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203个乡镇

167个乡镇建设（开园）
公办幼儿园

海口、琼海、万宁、东方、
五指山、定安、屯昌、澄迈、昌
江9个市县已经实现公办幼
儿园“乡镇全覆盖”（含在建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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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学

前教育不仅越来越受到城里孩

子家长的重视，同时也倍受农村

家长们的关注。

2011年之前，除了县城所在

镇区设立的机关幼儿园，全省

203个乡镇以及以下村庄没有公

办幼儿园；3年之后的今天，全省

已有167个乡镇建设（开园）了公

办幼儿园。农村3—6岁的孩子，

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公办幼儿

园提供的学前教育。

但是，面对孩子们的笑脸，

公办乡镇幼儿园的园长们却经

常笑不起来。

教师编制短缺、运转经费不

足、办园小学化倾向严重……在

增加农村地区公办学前教育覆

盖率、改善农村孩子接受学前教

育状况的同时，乡镇中心幼儿园

面临着诸多现实的困难。

到了澄迈县金江镇大拉中心幼
儿园之后，小二班的男生高仁睿每
天回家除了给妈妈讲故事，还要在
客厅里秀一下白天在幼儿园的学习
成果：在爸爸妈妈的拍手声中，“国
旗国旗真美丽”的歌声唱起来，蓝精
灵的舞蹈跳起来……

在小仁睿家的院子里，种有许
多格外艳丽的鲜花植物：娇艳的黄
金鸟，多彩的三角梅，扎手的仙人球
……小仁睿会把这些自己种的花带
到幼儿园，和小朋友分享养花心得。

家里还有一叠小仁睿的绘画
作品——红的苹果、绿的树叶。小
仁睿的妈妈说，这些苹果和树叶，
是由幼儿园的老师画好之后，让孩
子们涂上颜色。种花和涂画，都是
老师教的。

5岁的黄志行，是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什玲镇中心幼儿园中班
的小朋友。小志行的家就在什玲
村，每天步行10分钟就可以来到
幼儿园。

“幼儿园里19个自制的轮胎是
他最喜欢的。”小志行的妈妈说，去
年刚开园的时候，孩子开始还不愿
意来，每天早上送他过来都要哭一
场。现在每天早上他自己很早就爬
起来，吵着要马上去幼儿园。

随着人们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
高，很多村民都希望更早地将孩子
送到正规的幼儿园，接受良好的学
前教育。但在以前，很多乡镇没有
公办幼儿园，一些学龄前的孩子只
能上村里的私立幼儿园，或者放在
家里“圈养”。部分私立幼儿园缺乏
科学管理，教育质量低下，想上好一
点的幼儿园就得到县城里，这对很
多农村家庭来说并不现实。

为了让更多农村娃接受正规学
前教育，我省近年来大力推进公办
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省教育厅基
础教育处的相关统计显示，截至
2013年12月底，全省现有1596所
幼儿园中，171所是公办幼儿园，公
办幼儿园的在园幼儿占全部在园幼
儿的比例达到21%。

49岁的胡照云是定安县黄竹
镇中心幼儿园园长。从1988年开
始，胡照云就在定安县南海农场幼
儿园从事幼教工作，直至担任园
长。2013 年 9 月，胡照云离开工
作了25年的南海农场幼儿园，担
任正式开园的黄竹镇中心幼儿园
园长。

在黄竹镇中心幼儿园，包括胡
照云在内共有16名老师，其中7人
有教师编制。这7人全部是由小学
老师转岗而来，本来就有正式教师
编制，胡照云等其他9名教师则是
由县里统一聘任，然后派至幼儿园
工作。

超过一半的教师没有正式编
制，队伍的稳定是胡照云最为担心
的。

“不久前，儋州市公开招考幼儿
园教师，园里一名没有正式编制的
教师参加了考试，并且通过了考
核。”5月6日中午，胡照云连声叹
气：因为没有正式编制，很难长时间
地留住老师。一旦有机会，这些老
师就会选择外流。这样一来，幼儿
园老师流动性大了，不利于孩子的
成长和办园水平的提高。

