教育督导部门要会同教育行

政部门对整改不落实的进行通报、

约谈，对违反规定造成不良后果的，

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负责人责

任。督导结果和问题整改情况要作

为对学校评价、主要负责人考核的

重要依据。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宜宾市翠

屏区通过打造微型“党史馆”、研学

“文明行”、组建名师“党史宣讲

团”，让党史学习教育从“书本讲、

枯燥学”转变为“实地看、现场听”，

推进了全区青少年儿童党史学习

教育增活力、见实效。

微型“党史馆”诠释英雄事迹

近日，在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五卅运动”展览馆里，少先队员们

为当年罢工、罢课、罢市的爱国志

士所感动。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宜宾市翠屏区各校（园）创新学

习举措，通过打造一个个微型“党

史馆”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及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苦历程

呈现在学生面前。

“南昌起义”展览馆、“长征”展

览馆、“遵义会议”展览馆……一个

个微型“党史馆”，从不同历史时期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党

史馆内，学生们以黑板报、手抄报、

绘画、讲述、歌咏、快板等方式，生

动地诠释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研学“文明行”厚植爱党情

“各位同学、叔叔、阿姨们好！

请看前面这一大一小两个风帆，你

们知道它们分别代表什么吗？”在

李庄古镇抗战文化馆，“红色小导

游”清脆响亮的声音，让学生和家

长陷入思考。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翠屏区教

育系统组织开展了研学“文明行”

红色旅行活动，各中小学校、幼儿

园学生在学校组织下，来到当地革

命烈士纪念馆、烈士故居等红色教

育基地参观学习，通过现场参观烈

士遗物、聆听烈士革命事迹，在真

实场景中看历史、听历史，加深了

学生们对党、对国家和家乡的热爱

之情，让党史学习教育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

“宣讲团”进校园讲党史

“在卢沟桥事变中，北京密云

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为了中

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毅然把丈夫

和 5个孩子送上前线。在我们翠屏

区金坪镇也有这样一位英雄母亲，

她就是战斗英雄陈绍光的母亲袁

帮莲。……”日前，在金坪镇中心

校，宣讲老师为全体师生讲述了地

方英烈的革命事迹，学生们聚精会

神地听着，讲到动人之处，不少学

生眼眶噙满了泪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翠屏

区以名师、名校长为骨干力量，组

建了“党史宣讲团”，采取送上门与

主动邀请的方式开展党史故事巡

回宣讲。截至日前，全区 120 名名

师、名校长深入各校（园）开展党史

故事宣讲 200 余场次，8 万余人次

聆听宣讲。

（刘林强 卢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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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翠屏区

打造红色教育阵地 让党史学习“热”起来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2018 年，刘芯艺和丈夫刘宇通

过人才引进政策，落户四川天府新

区。已经有两个孩子的他们，最关注

的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

详细地了解与沟通后，夫妻俩悬

着的心落了地。通过提交人才引进相

关材料，两个孩子顺利获得了摇号资

格，后续入园过程“一路畅通”。

“幼儿园离家很近，站在窗边就

能看到。”刘芯艺说，良好的教育服

务，让他们这样拖家带口的“宝爸宝

妈”感觉“很踏实，很安心”。

如今，像刘芯艺一样的“蓉漂”故

事，每天都在上演。伴随着国家中心

城市的加快建设，成都近年来连续出

台“人才新政”，尊重人才的氛围空前

浓厚，城市人口也以每年50万的速度

剧增。庞大的体量、多样的生态给教

育现代化治理带来接踵而至的挑战。

当城市发展进入“2.0 时代”，成

都瞄准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坚守

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底色”，朝着“优

质普惠”不断发力，“学有优教，幼有

善育”的蓝图正徐徐展开。

“城市更新、产业布局到哪
里，教育就跟进配套到哪里”

“还没有生孩子，就开始关注上

幼儿园的问题！”回忆起多年前孩子

上幼儿园的经历，家住天府新区华阳

街道的成都市民尹燕打趣地说，“为

了上幼儿园，我们把心都操碎了哦。”

去年，尹燕家的二孩也到了入园

的年龄，“过去‘一号难求’，而现在，

下楼就可以入园，费用少质量还高。”

