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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

民办园过度逐利受遏制

这样的荣誉，他们值得拥有

广州一中、广州市南海中学分别举行庆祝教师节表彰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徐珊珊）

一支

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 老师辛勤耕

耘，授业解惑。 在今年第36个教师节，广

州各学校纷纷举行形式多样的教师节

活动，一个个“小神兽”变成了老师的贴

心“小棉袄”，让老师们感动不已。

广州一中：设立教师子女成才奖

近日，广州市第一中学庆祝第36个

教师节暨2020年“感动一中”优秀教师

表彰大会在高中部至毅堂举行。 庆祝大

会表彰了2020年“感动一中·资深教

师”、“感动一中·教育扶贫先进工作

者”、“感动一中·最美抗疫教师”。

该校校长胡革新表示，广州一中一

直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的头等大

事抓紧抓实，一直致力于打造一支高素

质的教师队伍来不断提升学校的发展

品质。 学以师而治,校以师而名。 高素质

的师资队伍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学

校发展的底气和力量源泉。 近年来，一

批又一批爱岗敬业、爱校如家、爱生如

子的好老师在一中无私奉献、 熠熠生

辉。 他们当中，有从教32年以来，始终情

系一中、始终扎根一中、始终坚守三尺

讲台的马洁媚老师；有在33年的教育生

涯中，始终初心不改、始终诲人不倦、始

终立德树人，做了23年班主任工作的陈

煜老师；有勇担教育扶贫使命、积极奔

赴扶贫一线、奋力点亮山区孩子梦想的

杜兴伟老师；有用智慧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书写“广州一中连州班”高考奇迹、

培养了连州高考状元和连州二中第一

个空军飞行员的刘惠兰老师……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学校广大教

师迎难而上，奋战在抗击疫情和“停课

不停学、不停教、不停育”两条战线上，

坚持五育并举，把战疫淬炼成孩子们生

命成长的课堂，用力守护了全校5000多

名学生的身心健康。

据悉，为鼓励一中教师子女志存高

远、勤奋学习、成人成才，从2020年起，

校长胡革新拿出他的每年“荔湾区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的全部津贴9600元，设

立“广州一中教师子女成才奖”，奖励当

年被一中高中录取以及当年从一中考

上大学的教师子女。

广州市南海中学：

学生感恩表演打动老师

9月10日， 广州市南海中学举行了

主题为“弘扬师德守初心 立德树人逐

梦想”2020年教师节表彰活动， 总结了

学校事业发展成就，表彰了2019学年在

教育教学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

教师，展示了南中致远教师队伍的良好

精神风貌。

“衷心地感谢您，是您，点亮了我心

中的烛光； 是您， 昭示了民族的希望

……”高三7班石小曼、高二4班华思玮

两位同学代表深情朗诵的一首《师恩

颂》，拉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在《我要

谢谢你》 的感恩表演中，20多位同学的

手语感恩舞蹈打动了所有的老师，也带

动全体同学一起做起了感恩老师的手

语动作；歌声结束，全体同学向老师鞠

躬敬礼，表达大家最衷心的感谢和最诚

挚的祝福。

该校校长赵秉乾宣读了表彰决定，

指出在2019~2020学年， 学校广大教职

工秉承“任重致远”百年校训，立德树

人，千方百计提质量，一心一意谋发展，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涌现出一批先

进个人和集体。 分别授予田红等10名同

志“优秀德育工作者”称号；授予孙韵婷

等20名同志“优秀班主任”称号；授予高

中语文科等9个科组“优秀科组”称号；

授予刘熹妍等9名同志“优秀科组长”称

号；授予杜有围等35名同志“优秀教师”

称号；授予林沛荣等17名同志“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决定对在德育岗位上工

作累计达20年以上的德育工作者罗燕

梅同志授予“致远育人奖”。

广州一中学生为老师送上鲜花及祝福。 广州市南海中学学生以手语感恩舞蹈献给老师。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摄

□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近日，教育部官网发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

（征求意见稿）》

（下称《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其中，《征求意见稿》提及幼儿

园“去小学化”、幼儿园不得直接或间接

作为企业资产上市等热点问题，引发社

会关注。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该规定与

此前国家颁布的一系列学前教育政策

一脉相承。

焦点 1：幼儿园禁止上市

《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不得直

接或间接作为企业资产上市。 任何组织

或个人不得利用财政经费、 国有资产、

集体资产举办或支持举办营利性幼儿

园。 此外，也给幼儿园“逐利”设下更多

限制。 社会资本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

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

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公办幼儿园、非营

利性民办幼儿园。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不得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