按照幼儿园教师的配置标准，
每一个年龄段的幼儿要配置“两教
一保”（两名教师，一名保育员）。
对应的在园幼儿人数，也有明确的
规定：小班的幼儿人数为20人—
25人，中班25人—30人，大班30
人—35人。“如果人数过多，三名老
师根本招架不了这么多的孩子。”
胡照云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幼儿
园教师是否有编制，工资待遇有
区别。以黄竹镇中心幼儿园为
例，没有正式编制的老师，每个月
的待遇包括三部分：五项保险、
1200 元基本工资、400 元的绩效
工资。这样的待遇相对于园中有
正式编制的老师来说，每月至少
低1000元。

胡照云愁老师没有编制，还有
乡镇幼儿园愁的是“人手缺”。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中心幼儿园
有17名编制在岗教师，现在其中两
名老师休产假，实际在岗的教师只
有15人，其中还包括了校警岗位1
人、报账员1人。

更让园长王梅兰着急的是，15
名在岗教师中没有专职的保育员，
因此该幼儿园教师、保育员的角色
是“合二为一”的。“但老师们都不愿
意做保育员的工作，现在只能是全
部老师轮流保育员岗位。”王梅兰告
诉记者，让教师当保育员，实属无奈
之举。

“两个大班共计45名幼儿，县
财政按照每名幼儿一个学期200
元的标准拨付保教费。”5月7日
上午，王梅兰给记者算了算开园
半年多来的“幼儿园运转账”：在
收入方面，一个小班，一个中班，
各有23名幼儿。每名幼儿每个学
期收取450元的保教费、每个月
150元的伙食费。

“伙食费是不能动的，必须完
全花在孩子们在园的餐点。”王梅
兰说，大班的财政补贴，小班和中
班收取的保教费，两项合起来一个
学期总计29700元。不过，幼儿园
所有支出的项目都需要这部分钱

“买单”——如幼儿用书费、水电
费、维修费、环境创设费以及老师
的培训费等等。

王梅兰告诉记者，由于经费缺
乏，上个学期的幼儿用书费、教师
听课本、班主任手册、家访本、备课
本等全部3800元的费用，直到这
个学期才正式支付。

和小学教育不同的是，幼儿教
育的环境创设、保教花费项目较
多。比如在幼儿园每个年龄段活
动室里，一般会细分为美工区、活
动区、图书区等，每个区都要有相
应的设施，都需要不菲的投入花
费。

幼儿园室外的大型幼儿娱乐
设备，每套的花费需要数万元。孩
子在做手工的时候，彩色的纸张更
是耗费品。手纸一项，每家幼儿园
的用量惊人。定安县定城镇中心
校校长谢辉义向记者介绍，中心校
主管的南珠幼儿园现在有两个大
班、一个中班、一个小班，共计130
名幼儿，每天用于给幼儿擦鼻涕的
手纸就要数卷。

据了解，目前我省公办乡镇幼
儿园中的小学转岗老师比例较
大。这些转岗老师需要接受学前
教育的专业培训之后，才可以正式
上岗。老师接受培训产生的相关
费用，需要幼儿园从收取的保教
费、财政补贴费用中来支取。

幼儿园花钱的地方很多，“钱
从哪里来”的问题困扰着王梅兰。
不过，幼儿园“钱的进项”也有点儿
麻烦。去年9月开园时，有部分家
长提出可否先交一半的保教费。

“后来大约有两成的幼儿只交了一
半的保教费。”王梅兰说。

“对于不少当地群众来说，全
自费送孩子上幼儿园是一项比较
奢侈的教育支出。如果幼儿园硬
性要求在开园的时候缴全费，那么
很多父母可能就不送孩子到幼儿
园了。”王梅兰告诉记者。

