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年年99月月99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见习编辑见习编辑 牛攀牛攀 美编美编 张韦奇张韦奇
美编助理美编助理 霍笑芬霍笑芬

D07

课题研究引领教师成长
打造示范性幼儿园

长期以来，丹灶中心幼儿园始

终坚持培育优良师资队伍，为擦亮

“彩童教育”品牌提供源源不竭的动

力，同时也收获累累硕果。教师何淑

萍在2018年南海区幼儿园青年教

师能力大赛中获“教育教学技术能

手”荣誉称号，2019代表南海区参

加佛山市幼儿园青年教师能力大赛

获二等奖；教师余玉婷参加2020年
佛山市幼儿园青年教师能力大赛获

一等奖并被授予“佛山市幼儿园青年

教师教育教学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除了‘名师工作室’的带领，积

极开展各类课题研究，也是引领教师

不断成长的‘不二法门’。”黄雅晴介

绍，课题研究是推动幼儿园内涵发展

的“必行之路”，同时也收获亮眼的成

绩单。如，特色课题《充分利用乡土

资源，建构狮艺特色课程的实践研

究》被立为广东省强师工程重点课

题，评为南海区教科研成果一等奖；

申报课题《狮艺园本课程的构建与实

践研究》被批准为广东省教育科研

“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教育科研

重点项目；申报的佛山市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教育信息技术研究专

项课题《应用信息技术促进幼儿园教

师专业发展的实践研究》顺利结题，

其中7人获国家级奖项，10人获省

级奖项，13人获市、区级奖项。

接下来，丹灶中心幼儿园将不断

创新形式培育高质量名师队伍，建设

“教师舒心、幼儿开心、家长放心”的“彩

童教育”品牌，聚力打造一所丹灶乃至

南海西部的示范性“翘楚幼儿园”。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吴泳

升华“百获教育”品牌
发挥幼教示范作用

十年来，金沙幼儿园锻造出一

支高素质、高学历、进取心强、教学

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

全体教职员工通过“实施四大

工程，提供六大平台”，刻苦钻研教

育教学，提炼业务素养，提升科学保

教水平，不断践行学前教育改革，丹

心一片培育丹灶未来。

办好一所精品幼儿园，园长的

办学智慧是关键。园长黄梅芬从教

24年来，担任小学教学及管理工作

14年，担任幼儿园管理10年，经验

丰富，曾荣获“佛山市家长学校优秀

校长”“南海区高级园长”“南海区优

秀园长”等称号。她全力搭建教师

队伍“雁阵梯队”，逐步形成“雏雁起

飞，头雁高飞，群雁齐飞”三雁并飞

的雁阵效应。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

点，金幼人将继续推进学前教育改

革，深化“顺天致性，一树百获”的办

园理念，顺应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

升华“百获教育”品牌，以“百”种方

式使幼儿收获“百”趣，助他们成为

自信快乐、好学多艺的“百获娃”。

园长黄梅芬表示，未来日子里，

金沙幼儿园会继续潜心课改。期待

老师深度观察、悉心解读、有效支

持，努力打造具有丹灶有为教育文

化特质的园所，在文化中滋养儿童、

浸润团队、助力发展，向着品质办

园、示范办园努力进发。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通讯员张子晴

培育大城良师
擦亮“彩童教育”品牌

丹灶中心
幼儿园

构建“百获”课程体系
培养自立自信善思乐创的“百获娃”

金沙幼儿园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要素，幼儿园也不例外。近年来，丹

灶中心幼儿园通过“青蓝工程”“名师工作室”等建设以及课题研

究，打造一支“崇师德、尚健康、乐学习、富童心、讲质效”的高质量

教师团队，不断擦亮“彩童教育”品牌，为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作为一家省级幼儿园，如何