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

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实际上，2018 年 11 月 15 日， 新华

社受权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

见》

（下称 《若干意见 》）

就曾规定，遏制

民办园过度逐利行为，社会资本不得控

制公办或非营利幼儿园，民办园一律不

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等。

据悉，2018 年前， 民办园区分营利

性民办园和非营利性民办园。 选择非营

利性，可以得到国家的各项优惠；选择

营利性民办园， 意味着幼儿园可以上

市。 由于民办园在整个民办教育中的占

比最高、数量最多，且可以上市，受到了

资本的关注和青睐。 在《若干意见》出台

后，80%普惠园比例的提出，意味着相当

一部分民办园都应转为普惠园，学前领

域活跃的资本交易直接叫停。

近年来，以红黄蓝为代表的一批幼

教资产奔赴港股、美股上市，大多以并

购的形式成功上市，但也有部分企业独

立进行 IPO。 随着资本的强势介入和助

推，学前教育市场开始了跑马圈地式快

速增长。 与此同时，整个行业不断暴露

出矛盾和问题。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表

面的快速扩张背后，是优质从业人员和

师资力量的缺失，以及整个学前教育行

业过度逐利行为的加剧。

卓越教育相关负责人此前向信息

时报记者表示，政策层面已为学前教育

定性———过度逐利不是学前教育的追

求，公益性才是根本属性之一。“通过政

策限制， 把部分盲目逐利资本挡在门

外， 有利于学前教育回归教育本质，让

幼儿园的举办者扎实做好教学。 ”纽诺

教育创始人王荣辉认为，政府出台此政

策的目的应是规范幼儿园合理获利，对

于行业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对于认真

做教育的盈利机构也是有利的。

不过有不少人担心，一些社会资本

不再投入到民办园中，未来学前教育供

给能否跟得上。 卓越教育相关负责人认

为， 未来营利性幼儿园只会占小部分，

长期来看，政府将通过财政补贴和政策

帮扶，配合监管手段，促使更多民营园

转向普惠园。

焦点 2：幼儿园“去小学化”

《征求意见稿》 对幼儿园的教学内

容、保育等做出规定，其中“去小学化”

要求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规定，“幼

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 ”

据悉，这已不是教育部第一次发文禁止

幼儿园“小学化”。 教育部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教育部关于规范幼儿

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

现象的通知》 以及 2016 年 3 月 1 日出

台的《幼儿园工作规程》等均有类似规

定。日前，《广州市幼儿园条例(草案)》公

开征求意见，为了防止幼教“小学化”，

明确幼儿园一旦开展违背幼儿身心发

展规律的教学活动,将面临 2 万至 20 万

元的罚款。

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更快适应小

学学习，甚至提前报读培训机构的幼小

衔接班。 记者近日以家长身份在线咨询

了一家幼小衔接培训机构，在询问是否

有“拼音、汉字、数学”等课程时，得到的

答复是“有一定涉及，我们会融合到具

体课程之中，而且我们有自己的教材。 ”

而《征求意见稿》也提到，“校外培训机

构等其他教育机构不得对学前儿童开

展半日制或全日制培训”。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 《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 要求 5~6 岁幼儿会正

确书写自己的名字、 能通过实物操作

或其他方法进行 10 以内的加减运算。

但是， 目前大部分培训班的培训内容

早已超过了这些。 家长一方面担心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 另一方面又不希望

给孩子带来太大的压力。 提前抢跑，

到底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呢？ “超纲集

中培训不注重孩子自身的兴趣需要和

年龄特征， 容易造成孩子学习压力精

神负担过重。 从短期来看， 这种做法

能够提高孩子的成绩， 但是从长远来

看， 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越秀区一小

学语文老师张欣表示， 在学生入读一

年级期间， 学校也会给予孩子适应和

过渡的时间。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法”，还需

要考虑三方面问题。 一是政府不能歧视

性对待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二是进一步

明确幼儿园教师享有义务教育教师同

等的权利；三是对实施 3 岁到入小学前

早期教育的培训机构的教育形式、内容

作出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