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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启智以美润心
为幼儿成长插上翅膀

幼儿园的娃娃拿起毛笔能将国画画得有
模有样；幼儿园的娃娃开动脑筋能将吸管、棉
签、鸡蛋壳等生活废旧物品变成一件件精美
的艺术品……这些心灵手巧的娃娃们来自北
京市顺义区滨河幼儿园。多年来，幼儿园坚持
“以爱启智、以美润心”，开设所有特色课程重
在“美育”，在传承与创新中推动幼儿自主发
展，为幼儿成长插上翅膀。

遵循“四多”原则
让幼儿成为区域活动主人

以爱启智以美润心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走进北京市顺义区滨河幼儿园就像是
走进一座艺术馆，里面展出的一件件画作、
艺术品将创作者的奇思妙想展现得淋漓尽
致。“这些都是我们的孩子自己做的。”顺义
区滨河幼儿园园长张秋艳骄傲地向记者介
绍。或许因为出自孩子之手，每件作品都充
满了无限生机与创意，作品色彩丰富、自然
生动、极具感染力，丝毫不逊于成年人。
张秋艳介绍，顺义区滨河幼儿园是北京
市一级一类幼儿园，园所以“均衡、内涵、特
色发展”为核心，定位于“关注幼儿的现在、
着眼幼儿的未来”育人宗旨，坚持“以爱启
智、以美润心”办园理念，坚持“健康快乐、自
理自信、友爱乐群、探究好学”的育人目标，
通过打造专业化教师队伍、构建系列特色课
程，促进幼儿自主、全面发展。
构建《启智润美》课程体系
挖掘幼儿潜能展现天赋

孩子的一件件作品就是幼儿园教学成
果的最好体现。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顺义
区滨河幼儿园坚持“实施美育教育，人人在

感受与体验中做最好的自己”特色办园方
向，实践中遵循“挖掘潜能、展现天赋，促进
每一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思路，坚持传
承中国传统文化方向，开展美术教育活动，
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与幼儿个性特长。
顺义区滨河幼儿园根据“以爱启智、以
美润心”办园理念，秉承一日生活皆课程
教育思想，构建了《启智 润美》课程体系，
除了基础课程外，还开设了美术特色课
程、自选课程。其中，美术特色课程依托园
所特色美术活动（儿童水墨画教学），延伸
开展特色美工区域活动、主题性活动、大
带小拉手活动、自主共享区域，组织教师
开展美术教育活动案例展示、美术专业技
法体验讲座、区域指导技能反思、幼儿学
习故事、幼儿自主游戏观摩分享活动等。
以创意美工区域活动为例，其包括儿童中
国画区域、湿拓画区域、泥画结合区域、立
体白坯画、沙画区域、油水分离区域、拓印
画区域，幼儿在不同的区域可以尽情地发

社会大课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启动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刚）日前，中
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
教育委员会主办了“北京市中小学生
社会大课堂十周年总结展示会”，大会
由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承办。会上，
与会领导，启动了社会大课堂综合管
理服务平台。
总结展示会上回顾了社会大课
堂十周年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果。
国家博物馆、海淀区青龙桥青少年
活动中心等 100家资源单位获得先
进集体称号，博物院果美侠、东城区
史家小学郭志滨等 200人获得先进
个人称号。东城区教委、延庆区教
委、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
流中心、北京教科院通州实验小学、

北京 156中学作交流发言，围绕实
践育人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和做法。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
心作为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向与
会者展示了传统文化教育、科技教
育等方面的 20节精彩的社会大课
堂活动课程。
据悉，十年来，社会大课堂不断开
发社会资源，促进资源共享，发展至今
市区两级资源单位数量达到 1300余
家，其中市级资源单位 700余家，涵
盖党史、国情、传统文化、自然、人文、
科技、体育、艺术、社会等多个领域。同
时，大力推进课程建设，深化内涵发
展，每学期提供 2000多个市级社会
大课堂活动课程。

首届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举办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刚）日前，首
届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在北京电
子科技职业学院正式启动。来自北京
10所高校和我国台湾的 20所院校共
400多名师生参加了大赛开幕式。
本次比赛由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
院主办，以“新时代·新发展·新成长”
为主题，以技术技能交流为主，竞赛为
辅，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线，以技术技
能竞赛为载体，充分展示北京的职业
教育、现代科技和传统文化，使两岸青
年在共同参与中提升技能，在相互交
流中交融情感，共同打造两岸青年交
流合作新平台，凝聚两岸青年新共识，
实现共创共享新未来。
开幕式上，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

院院长孙善学表示，首届两岸大学生
职业技能大赛在本校举办，让学校有
机会为京台两地教育文化交流做些贡
献，深感荣幸。学校高度重视与台湾高
校及职业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先
后与建国科技大学、南开科技大学、朝
阳科技大学、中华科技大学、树德科技
大学、明道大学和世新大学等院校建
立了合作关系，校际互访频繁。
据悉，京台两地参赛院校师生将
围绕建筑艺术、智能制造、中药辨识、
护理技能、投资理财、汽车技能、视觉
传达、宠物美容、创新创业等专业项
目，进行技能比赛和交流，反映两岸相
关产业的发展业态，展现两岸大学生
职业多样性和技能高水平。

