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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9 月 1 日，省

一级幼儿园天河区东圃幼儿园如常开学。据

悉，本学年，东圃幼儿园迎来了三个“历史新

高”：三个园区班级数量创历史新高，共 20

个教学班；全园幼儿人数创历史新高，共有

604 人；全园教职工人数创历史新高，共 98

人。这些数字意味着，拥有 61 年办学历史的

东圃幼儿园迎来历史转折点。 近日，记者走

进东圃幼儿园， 了解“老园如何焕发新活

力”。

改课室适应 10个小班规模

今年， 东圃幼儿园共开设10个小班，面

向社会电脑派位招生225人。 记者查阅资料

发现， 东圃幼儿园2018年及以前近三年，每

年仅开设5个小班，2018年计划招生113人。

去年开办蒲公英园区后， 东圃幼儿园新增2

个小班，招生数开始上升。 直到今年达到10

个小班的规模，招生数比前年将近翻番。

“去年， 天河区考虑到今年会成为‘二

孩’入园高峰期，因此新办了 18 所公办幼儿

园，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公办园可以扩班

的扩班，可以开设分园的开分园。”东圃幼儿

园园长叶常青说，原本东圃幼儿园总园是中

大班部，共有 8 个班；广场园区是小班部，共

有 5 个班；蒲公英园区按照 6 个教学班规模

建设，去年已入驻 2 个小班、1 个混龄班，已

是饱和状态。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东圃

幼儿园把今年的小十班安置在总园区，打破

了小班部和中大班部的“壁垒”。

这个新小班的配置，除了因改造功能室

而成，没有建设洗手间，其余教学用具跟其

他课室配备一致， 甚至还增加了 1 名教师。

“由于这个小班的幼儿要去其他地方上厕

所，所以我们在‘两教一保’的基础上，多配

了一名老师，变成‘三教一保’。此外，总园还

在计划改造小班的户外活动区，让小班孩子

更好在符合他们年龄段的活动区里活动。 ”

叶常青说。

继续探索混龄教育新模式

在“二孩”时代人数剧增的新形势下，其

他年级也有新变化。 去年，东圃幼儿园蒲公

英园区就尝试编出混龄班，今年将继续开展

混龄教育，共有 2 个混龄班，均是中大班混

龄组合。

开学当天，蒲公英园区混龄二班举行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欢迎仪式。原小七班的弟弟

妹妹穿着整齐的班服， 站在班级走廊里，以

热烈的掌声欢迎原混龄班的 13 位哥哥姐姐

并入自己班。随后，孩子们做自我介绍，互相

认识，大班、中班孩子很快地成为了好朋友。

叶常青有着丰富的混龄教育经验，她介

绍：“混龄班就像社会里的一个家庭，有哥哥

姐姐弟弟妹妹。 教育需要环境，我们要锻炼

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可以通过混龄教育的

模式，让孩子学会学习、互助、交往，这也是

办园理念‘家文化’的延伸。 ”

她举例，在游戏中，小孩子可以观察大

孩子的行为，从而得到学习；大孩子可以学

会照顾小孩子，锻炼责任心，“这些锻炼是在

同龄孩子中得不到的。 ”

传承升级“家文化”教学理念

在教学特色上，东圃幼儿园秉承“家文

化”的理念，让孩子回到幼儿园有回家的感

觉， 具体体现为幼儿园为新生入园制定的

“入园三部曲”。

“入园三部曲”分别是第一天“快乐日”，

由家长陪同幼儿一起度过半天幼儿园生活；

第二天“体验日”，孩子独立在园生活半天，

下午回家；第三天“独立日”，孩子正式开始

全天在园生活。 通过过渡的方式，小朋友们

很快就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

叶常青表示，未来东圃幼儿园将继续传

承特有的“家文化”教育理念，并做提炼和理

念设计，把东幼的社会化课程构建更好的理

念高度，争取把东幼建成东部名校教育集群

之一，实现天河基础教育“幼有善育，学有优

教”的目标。

这家老牌幼儿园焕发新活力

东圃幼儿园班级数和幼儿数创历史新高，将探索混龄教育适应新形势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通讯

