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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公办园
让幼儿就近入园

“我们一直想让孩子上公
办园，没想到愿望这么快就实
现了。”2018年12月，高新区东
城逸家幼儿园正式开园，幼儿
家长陈女士悬着的心终于落了
地。新幼儿园不仅有优美的环
境、丰富的游戏活动，更有专业
的幼师团队，吸引了不少家长
把孩子送来上学。有着十几年
幼教经验的黄冬梅是东城逸家
幼儿园园长，看着孩子们高高

兴兴地进园，依依不舍地离园，
她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2018年3月，高新区管委会
出台了《关于加快高新区学前
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了高新
区学前教育发展的新路径。截
至当年年底，包括东城逸家幼
儿园在内的5家公办园投入使
用，公办园数量达到了7所。

同时，高新区以“高标准的
设施设备、领先的教育理念、专
业的师资团队、高质量的保育
质量”，实现了所有公办园的高
起点举办。

高新区贤文世家幼儿园是
高新区首批公办幼儿园之一。
走进这所幼儿园，不仅会看到
科学发现室、国学室、微型厨房
等丰富的功能室，更能在教师
与幼儿的互动交流中感受到他

们的专业。“有了政府和教育
部门多方面的支持，我们办好
幼儿园的信心更足了。”园长苏
宝钢说。

为了提升全区幼儿园保育
质量，高新区还积极引导公办园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和周边其他
幼儿园携手并进，互帮互助。

大力发展普惠园
让孩子入园不再贵

“入园难”“入园贵”曾经是
摆在家长面前的两大难题。在
扩大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
同时，高新区还大力发展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

2018年11月25日，高新区
认定并公布了28所民办普惠幼
儿园，正式开启高新区小区配
建幼儿园民办普惠转换的序
幕。通过对普惠幼儿园拨付公
用经费和保教费奖补经费，保
障了民办普惠幼儿园转换后的
资金需求，间接地降低了辖区
居民子女保教费缴费数额，让
更多学龄前儿童“上得起园，有
好园上”。截至2018年，高新区
普惠性质幼儿园突破了70所，
幼儿园普惠率达到了82%。

为了实现区域学前教育均
衡优质发展，高新区2018还启
动实施了农村集体幼儿园标准
化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了30
所农村集体幼儿园的改造提
升。近日，记者走进高新区几所
乡村集体幼儿园，不仅看到了
焕然一新的幼儿园环境，师生
们脸上掩饰不住的笑容，更从
村民们那里听到了朴实而真诚

的口碑相传。徐寨村幼儿园园
长韩春燕说，高新幼教政策的
东风给这所偏远的农村幼儿园
带来了春天，过去的泥土地上
铺上了环保鲜亮的悬浮地板、
功能室被修缮一新、玩教具种
类丰富。

着力打造放心园
让孩子共享优质资源

为了快速提升区域内学前
教育质量，高新区还积极引进
区外优质学前教育资源。济南
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广电东城
幼儿园的开办就是合作办园的
一次创新尝试。走进这所幼儿
园，记者看到有的孩子在烘焙
教室学习制作点心；有的在科
学发展室里学习科学知识；有
的则在室外种植园学习栽种蔬
菜……创意美劳、艺术素养、科
学探究、语言表演、生活劳作等
活动课程精彩纷呈，为在园幼
儿创设了丰富的园所学习和生
活的环境。

为了解决高新区职场父母
的子女托育需求，2018年5月，
济南高新区卓爱婴幼园正式成
立，成为济南市首家婴幼儿托
幼机构，填补了济南市乃至山
东省的行业空白。

“2019年我们将继续加大公
办幼儿园供给力度，引导和扶持
普惠性幼儿园，努力满足群众多
元化入园需求。“高新区社会事
务局教体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计划再新建5到8所公办
园，目前已交付2所，预计将来能
增加约1500-1800个学位。”

济济南南高高新新区区普普惠惠幼幼儿儿园园突突破破7700所所
多措并举破解“入园难、入园贵”难题，学前教育迈向“幼有优育”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潘世金 通讯员 牛然)近
日，济南高新区东城逸家小
学举行了第一届主题为“创
新创造·国际理解·体验成
长”的科技节活动。

在一段人机合作的主
持下，科技节拉开了帷幕，
全校观看了舞台剧《科学家
大战魔法女巫》的表演，现
场还进行了航模飞行的展
示。还有同学们亲手制作的
水火箭，在现场一飞冲天，
全校师生不禁连连赞叹。

科技节上，全校师生进
行了51个科技体验活动。手
撕纸圈、扑克牌垒高、重力
小车定位赛点燃了学生对
科学的激情；科技大篷车、
创客教室、让同学们感受到
了科技的神奇；人工智能套
装、墨攻竞赛、VR体验使学

生叹为观止。
据介绍，科技节前期，

各班通过学习和搜集，选择
本班认为有特色的国家，广
泛地挖掘该地区的科技成
就、科技发展历程。活动现
场还设置了科幻画、拓印画
等展示类作品的创作，多种
形式的科技体验让每一个

