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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学前教育高品质发展 打造一所所家门口的好幼儿园

让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立足园情，科学发展 培育灵动自信儿童

教育是社会所需，也是百
姓所求。闵行区始终把发展学
前教育作为促进区域整体发展
的重点，面对区域内百姓对优
质学前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
闵行区围绕“满足需求、公平普
惠、优质均衡”的整体建设思路，
立足内涵提升各级园所办园水
平，办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让
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笔
者实地探访闵行区幼儿园，以真
实的案例呈现园所与家长携手
共育促进幼儿健康发展的点
滴，管窥区域持续推进区域学
前教育建设，打造一所所家门口
的好幼儿园。

打造开放式户外运动乐园
给孩子健康成长的空间

龙茗路幼儿园的场地非常
开阔，走进幼儿园时，正赶上孩
子们在操场上运动嬉戏。有的
孩子在长长的户外跑道上赛
跑，有的在天然大草坪上打“高
尔夫”，有的正在攀爬区玩“挑
战者”游戏。操场上设置了集
功能性、趣味性、挑战性于一体
的各类大型运动器械，孩子们
沉浸在欢快的运动中，不时传
来欢声笑语。

幼儿园成立于2009年9月，
有一园两部，园长浦燕群介绍，

幼儿园本是由一所闲置多年的
小学改建而成，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改建中老师们着实费了很
大心力，最主要的是将幼儿园的
课程和孩子的需求整合在一
起。改造后的幼儿园，无论是教
室、活动室，还是楼梯、走廊等角
角落落，处处充满了温馨、活泼
的氛围，不同年龄段孩子，均有
适宜的游戏空间和运动场地。

幼儿园每年都要举办的大
型“冬季运动会”可以说是孩子
们期盼的盛会之一，各个年级都
有各自的“保留”节日，如小班的
自行车节、中班的马拉松节、大
班的滑板车节，每一组参与的家
庭积极性都很高，尤其是带动了
越来越多的爸爸，更热衷于带孩
子一起运动。幼儿园每学期都
会举办两次“爸爸运动沙龙”。
家长们都高兴地说：“这样的活
动，不但培养了孩子坚韧的品
格，还让我们参与到幼儿园的教
育活动中，更加了解自己的孩
子，真的很不错。”

因地制宜创设优良环境
让幼儿“悦”读越快乐

来到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
的爱博果果幼儿园，立刻会被它
独具一格的环境所吸引——走
廊小窗户的栅栏、墙壁上都画着
可爱的童话故事形象，置身其
中，仿佛来到了个充满童趣的世
界中。走进中庭的大场地，可看
到“童话剧场”正在演出，孩子
们将动物之家、森林、小河等故
事场景都“搬”来了，他们一个个
认真地或诵读，或表演，俨然就
是这个“童话王国”里的一群小
主人。

据园长唐新萍介绍，幼儿园
的阅读活动非常丰富，园内每个
孩子说起故事来都是“头头是
道”。原来，幼儿园各个班级都
会开展睡前5-10分钟的“小枕
头听故事”；每周都会举行“小喇
叭讲故事”的活动，由孩子们推
选出班里的1-2名幼儿录制视
频，将最精彩的故事讲给大家

听。幼儿园每月还会梳理不同
年龄段经典童话剧目，让全体幼
儿参与“红果果剧场”表演。而
每周“图书漂流”的活动，更是得
到了家长们的积极响应，与孩子
一同完成“漂流日记”。家长们
还会定期参加亲子阅读社团，跟
老师孩子们一起讲故事、演故
事。中三班的霖霖妈妈感叹地
说：“自从参加幼儿园的亲子阅
读社团后，我收获颇丰，最高兴
的就是看到孩子对故事、绘本爱
不释手了。现在我对亲子阅读
有了新的认识，掌握了很多陪读
的技巧。”

家园携手共育
描绘幼儿多彩童年

闵行区景谷第二幼儿园是
一所以艺术（美术）教育为特色
的幼儿园，2018年喜获“上海市
优秀家长学校”荣誉。幼儿园不
但与园内家长共同组建了家教
社区，汇编了“家庭教育优质指
导手册”，还定期组织“新生父母

上岗证”专项培训，鼓励指导新
手父母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与整个社区形成了很好的
联动，在整个区域内营造出良好
的家园共育氛围。

幼儿园以“快乐玩色彩”活
动为载体，着重于孩子们的“感
受与欣赏”“表现与创造”。幼儿
园漂亮的外观、孩子们充满童趣
的色彩展示等，让学习变得十分
有趣，经常吸引周边未入园的孩
子与家长在园外驻足观望，对幼
儿园产生无限的向往。

老师们将“色彩”融入运
动、科学等各个领域：孩子们会
在园内开展“色彩大爆炸”“七
彩树林”“花儿跳跳开”等系列
游戏活动；也会将“色彩”活动
延伸到“非遗文化”主题中，走
出幼儿园，参观马桥的手狮舞、
颛桥的剪纸纸艺、七宝的皮影
戏等等……在老师和家长的帮
助下，孩子们描绘惟妙惟肖的
皮影戏人物、制作各种泥塑的
小动物，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
快乐成长。

后记

提高教育质量，办人民满意

的学前教育，促进学前教育的现

代化，让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

长，是闵行教育人坚定不移的追

求。未来，闵行区将持续聚焦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内涵建

设，推进学前教育高品质发展，

着力在学前教育教学改革、教师

队伍建设、教育管理方式等重点

区域突破创新，大力推进教育理

念、课程教学、师资队伍、教育治

理现代化。相信闵行学前教育

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爱博果果幼儿园阅读节之领带爸爸讲故事。

龙茗路幼儿园运动开放课。

景谷第二幼儿园色彩大爆炸活动。

本报讯 近年来青浦区为保
障适龄幼儿入园需要，通过采取
一系列举措，加大资源建设，提
高保教质量，确保公益普惠，推
进教育规模和内涵的同步提
高。走进青浦区的幼儿园，扑面
就能感受区域改革的成效。一
所所家门口的好幼儿园立足园
情，科学发展，促进了每一个幼
儿健康快乐成长。