员 黎惠芬 ）

9 月 10 日是教师节，车

陂街道残联来到车陂街工疗站探望

工作人员及学员。

活动上， 学员们主动进行自我

介绍，原来他们都多才多艺，有“歌

王区学员”“舞后徐学员”“画家钟学

员”“手艺达人陆学员” ……他们即

场表演了歌唱和舞蹈， 赢得了热烈

的掌声， 也让大家感受到站内大家

庭般的和谐。

此外，学员们还展示了灯笼、纸

巾盒、挂饰、玫瑰花、玩偶等亲自制

作的手工艺品。 车陂街残联一行人

都 爱 不 释 手 ， 纷 纷 点

赞———学员们真棒！

据悉， 车陂街工疗站

一直是天河康园机构的

“明星工疗站”， 目前学员

32 人，主要开展生活技能、

文体娱乐、 职康和劳动技

能训练等服务。 车陂工疗

站的站长和工作人员虽然

不是专业老师， 但他们对学员的付

出和教导胜似老师。 工疗站采取了

求同存异的教育方式， 接纳和帮助

这些特殊群体， 让学员逐步走出家

门，参与社区活动，继而回归社会。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通讯

员 罗亚力）

“民法典正式生效后，我

以前订立的公证遗嘱还管用吗？ ”

“我想把房子给儿子，但又担心我老

了他不让我继续住在这儿， 我该怎

么办？ ”近日，在天河区车陂街普法

讲座系列第一期讲座———家事公证

专题普法讲座上， 前来听讲的居民

群众纷纷向主讲老师提出心中的疑

惑，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据悉，本次活动由车陂司法所、

车陂街党群服务中心联合南方公证

处举办， 由南方公证处资深公证员

王慧婷主讲。 讲座主要讲解了家事

公证业务的概念， 解答婚前财产协

议、综合性养老、公证继承、财富传

承等热点问题。 主讲员通过分析生

动具体的案例， 介绍了办理公证业

务的程序、 需要准备的材料及注意

事项。 现场不少听众都认真记下笔

记，还积极参与互动。

目前， 车陂司法所致力于打造

“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竭力

为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

未来， 普法专题知识讲座将会持续

深入社区开展， 打好基层普法工作

“组合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

曼）

目前，在疫情防控阶段，入

学、考试、出差……很多情况

都需要核酸检测报告，很多街

坊需要到二甲或以上级别医

院检测， 路途遥远且费用较

高。 最近，车陂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服务对外开放，欢迎有需要的

居民自愿、自费前往申请。

车陂街坊可在

家门口测核酸

东圃幼儿园混龄班的孩

子们很快地成为了好朋友 。

通讯员 何映红 摄

家事公证法律服务进社区

车陂街开

展家事公证专

题 普 法 讲 座 ，

吸引不少街坊

前来听讲。

通讯员供图

教师节，为这群“特殊老师”送祝福！

荨

车陂街工疗

站开展手工制作教

学活动。

茛

车陂街残联

来到车陂街工疗

站共同庆祝教师

节。 通讯员供图

东圃幼儿园总园今年

新增了多个小班。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采样时间：

周一至周五，下午4:00~4:30

(

下午

4:20

后不接当天的采样单 ，

建议改第二天下午的采样时间。

)

采样地点：

车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侧门核

酸检测点

价格

:

63.98元

（为当前价格，有可能根据

政府部门价格调整而变动。 ）

流程：

1.在门诊挂号，需如实提供身份信

息、穗康码；2.医生开单；3.凭单交费；4.

采样单交到采样处工作人员5. 采样人

员核对信息，采样；6.24小时

后，居民可在粤康码、穗康

码等小程序，凭有效身份证

信息自行查询结果。

咨询电话

:18922123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