实现优质可持续发展？”在丹灶中

心幼儿园园长黄雅晴看来，核心

要素是实现幼儿园内涵的高质量

发展，除了教师幼儿素养、办园效

能的双提升以及幼儿园品牌持续

擦亮外，关键落脚点还在于园本

文化的沉淀。

推动幼儿园创新发展，实现教

育教学工作再上新台阶，关键在

“人”。目前，丹灶中心幼儿园有教

师42名，基本满足541名幼儿的

日常教学工作。“幼师队伍流动性

大、学历层次不高、系统培训欠缺

这些都是目前学前教育‘新常态’，

所以如何引导青年教师迅速‘站稳’

讲台，也是保证幼儿园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拼图’。”黄雅晴介绍，对于

刚入职的教师，幼儿园会按照其个

人特长、发展需求、成长需求等要

素，引导其加入不同的教师兴趣团，

为其量身打造个性化发展计划。

此外，幼儿园还以“大城良

师”为目标，分类培育学科良师。

其中，通过“青师培养工程”，面向

青年教师开展基本技能培训和理

论学习，强化青年教师的育人观、

教学观和质量观。同时，通过“青

蓝工程”，开展“师徒结对”“模仿

课”“研究课”“汇报课”“展示课”

“四课”形式的磨练，促进青年教

师迅速站稳讲台。

以专业规划为抓手，引领教

师自主发展。今年，丹灶中心幼

儿园从“基本情况—学习、工作简

历”“自我发展—目标、计划、总

结”“教育教学—案例、反思、随

笔、心得”“教育科研—主持科研

课题、小课题、参与课题”“班级管

理—班级记录、学生情况记录”和

“获得成果—发表论文、各类获

奖”等六个维度，为每一位教师设

计《教师成长档案袋》，使全体教

师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力、专业

驱动等专业素养得到系统提高，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成长档案袋》的推出，

有利于加速青年教师成长，也能

更好、更直观呈现教师成长轨迹，

为其接下来个人发展和努力提供

清晰方向。”黄雅晴介绍，制度化、

规范化的管理模式，成为青年教

师们的“灯塔”，为他们实现自我

提升、发展“指路”。

“要打造一所区域品牌幼儿

园，首先要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名

师队伍。”黄雅晴表示，幼儿园通

过优化“彩童教育”园本研修模

式，让每位教师基于自身追求专

业发展，基于“彩童教育”实践开

展课题研究，在研究与实践中成

长，修炼师德，提高业务水平，成

为一名崇师德、尚健康、乐学习、

富童心、讲质效的“大城良师”。

目前，幼儿园通过将一级教

师和市、区、镇级优秀教师作为

名师培养对象，设置“名师工作

室”，通过定目标、给任务、搭平

台、出成果方式，促进教师队伍

不断发展。

除了名师引领，幼儿园还通

过“诊断教学”，开展“同课异构”

“同课同构”和“磨课”活动，“把

脉问诊”课堂质量，进一步提升

教师教学技能和艺术，形成研究

化发展氛围；通过跟踪制度，让

教师在互帮互助中得到督促、指

导与帮助；通过汇报制度，让教

师定期以开放课堂、教育论坛等

形式展示、汇报一个阶段的进步

状况，并由领导或专家开出诊断

书商讨改进良策。

搭建交流学习平台，“取

经+培训”促进教师实现个人提

升。幼儿园通过定期组织教师

“走出去”，前往外地的先进幼

儿园进行“取经”，参观学习先

进办园理念、亮点教学模式；

“请进来”则邀请省、市、区级的

专家进行专题培训，开展了狮

艺园本课程撰写、信息化的微

课和课件制作、逻辑高数学创

新思维等各类培训。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教育是一项慢工出
细活的事业，尤其是学前教育，肩负教育启蒙
和奠基的重要作用。如何用心办教育，创新办
幼儿园，丹灶镇金沙幼儿园用 10年时间给出
答案。

