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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政法学院以“同心同行同
参与”为主题，举行庆祝第30个教师节冷
饮会。学校在中心广场设置圆桌，摆着简
单的矿泉水、软饮料和水果，学校领导简
短致辞向全体教职员工表示感谢，随后在
轻松热烈的气氛中，在轻音乐的伴奏下，

教师们交流谈心，唱歌做游戏。不时有学
生加入进来与老师交流互动，祝福老师节
日快乐。学校通过这种活泼开放的形式，
让教师以自己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增
强教师身份认同和自豪感，弘扬正能量，
增强凝聚力。

热心幼教公益事业的赵春梅
考虑得更久远，她一直关注着更
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赵春梅
说：“创办中国式幼儿园，没有
先例可循，没有经验可借鉴，甚
至没有像样的参考资料，需要各
界的探索和争鸣。10多年来，创
办中国式幼儿园一直是我的梦
想，尤其是在考察了欧美和亚洲
多个国家的幼教发展情况后，这
种感觉更加强烈。我们的文化要
让世界尊重，外国的月亮不比中
国圆。我们在强调提高办园质
量、提高师资水平的同时，先看
看我们的村办园、乡镇中心幼儿
园的园长、教师又能接受多少好
的引领与指导呢？中国式的幼教
事业发展，如何才能又省钱、又
能办实事、又能解决品质提高的

问题呢？我体会最深的莫过于对
一个幼儿园、一个集团管理复杂
性的一筹莫展。一所园好管、十
几个也行、几百所甚至上千所怎
么管？管不好则品质、品牌稀
释，公信力下降。别说发展啦，
就是老底儿也很快被抖搂干净
了。那么，怎样才能保证从一所
幼儿园、到一个大集团分布在全
国各地的幼儿园都能做到决策层
思想观念统一、管理层指导行动
统一、执行层品质落实统一？同
时还要做到战略、策略、谋略扎
实到位，不管走到哪里，从幼儿
园管理的外部和内部来看，看不
出地域的差异、规模的差异、观
念的差异？”

赵春梅提出，“办园五种定
位”、“五个一体化管理”、

“五种管理模式”、“五种文化
内涵”、“五种教育途径”、
“八大办园特色”、“三化实效
管理”等等，哪一项都是实实在
在指导管理者、教育者实践行为
的标尺，每一项都有必然的关
联。中国式幼儿教育管理思想
的价值，就在于能保持事业快
速而稳定、优质而持久地共同
发展。年近六旬还奋战在幼教
一线的她说：“希望这些创办
中国式幼儿园的有效思想和落
地的执行体系，能给更多的幼
儿园、更多的集团传递有利的
信息，让更多的孩子受益、更
多的老师受益、乃至未来的民
族素质受益，更让热心投资幼
教的人受益，以鼓舞社会更多
的人关心这项事业。”

资讯

政法学院“同心同行同参与”庆祝教师节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新加坡最高学府，
在教学、研究以及创业方面均具有卓越的
领先优势。根据2014年QS全球大学排名，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排名第一。该校拥有来
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名在
校生，学生的多元化背景和校园的都市化环
境造就了国大丰富的学习与生活氛围。目
前学校有三个校园，包括占地150公顷的肯
得岗主校区、武吉知马校园、以及位于欧

南园校园的国大-杜克医学研究生学院。
据山东万和教育负责人介绍，新加坡

国立大学系统科学院招生处处长Megan
Wang将于本周六下午在万和教育进行讲
座，现场就新加坡顶级院校申请条件解
析、新加坡公立大学研究生申请攻略等话
题与考生进行分享。因席位有限，讲座仅
接受大学二年级以上在读学生或已毕业学
生预约。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山东招生