学生深入了解世界科技带
来的乐趣。

学校老师表示，此次科
技节活动实现了“人人参
与、人人发展、人人收获”，
让每一个孩子在体验中收
获成长，让同学们从小就在
幼小心灵中播下了科学的
火种，体验到科学的魅力。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潘世金
通讯员 郭建波)近日，济南市

汇泉小学带同学们度过了一个特
别的六一儿童节。

开幕式后，各个班级进行了
蔬菜水果创意设计活动，以此作
为送给祖国的生日礼物。通过这
项活动，同学们不仅锻炼了思维
能力、动手实践能力，更增强了爱

国情怀，家长们也被孩子们的创
意与举动所感染。

随后，学校进行了爱心义卖
活动，同学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珍
藏物品进行售卖，将所得善款捐
献给需要帮助的人。本次活动，同
学们在实践中不仅展示了创意，
更学会了奉献爱心，懂得了回报
社会。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潘世金 通讯员 顾真)近
日，济南市南辛庄小学开展
了“我与祖国共成长 争做
小小追梦人”主题队日暨第
六届文化艺术节活动。

此次活动中，121名新
生戴上了盼望已久的红领
巾，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
为南辛少先队注入了新鲜

血液。庄严的宣示声中，新
队员们更加明确自己的责
任。

学校还举行了第六届
文化艺术节活动，才艺小明
星们纷纷亮相，同学们在欢
歌笑语中度过了一个有意
义的儿童节。近几年，学校
文化艺术教育特色不断彰
显，山东快书、陶艺、书法、

金丝沙画、中国结艺等传统
文化艺术已经在校园扎根。
跆拳道、管乐、建筑模型等
新兴艺术也在各类比赛及
展示中崭露头角。学校本着
让全体师生“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的办学理念，培养
师生对艺术的传承与保护
的兴趣，形成了具有鲜明特
色的校园文化。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潘世金
通讯员 周晓雪)近日，济南市

盛福实验小学以“童心向阳 快乐
追梦”为主题，邀请家长和孩子们
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温馨而有意
义的六一儿童节。

活动中，学校176名一年级新
生光荣地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成
为少先队组织的一员。在《红领巾
飘起来》背景音乐的烘托下，高年
级队员们为新队员佩戴上了鲜艳
的红领巾，新队员们的脸上洋溢着
激动与自豪。

高红燕校长宣读聘任中队辅

导员的决定，并为中队辅导员们颁
发聘书。学校还邀请各行业的精英
代表，他们同样是一年级新队员的
爸爸妈妈们，为队员们讲述自己的
梦想。

此外，学校还举行了文艺汇演，
舞蹈、合唱、器乐展示等节目充分发
挥了孩子们的文艺特长。口风琴社
团、管乐社团、提琴社团也用最动听
的琴声为大家带来了音乐盛宴。

活动中，学校还对雅美家庭、雅
美少年、雅美代言人等奖项进行了
表彰。每一个队员都得到了一颗梦
想棒棒糖，度过了一个甜蜜的节日。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潘世金
通讯员 郭经媛 徐秀燕)近日，济
南市校园青春健美操啦啦操大赛在
济南九中举行，全市36支代表队参
加了比赛。济南信息工程学校派出2
支队伍参赛，均获佳绩。

在备赛过程中，学校健美操
队在赵琛琛老师的带领下，反复
练习。比赛中，队员们沉着应战，

体现出过硬的基本素质、高超的
艺术水准和优秀的团队协作精
神，最终分别获得健美操一等奖
和啦啦操一等奖的好成绩。

多年来，在学校体育教师的
辛苦培育下，学校健美操队在此
类比赛中屡获佳绩，充分展示了
学生青春阳光的精神风貌和学校
综合素质教育的累累硕果。

蔬蔬菜菜水水果果““大大变变身身””
济南市汇泉小学带学生度过别样儿童节

童童心心向向阳阳 快快乐乐追追梦梦
济南市盛福实验小学举行庆六一活动

济济南南信信息息工工程程学学校校
在在济济南南市市健健美美操操比比赛赛获获佳佳绩绩

小小学学科科技技节节上上，，自自制制水水火火箭箭““一一飞飞冲冲天天””
高新区东城逸家小学举行科技节活动

学学生生变变身身才才艺艺小小明明星星
南辛庄小学举行第六届文化艺术节活动

高新区东城逸家小学科技节活动现场。通讯员 牛然 摄

实现学前教育从
“幼有所育”迈向“幼有
优育”，济南高新区将
增量与提质并举，通过
着力建设公办幼儿园，
大力发展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推进农村集体
园标准化工程等举措，
逐渐构建起以公办幼
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为主体的覆盖城
乡、布局合理、公益普
惠的全区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截至2018
年，高新区公办幼儿园
达到了7所，普惠性质幼
儿园突破了70所，幼儿
园普惠率达到了82%。

高新区东城逸家幼儿园幼儿教师给孩子们讲故事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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