这 10 年间，金沙幼儿园经过了“创建、摸
索、成熟”的过程。2017 年 3月，金沙幼儿园
晋升为广东省一级幼儿园，先后被评为全国足
球特色幼儿园、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 A级单
位、佛山市示范性家长学校、佛山市书香校园、
南海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南海区先进幼儿
园、南海区绿色幼儿园等，把幼儿园办成一所
幼儿喜欢、家长满意、领导放心、社会信赖的品
牌园。

金沙幼儿园是丹灶镇委镇政

府在 2011年 10月投入 2000
多万元兴建的全日制公办幼儿

园，创建“百获教育”，构建“百获”

课程体系，致力培养自立、自信、

善思、乐创的“百获娃”。

站在“树人”的开端，十年

来，金沙幼儿园精益求精地满足

孩子在幼儿园衣食住行等方方

面面的需求。盥洗、饮水、用餐、

午睡……在幼儿园的一天里，这

些生活细节占据幼儿的大部分时

间，虽然看似琐碎枯燥，其实每一

个举动都颇具“深意”。

事实上，从进园一刻起，幼

儿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受到老师

的关注。譬如他们有没有对园

内教职工打招呼；有没有把自己

的物品放在指定位置；饭点时进

餐是否文明有序，养成良好进餐

习惯……“生活即教育，最常见的

场景恰恰是促成幼儿养成良好生

活习惯和培养个人礼仪的最佳契

机。”园长黄梅芬说，幼儿园要善

于寓课程于生活，让孩子们在潜

移默化中不断健全人格。

金沙幼儿园用十年时间潜

心研究幼儿教育，探索在学习、

运动、生活、游戏四大板块中幼

儿教育课程的整体性构建与实

施。金沙幼儿园在2012年成为

南海区一级幼儿园，2013年成

为佛山市一级幼儿园，2017年

晋升为广东省一级幼儿园，金沙

幼儿园的快速成长，创造了“丹

灶速度”。

自开园以来，金沙幼儿园便

确立了“一童一世界，百童百梦

想；一童一梦想，百童百收获”的

办园愿景，打造“趣味足球”“童

话粤剧”“快乐童窑”三大幼儿特

色课程项目，成为南海区唯一一

家“全国幼儿足球特色示范园”，

还是“佛山市传统文化创建基

地”。

幼儿园在特色课程引领下，

带动其他课程发展，并组建丰富

的社团，如童心智创、榫卯学堂、

竹编、绘画等社团，形成本土特

色的“百获教育”模式。

重构“百获课程”体系，打造

园本精品化特色课程。金沙幼

儿园还增创“悦读绘演”和“童心

智创”两大特色课程。“悦读绘

演”通过“悦读童年”“笔绘童心”

及“趣演童稚”三大主题教育活

动融合基础课程的形式贯穿幼

儿的一日生活。以绘本故事为

主，情景模拟为辅，结合体验活

动三方面开展，能够生动展现绘

本内容，走进人物，体验故事，让

幼儿在享受绘本偶剧所带来快

乐的同时爱上阅读、爱上表演，

提升幼儿阅读水平。

“童心智创”则是从科技活

动理念、内容、形式、取材、器

材、载体等着手，通过“我的家

园”和“小小发明家”两大主题，

激发幼儿的科学、科技的兴趣

与探索，培养幼儿跨领域解决

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

创新能力，最终打造幼儿主动

学习，以幼儿为主体的新的素

质教育理念，给孩子们提供一

个创意智造和动手表现的空

间，这也与丹灶镇大力发展“智

能制造”相吻合。

十年来，金沙幼儿园积极推

进幼儿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始终站在丹灶幼教教改最

前沿。

重构“百获课程”体系打造园本精品化特色课程

十年磨一剑砺得梅花香
快速成长跑出“丹灶速度”

搭建交流平台促个人提升培育全面发展“大城良师”

■丹灶中心幼儿园通过打造“大城良师”队伍，不断擦亮“彩童教育”品牌。

从“六个维度”定制“成长档案”
为“青师”成长指明方向

■金沙幼儿园老师与孩子们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