国内幼儿教育发展到今天，各种品牌层出不穷，欧美体系、中国台湾研究成
果、澳洲最新理念等遍布各地，这其中，创办“中国式幼儿园”，创办融会贯通
的特色幼儿园成为一股新鲜的风，渐成体系，随着系统的发展和完善，成为教育
行业中的中坚力量，广获家长赞誉。据介绍，创办中国式幼儿园、打造中国幼教
模式的倡导和落地，济南是先行者。

本报记者 张静

早在十年前，山东银座·英
才幼教集团董事长赵春梅就在全
国首次明确提出“创办中国式幼
儿园”新理念，她认为，过去
三十多年来，幼教事业从上世
纪80年代初期的3万多所增加到
目前的数十万所，从单一公办园
到多元化的办园体制，从保守封
闭走向了开放接纳，可以说传承
和汲取了众多国内外先进的教
育思想与理念。然而伴随着发

展，行业的反思也越来越多，
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更适合中国
的 孩 子 ， 什 么 样 的 模 式 更 科
学、可行，什么样的教育理念
更具有指导意义，这些问题逐渐
被业界所重视。赵春梅作为银座
英才幼教集团的带头人，在13年
中带领幼教团队对学前教育扎实
研究与潜心实践，形成了较为
完 整 系 统 的 “ 办中国 式 幼 儿
园”体系，凭借着自身先进的教

育理念和强大的专业团队，走出
一条“办中国式幼儿园，打造中
国幼教模式”的特色发展之路。

山东教育社原总编陶继新评
价说：“中国式幼儿园的理念，
具有科学性的复制、照亮别人的
精神高度、营造生命张力的环
境、蕴含使命与担当的爱的教
育、以义为利的立人之道、以文
化人的内在机制、目标明确永不
放弃的信念。”

创办中国式幼儿园十年前已提出

事实上，对于创办中国式
幼儿园，业界一直不乏新的创
意和思考。位于奥龙观邸内的
济南童林堡幼儿园主要投资人
刘合平也有自己的理解。促使
刘合平创建童林堡的，正是孩
子对特色幼儿园的渴求。“我
想让孩子可以在幼儿园里撒欢
儿。”他花重金买下4 0 0 0多平
方米的地，班级只开设1 5个。
有了地方，幼儿园的整体设计
也让他这个“门外汉”绞尽脑
汁。他辗转找到台湾一家有1 7

年幼儿园设计经验的公司，从
布景到环境创设，花费数十万
元。单单一个城市种植区就价
值3 0万元；舞蹈室全部选用专
业地板，一平方米价值1 0 0 0多
元 … … 刘 合 平 说 ， 对 于 幼 儿
园，硬件设施或许不是最重要
的，也不在于花了多少钱，而
在于是否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
重金请到的台湾园长、强强打造
的师资队伍，都是童林堡对中国
式幼儿教育的新阐释。谈到教学
特色，刘合平打开了话匣子，他

说：“孩子的全面成长有四个支
柱：英语潜入式、障碍体验营、
艺术浸入式以及心灵成长式。别
人都讲英语的进入式，把英语塞
进孩子的脑子里。我们营造的是
潜入式，润物细无声。障碍体验
营是幼儿园重点打造部分，希望
孩子在试错中体验、在挑战中成
长。在户外，通过挑战，例如爬
高、滚筒、独木桥等项目，将以
前不敢或怕犯错的情节排除掉，
通过运动性的项目，培养孩子某
方面品质，实现心理的突破。”

中国式幼儿园发展又添“好声音”

中国式幼儿园理念有新的延伸

“

进入2014年，澳洲签证以
及留学政策的利好信息不断
发布，促使澳洲留学人数激
增。据澳洲新快网报道，截止
到2014年6月，已有超过42 . 2万
海外学生注册一门课程，澳洲
注册人数增加了11 . 5%。这其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的是澳
洲研究生教育。