大班活动室里，张贴着十多张孩
子们临摹的铅笔字；一张交通标示挂
图，距离地面有1米多高；五排课桌摆
放得整整齐齐……来到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加茂镇中心校附属幼儿园，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间幼儿园的环
境创设完全就是小学的摆设。

保亭县教育局研训中心幼教教
研员石红艳老师向记者解释，这间
幼儿园是在2013年9月由中心校
的学前班“转制”而来，中心校的4
名老师转岗到幼儿园担任老师，其
中已经担任了27年小学语文教师
的林妙花担任园长。

45岁的林妙花正在进行着“理念
和身心的转变”——从一名小学老师
转变成为一名学前教育老师。学前教
育不同于小学教育的严格方式，让林
妙花们正在经受着转变带来的冲击。

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各
种游戏——仅此一项，让林妙花感觉
到非常吃力。“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舞
蹈的基础，现在每到跳舞的时间，我
只能引导着孩子们跟着电视机的播
放进行舞蹈。”林妙花告诉记者。

幼儿园老师应该给孩子教点什
么？应该怎么教？应该怎样安排孩
子们的一日生活？一连串的问题，
是当前幼儿园普遍存在的困惑。而
在乡镇幼儿园，这些困惑更为严重。

“目前的学前教育中，单是很多
常见的说法就需要矫正。”石红艳说，
比如是“幼儿园活动室”，而不是“教
室”；幼儿园每天的活动称为“一日活
动”，而不是“上课”；统计的是“在园
幼儿”，而不是“幼儿园学生”……

“这些看起来只是一个词语的不
同，实际上是学前教育理念是否科学
的问题。”石红艳老师告诉记者。

曾有相关学者认为，幼儿园只
是一个接受监护人临时委托看管
孩子的场所，它不是学校，教育并
不是主要职责。用小学教育代替
学前教育，对儿童的教育发展会有
极大的负面影响。

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的身份问
题，逐渐成为一个显性问题。所谓
身份问题，实际上就是公办乡镇幼
儿园归谁管的问题。这个“归谁管”
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幼儿园的费用
来源、日常管理等一系列问题。

当前，我省已经开园的公办乡
镇幼儿园的管理体制分为两种形
式：一种是归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直
接管理，如澄迈县；另外一种是归乡
镇中心校直接管理。后一种管理体
制在省内居多。

据了解，直接归属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管理的公办乡镇中心幼儿
园，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可以直接
支配一定的财权以及相应的事权；
而归属乡镇中心校管理的乡镇幼儿
园则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在财权、
事权上要在中心校同意的前提下进
行。

去年秋季学期开学，时任琼海
市一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园长的伍
女士降格为常务副园长，园长由所
在乡镇的中心校校长兼任。从园长
到常务副园长的变更之后，伍女士
感受到了限制。她向记者透露：这
种限制首先是幼儿园财权上的限
制，幼儿园每花一分钱都要中心校
的审批，就算买一卷纸，也要向中心
校申请。而在之前的幼儿园，自己
就可以做主。

“这种上收到中心校的财权和
事权，如果是出于审计的考虑，那么
程序上的增加就很有必要。”伍女士
坦言，但是如果中心校的负责人对
于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要办的事不
理解，甚至不支持，那就让幼儿园办
园无所适从了。

伍女士表示，希望能给幼儿园
一定的自主权，这并不是为了单纯
地“要权力”，而是“基于学前教育和
基础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中
心校的校长如果用管理基础教育的
理念来治理学前教育，那么就会产
生非常多的冲突。

管理体制不顺
财权事权归中心校
幼儿园缺少自主权

缚

针对公办乡镇幼儿园经费缺乏、办园层
次较低、保教质量普遍不高等问题，我省有关
部门一手抓扶持，一手抓监管，在通过出台一
系列政策增强办园活力的同时，不断规范办
园行为，引导公办乡镇幼儿园健康发展。