打造运动乐园
让孩子在自然中释放天性

崧润幼儿园坐落于青浦新城
区，是一所新开办的幼儿园，
2017年9月投入使用。园内总面
积7349平方米，绿化面积3444.9
平方米。幼儿园有着独有的设计
风格，造型像一条盘旋的中国龙，
内设环形平台、上下连通、山坡、
泥地、陡坡、草丛等各种户外场
地，孩子们非常喜欢。

秉承着“大自然是活教材”
的理念，建园伊始，老师们就巧
花心思，想妙方，将不同质地的
场地有机结合，保留多样环境，

“量身定制”了大型玩教器械，因
地制宜创设了充满野趣和挑战
的运动环境，尽可能地把完整空
间留给孩子，真正将运动的乐趣
带给幼儿。

幼儿园拥有一支高素质、有

干劲的教师团队，老师们鼓励一
个个“小问号”勇敢地提出问题，
支持孩子们自主探索：如何下一
场树叶雨？怎样便捷地给菜园
浇水？怎样在陡坡上跑最安
全？……一个个主题课程在孩
子们的探究中也应运而生，如
《雨天的运动》《昆虫博物馆》
等。园长朱骊说：“孩子的感受
是最直观的，每天因为有了他们
快乐游戏的身影，我们整个幼儿
园都充满了朝气和欢乐。”

潜心开展田园教育
助力幼儿快乐成长

淀山湖幼儿园是一所典型
的农村幼儿园，创建于2009年，
环境优美、校舍宽敞、设施设备
完善。每天，校车都会准时到各
个村部接送孩子，为农村家长提
供便利。

幼儿园以“自然健康、快乐
成长”为办园理念，依托淀山湖
畔的丰富资源，以“三园三节”为
载体（三园：小菜园、小果园、小
花园；三节：收获节、播种节、交
换节），定期开展“田园教育”，让
教育在真实自然的田园中灵动
生发，助力每个孩子健康成长。

每年五月，正是幼儿园内瓜
果飘香、鲜花开放时，一年一度
的“交换节”拉开帷幕。孩子们

在园内的花园、果园与菜园中挖
土豆、卖生菜、包粽子、编稻草
……在真实的情境中，体验着播
种、劳作、收获、交换的全过程，
感受着丰收与合作的快乐。小
三班的陶池辰家长说：“每次参
加田园体验活动，哪怕是种下的
一粒种子，孩子都积极主动关注
等待着它们生长。幼儿园的活
动既培养了孩子的责任意识，又
激发了孩子的好奇心、探究欲，
开阔了眼界，对孩子一生的学习
成长都很有帮助。感谢老师们
的用心！”

幼儿园内一线教师均持育婴
师上岗证，每周会根据孩子月龄
段的特点，开展相应的早教活动，
每学期还会利用周末时间，开展
大型服务活动，为0-3岁家长提
供早教指导。后续，幼儿园还会
结合区域家长需求，开设托班，更
全面、科学地服务家长幼儿。

践行信息启蒙
培育灵动自信儿童

商榻幼儿园地处上海最西
北面，地理位置偏远，园内幼儿
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与爷爷奶
奶在金泽镇上生活、学习，幼儿
园同样设有校车每天接送孩子。

为了更好地指导祖辈育儿，
幼儿园积极挖掘资源，从0-3岁

的幼儿开始，就以灵活多样的形
式面向祖辈宣传科学育儿理念，
进行育儿指导。老师们巧妙借
助当地流传着吃阿婆茶的习俗，
将祖辈们聚在一起，边吃阿婆茶
边聊育儿经。在熟悉的氛围中，
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们放开心来
谈教养，轻松交流、掌握科学育
儿小知识。幼儿园同时借助信
息化渠道，与妇联联动开展宣
传，建立“03一家亲”微信群；与
区早教中心联合指导，借助“青
浦早教”平台，向父母们发布相
关活动信息、育儿知识等，帮助
父母即便在外也能及时了解育
儿信息，远程报名参与到指导站
的活动中来。

作为一所建园20多年的“老
园”，商榻幼儿园曾先后荣膺市
农口系统精神文明单位，区绿化
合格单位、区教育系统保育工作
先进集体等赞誉。幼儿园希望
培养“善观察、会选择、乐分享、
敢挑战”的灵动儿童，通过“‘瞳
言无际’小眼看世界特色活动”，
孩子们用看、拍、画、记、问等方
式体验生活、探索世界，大胆表
达、分享对热点事件的认识与想
法，在做做、玩玩、看看中了解家
乡商榻的民间游戏、民间特产以
及民间艺术，拓宽视野，进一步
萌发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

后记

青浦区位于上海西郊，随着

上海的发展，很多来自全国各地

的高端引进人才在此安家。青

浦区幼儿园依托地域优势，结合

社区与家长资源，让区域内的孩

子们在拥有与市区幼儿同步的

现代化教学软硬件的同时，也享

受着令人艳羡不已的郊区本土

优势与特有服务。未来，全区将

继续坚持公益普惠方向，合理布

局持续优化学前教育资源，进一

步提高保教质量，不断完善科学

育儿指导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

获得更为满意的学前教育服务。

淀山湖幼儿园“交换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