2014年9月13日起，“澳洲
三大名校联盟世界百强名校
展”将在北京、济南、上海、南
京等地相继开幕。此次将有澳
洲著名的三大院校联盟：澳洲
八大联盟(GO8)、澳洲科技大
学联盟(ATN)以及澳洲创新
研究大学联盟(IRU)都有院校
参与到活动中，而世界排名前
100的大学包括：澳洲国立大
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新
南威尔士大学、昆士兰大学、
蒙纳什大学、西澳大学、麦考
瑞大学等名校也将集结于此
次名校展，为学生提供现场留
学咨询。澳洲官方职业协会人
士，也将悉数到场解读职业认
证，帮助学生们规划未来职业
发展方向。
噪优质：国际化教学体验

2+2学习模式
在澳洲强大科研实力的

背后，是高质量专业教育的支
持。据启德教育澳洲留学专家
介绍，区别于英国院校研究生
的一年学制，澳大利亚研究生
教育一直以来推行2年制学
制。学生可以利用2年的时间
更好地夯实知识，了解澳大利
亚社会以及商业环境，并有更
多的工作、实习机会和时间。
同时，凡在澳大利亚学习2年

以上，取得学士或以上学位，
不论任何专业，都能获得2-4

年不等的工作签证 ( PSW签
证)。也就是说，所有完成澳洲
硕士学习 (两年 )的学生都至
少能获得2年学习时间以及2

年工作签证进行实习，当然，
这项政策也是为了更好地帮
助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实现就
业和移民。
噪多量：多元化硕士留学方案

多样化奖学金申领
国际化的教学方式吸引

准留学生们关注澳洲硕士教
育，而多元化留学方案则促使
他们最终选择了澳洲硕士教
育。与许多国家不同，澳洲的热
门硕士专业是“零背景”，不需
要本科专业对口，只要平时成
绩以及语言成绩满足入学要
求，即可被学校录取。不少澳洲
热门专业如会计、教师、法律、
传媒、翻译、房地产酒店管理
等专业都是“零背景”专业。

而针对不少“学霸”关注
的奖学金问题，澳洲大学的奖
学金发放则显得更加“平易近
人”。学生无论是就读澳洲预
科、本科还是硕士，都可以申
请到一定数额的奖学金。澳洲
大学比较看重学生的“硬”实
力，比如学生的语言能力，平
均成绩等等。

2 0 1 4年启德“澳洲留学
展”济南站将于9月14日在索
菲特银座大饭店6层正式启
动，有去澳洲留学就读硕士专
业意向的学生或家长可到启
德官网(www.eic.org.cn)了解详
细信息，联系电话：0 5 3 1 /
82960666。

澳洲留学展本周日重磅开幕

新加坡五所国立理工学
院之一的新加坡义安理工学
院从即日起在山东招收政府
助学金学生。学生在经过学院
严格的笔试和面试被录取后，
即可获得新加坡近70%政府
助学金(每年约8万人民币)，毕
业后可在新加坡本地继续深
造、就业、申请成为新加坡永
久居民或前往欧美继续深造。
高三在读或往届高中毕业生
(会考成绩均为“B”以上含B或
高考成绩在二本以上，文理兼
收)均可报名。

报名电话0531-67881628

义安理工学院成立于
1963年，是新加坡政府为了
满足新加坡不断飞跃增长的
经济和对人才的需求，开办
的第二所国立理工学院。目

前，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在
山东地区唯一授权万和教育
在代理招生及组织考试，报
名截止时间为9月26日。

考生可报考的专业范围
包括房地产经营、生物工
程、机电工程、电脑工程，
多媒体动画、产品设计、商
务信息技术、酒店管理、资
讯工程、航空电子、环境与
水技术等数十个专业。

义安理工在录取条件上
有一个独到的特色——— 无需
高考成绩。11月初，将在济
南举办英语笔试与面试。将
于12月公布录取名单，被录
取的同学将于明年3月赴新加
坡义安理工学院就读。高三
在读学生被录取后无需再参
加高考。

老牌新加坡政府理工学院

到山东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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