挥想像力，进行创作。当然，每一项美术体
验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老师会密切联系幼
儿的实际生活经验与兴趣，引导幼儿从已
知到未知、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地扩展幼
儿的审美范围。
张秋艳介绍，这些特色课程的开展，能
够培养幼儿的感官能力，特别是以细致入
微的观察能力、探索外界事物的认知能力
为主，利用家庭、家长、社区及周边资源，走
进自然、融入社会，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的魅
力，潜移默化从小在幼儿内心中树立文化
自信。不断丰富幼儿头脑中的形象积累，让
孩子多听、多看、多体验，强化幼儿的审美
体验，能大胆地表现和创作，表达自己的所
见、所闻、所感。孩子们根据提供的多种绘
画方式自由选择活动区域，幼儿能熟练操
作各种美术绘画表现形式，幼儿创作的内
容更加丰富和形象，培养了幼儿的再造想
象、创造想象能力，进一步使幼儿对传统绘
画艺术受到熏陶和感染。

幼儿创作出的每一件精美作品离不开
幼儿园老师用心引导和科学的材料投放。张
秋艳告诉记者，在实践性教学的过程中，园所
思考的不再只是“如何为幼儿提供多层次的
材料”，而是“应该怎样使用投放的材料支持
助力幼儿的表达和创作”。“在实践教学及材
料投放过程中，我们希望给幼儿自由的时间
和空间，遵循‘四多’原则，即多给幼儿自由选
择表现形式的机会、多给幼儿自由选择材料
的机会、多给幼儿自由表现画面内容的机会、
多给幼儿自由结伴的机会，为孩子多种创意
提供无限可能，让幼儿感受美工活动的有趣
和成功，让幼儿成为区域活动的主人。”教师
团队们的行动研究正走向深入，在研究与实
践的路上不断梳理提升，现已整理集结《画
结·心路》案例、《解读童画·品味童心》幼儿画
册、《关爱幼儿·美育心灵》教育反思、《滨河印
象》等幼儿游戏性国画教学研究集册。
张秋艳园长表示，美术活动是幼儿审
美、表达、创作的重要过程，尝试通过不同
方式、各种途径、激发、引导幼儿用自己的
方式表现和创造美。幼儿园将持续关注艺
术领域与其他领域目标发展的联系、整合
与渗透，依托课程实施途径，以传承国粹中
国画为主线，不断拓宽更多适合幼儿审美
感知、情感表达、创作体验的艺术形式，注
重幼儿身心体验的同时，关注幼儿园不同
类型、不同组织形式活动的合理搭配，努力
做到教学、游戏、生活、运动等活动的有序、
有效开展，推动幼儿身心和谐、健康发展！
北京晨报记者 曹晶瑞

北京教科院新建研究基地
北京晨报讯 近日，北京教科院终身学
习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在东城区职工
大学和东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建立研究基地。
未来，三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建立基于市区
校三级科研平台的长效机制和联动机制，探
索残疾人学生职业教育 +技能 +学历（中
专）提升新模式的贯通培养，培育学习型组
织，推动学校、社会和家长参与的学习共同
体建设。同时，推动培智学校教师六级培养

计划，促进教师可持续发展。
据悉，东城培智中心学校于 2012年提
出“融和育人”的办学特色，支持学生“回归
生活，融入社会”。学校对近五年毕业生进行
的调查显示，47名毕业生中，大部分在职业
康复训练站接受了职业技能培训，并能够自
食其力为社会奉献。此次三方合作，将助力
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学生的
（徐虹）
就业能力。

在线少儿英语学员平均年龄仅 6 岁
北京晨报讯 近日，2018年世界园长大
会召开，VIPKID旗下在线中文教育平台
LingoBus负责人苏海峰受邀参加，并发
表题为《互联网技术下的儿童在线外语教
育》的主题演讲。
苏海峰 在 演 讲 中 分 享 了 中 科 院 的
《2017年中国在线少儿英语教育白皮书》。
数据显示，中国在线少儿英语品牌市场已经
覆盖全球 35个国家及地区，国内北上广深
等一线城市成为在线少儿英语教育市场的
主力军。其中，VIPKID学员整体呈低龄化

趋势，平均年龄仅 6岁，越来越多的家长在
子女 3岁之前开始考虑英语教育问题。
从家长端来看，相比线下模式，在线教
育全年帮助中国家长节约 1.46亿个小时，
能够有效解决家长接送耗时耗力的痛点，
绝大多数家庭认为在线英语教育具有显著
学习效果和较高性价比。当孩子适应在线
模式后，82%的在线少儿英语学员在独立
状态下完成上课。同时，父母愿意借助课堂
视频回放和实时监课系统，随时了解子女学
习情况。
（徐虹）

海风教育 C 轮融资超 1 亿美元
北 京 晨 报 讯 日前，K
12在线 1对 1
领 导 品 牌 海 风 教 育 宣 布 完 成 C+轮 融
资，这也是继 2018年 1月完成 C轮融
资后，海风教育半年内获得的第二笔融
资。整个 C系列轮融资金额总计超过 1
亿美金，由好未来、源码资本和某主权基
金联合领投，涌铧资本、零一创投等老股
东跟投。
据悉，海风教育注册用户已超过 500

万，新学员环比增长率始终保持在 50%以
上，老学员续费率一直保持在 80%以上。值
得关注的是海风教育近 3年完成的都是
500%以上的增量，今年更有望达到 700%
-800%。海风教育此轮融资，将加速用于课
程设计和课件内容的自主科研投入、布局线
上线下市场渠道的拓展、推动在线教育平台
建设、培育新兴教育市场的科技人才，助力
教育产业升级。
（丰伟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