构建成本分担保障机制

当前，省内不同市县乡镇公办幼儿园的
收费标准有不同。比如定安县规定，位于
县城的公办幼儿园每个月保教费在1100
元以下，位于乡镇或者村里的公办幼儿园
每个月保教费在1000元以下。尽管标准
有差别，但大多数的幼儿园在日常运作中，
都一样面临经费“捉襟见肘”的困境。

在保亭，县政府免除了学龄前一年幼
儿园的学费，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保亭
财政按照每名幼儿每个学期200元的标准
拨付给幼儿园，这远低于幼儿园正常运转
所需费用。名义上承诺免费的学前教育，
实际上保教质量很难保障。

为了帮助公办乡镇幼儿园走出“经费
困境”，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出台相关措施。
据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曾维陆介绍，
在2014年至2016年，我省将推动构建学
前教育成本分担和运行保障机制，能把幼
儿园园长从经费运转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让他们一心一意地把科学保教做好。

据了解，学前教育成本分担和运行保障
机制，就是参照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人
均公用经费的办法，按照每个学期的在园幼
儿人数，由财政按照人头数拨付保教经费。

公办乡镇幼儿园
教师编制短缺、运转经费不足、小学化倾向严重……

短板怎么补？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从学前开始
让农村娃享优质教育

笑
公办教育下乡

教师编制缺乏
老师很难留得住
不利于孩子成长

运转经费紧张
支出项目繁多
财政补贴不足

教育理念落后
教什么？怎么教？
大多老师不明白

政策扶持+监管规范

策

忧 困 惑

白沙邦溪镇中心幼儿园，小班的孩子
们准备上课。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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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县黄竹镇中心幼儿园，孩子们在学习汉字。 见习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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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乡结对帮扶

2013年春季学期开始，在省教育厅的
组织下，我省启动了省级示范幼儿园对口
帮扶乡镇中心幼儿园，省直机关幼儿园等
10所省级示范幼儿园开始对口帮扶20所
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澄迈县金江镇大
拉中心幼儿园园长何琼花说，通过省直机
关幼儿园的对口帮扶活动，幼儿园的环境
有了明显变化，“小学化”倾向得到矫正。

曾维陆介绍，今年春季学期开始，我省
学前教育的城乡帮扶行动进一步深化，海南
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系对口帮
扶万宁市，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幼儿师范
学院对口帮扶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通过
在定点市县选定1-2个乡镇作为学前教育
具体对口帮扶对象，进一步辐射全市县，提
升被帮扶市县学前教育整体管理水平，更
新保育教育观念、提高保育教育质量。

“开展结对帮扶，首先是教会乡镇中
心幼儿园进行环境创设。说到环境创设，
就是强调幼儿园要像幼儿园的样子，不是
学校的摆设。”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丁金霞博士认为，另外就是更多地培训
农村的学前教育老师，要按照《3—6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上要求保教幼儿，而
不是简单地教孩子“读书、认字”。

指导规范办园行为

“破解公办乡镇幼儿园的难题，还要
从构建倡导全省学前教育的优良背景上
入手。在提高全省学前教育水平的基础
上，积极推动解决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的
现实问题。”曾维陆表示。

2012年5月，省里专门出台了规范学
前教育机构办学行为的意见，在招生、收
费、保育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意见中
明确，要合理安排一日活动，体现愉快、自
主、充实、有序的氛围。一日活动应包含
集体教育活动、活动区活动、户外体育活
动、生活活动等环节。学前教育的内容和
方法要符合学前儿童年龄特点和认知水
平，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看管式”等错
误倾向。严禁在课程内容设置上片面迎
合社会或家长的不合理需求；严禁提前教
授小学教育内容和搬用小学教材教法；严
禁教授奥数、珠心算等不符合幼儿身心发
展特点的内容。通过这些具体可行的指
导意见，让孩子们享受到有质量保证的学
前教育服务。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