从“一号难求”到轻松入园，是成

都学前教育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生动

写照。

在成都教育近年来的发展历程

中，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

2020 年 8 月 31 日，天府新区 27

所新开办学校（幼儿园）举办了一场

集中开校典礼，活动中公布，27所学

校（幼 儿 园）将 一 次 性 提 供 学 位

27120个。

一个区域一次性拿出如此大数

量的学位供给，在四川省内尚属首

次。

2014 年 10 月，天府新区获批设

立，成为第 11个国家级新区。城市化

加快推进，人口快速聚集，给区域内

的教育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据了解，2020年，天府新区常住

人口已从成立之初的48.99万达到近

75 万，而成立之初区域内的普惠性

幼儿园仅有 31 所，普惠学位缺口较

大。

如何围绕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大

格局，让更多孩子能享受家门口的优

质教育？

“破题”的关键，在于突破城市新

区发展迅速和学前资源短缺、人口增

长和普惠性学位供给不相匹配等多

重瓶颈。

据了解，近年来，天府新区学前

教育经费总投入由6896.96万元增至

29135.17万元，已建成投用幼儿园35
所，提供学位13710个。

“钱”从哪里来？

对于一个新建的国家级新区，面

对快速增长的教育公共服务需求，单

靠政府投入远远不能满足。

天府新区在探索中，把目光投向

“办园主体多样化”。搭建国有企业教

育投融资平台，由国有企业参与办

学，同时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办园，提

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按照“多元合作、

分类办学”的思路，天府新区初步形

成了公办园、国企举办普惠性幼儿

园、街道举办社区园、民办园等八种

办园模式。

幼儿园建设突飞猛进，保教质量

能否保障、公益普惠能否落实，又成

为群众关切的问题。

元音幼儿园教师邬小霞的入职

故事，是天府新区学前教育“抓方向，

保质量”的一个生动案例。

邬小霞是一名外地优秀幼儿教

师，她从获取招聘信息、确认招聘条

件、乘坐动车来成都，到参与招聘考

试、办理录取和落户手续……整个环

节仅用不到48个小时。

优秀教师引进“秒落户”，得益于

天府新区党建引领全局工作、务实高

效的管理机制，让新区学前教育发展

既“快”且“稳”。

近年来，新区建设在成都是一个

“高频热词”。2020年1月3日,中央召

开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擘画了建

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宏伟蓝图。

当年 5月 6日，成都东部新区宣告成

立，未来，这里作为“双城经济圈建设

新平台”，将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新

“引擎”。

教育作为与千家万户密切相关

的一项公共服务，具有先导性、基础

性、全局性作用，为了支撑城市发展，

成都率先科学调整学校（幼儿园）布

局规划，以适应城市空间布局调整。

2017 年以来，成都市教育局会

同市规划局启动了教育设施专项规

划修编工作，基于新的出生人口变化

趋势对学前教育设施进行测算，修订

编制了《成都市幼儿园专项规划

（2017—2035年）》，同时，会同市住建

局编制了《成都市幼儿园建设技术导

则》，涵盖全市 23 个区（市）县，统一

了建设要求和技术标准，真正做到

“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图”，共同打

造“优教成都”。

为保障规划落实，成都市要求新

建幼儿园必须严格落实“优先规划、

优先建设、优先交付使用”的要求，实

行教育用地联审联批制度。同时，进

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源使

用效率，把更多资金投向学前教育。

2019—2020年，全市实施公办园学位

提升工程，新增公办学位 8.55万个。

到 2020 年底，全市公办园在园幼儿

占比超过50%。

在不断提升增量的同时，成都市

还通过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鼓

励民办园提供普惠性学位、支持民办

园健康发展等措施盘活普惠学前教

育资源存量。

除了处处“有学上”，更要处处

“上好学”。目前，成都在国家、省、市

已有标准基础上，坚持“互相衔接、互

为补充”的原则，构建起五大类 24项

教育行业地方标准，成为城乡学校规

划和建设的参照系。

今年5月20日至6月20日，是第十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起，本报将推出“砥砺十年 奠基未来——四川省学前教育宣传月”
栏目，聚焦我省学前教育十年砥砺奋进之路，全面展现新时代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新面貌，敬请关注。

四川省学前教育宣传月

【开栏语】

践行新发展理念，成都学前教育向优质普惠“进击”

幼有善育“筑建”幸福美好生活
■ 本报记者 鲁磊

（下转2版）

近日，成都市十六幼的老师和小朋友们在户外进行游戏。 （图片由幼儿园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