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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星城世家幼儿园办园小记
□ 刘庆佳 黄卫萍 陈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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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家园共育 开放理念

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星城世家幼儿园于 2012 年 8 月开始办园， 是芙蓉区
住宅配套公办园，隶属于芙蓉区教育局，目前共开设 9 个教学班，全园有 450 多
名幼儿和 60 多名教职工。

廖君从教 20 多年，具有自我超越、自主创新的精神和能力。 因此，2011 年，
她被任命为星城世家幼儿园园长，着手筹建幼儿园，她把“爱的教育”融入到幼
儿园的每一个角落，勤思考、善钻研、乐行动，和老师们一起探索出一整套包含
园本课程、专题课题、家园共育等方面的园本教研体系。 办园 7 年来，廖君园长
已成为湖南省教育学会亲子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学前教育首席专家、湖南省家
园共育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责任督学，并荣获“全国百
名优秀园丁奖”“湖南省长沙市优秀共产党员”“长沙市首届幼儿园园长大赛一
等奖及案例分析单项一等奖第一名”等荣誉称号。

办园至今，幼儿园始终秉承“爱的教育”（爱、幸福、发展）为办园理念；“以幼
儿为本，享受快乐童年，奠基幸福人生”为办园宗旨，致力建立规范、标准化、有
品质的幼儿园，努力打造一所有灵魂的现代幼儿园。

芙蓉区教育局星城世家幼儿园开园 7
年多来，幼儿园各项工作有序发展，基于幼
儿园家长学历高、素质高、要求高的特点，自
2012 年 9 月开始，用开放办园的理念，营造
了家园合作、家园共育良性循环模式，让全
体家长能够接纳爱、学会放手爱、享受爱的
陪伴，2018 年作为湖南省五家代表幼儿园之
一参与省编读本《3~6 岁幼儿家庭教育指南》
的编写，并正式出版发行。 幼儿园通过每期
两至三次标准化内容和模式的家长培训，取
得了明显的效果，教师更有尊严感、更用心
工作；家长信赖老师，放心将孩子交给幼儿
园，认同教师的专业能力。

依托中央电教馆 365 平台，每周五各班
家委会成员带领家长在线上观看学习全国
家庭教育专家的视频直播，共享全国家园共
育优质资源。 教师每周引导家长进行高质量
的亲子陪伴，为了形成鼓励机制，设定了“世
家风云榜”，已连续 12 次登上全国第二批百
所示范园的光荣榜， 其中中班亲子制作的
《鞋盒巧收纳》 在全国幼教 365 平台上被推
广，大班制作的亲子手工“纸箱大变身”，在
全园进行了展示。

在线下学习中，按需设计、定制服务。 在
学期初进行问卷调查， 收集家长的育儿困
惑，定期进行园本教研，制定一学期的家长
学校授课安排表， 并按安排表组织专家授
课，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理论水平及养育技
巧。 身为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廖君园长长期对
特殊幼儿家庭进行指导，效果显著。 通过线
上线下的联动， 不仅提高了家长的育儿理
念，也让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有了系统
的提升。 幼儿园将紧紧围绕 365 平台，继续
构建家园共同体，让孩子们健康成长，享受
快乐童年， 让家长成为孩子最好的老师，让
老师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快乐向前！

教师培养 稳步前行

在芙蓉区党委的关怀下， 在芙蓉
区学前教育学会的帮助下， 幼儿园不
忘初心、稳步前进，从建园初期各方面
力量的薄弱到现在的枝繁叶茂，7 年
的汗水、艰辛与脚踏实地，幼儿园找准
了自己的发展之路， 在拥有一支优秀
的教师团队的同时， 逐渐形成适合本
园的管理模式和办园特色。 幼儿园主

要通过文化熏陶、 榜样示范、 制度激
励、 突出个性这四个途径来培养孩子
喜欢的好老师。 以融入感、责任感、危
机感形成文化熏陶， 发挥榜样示范的
作用来带动教师的专业培养， 通过制
度的激励来促进教师的发展， 让活动
项目化来充分突出与培养教师的能
力。在业余时间，教师们自发地在幼儿
园世家文化中讨论、 研究幼教相关知
识，在这样的氛围下，教师队伍素质稳
步提高。目前，该园教师拥有研究生学
历 1 人，本科学历 12 人，大专学历 19
人。 1 人成长为芙蓉区教育局民幼科
教研员，3 人成为芙蓉区卓越教师，3
人成为湖南省学前教育家庭教育专家
库成员，3 人成为幼儿园园长，4 人获
得全国优秀亲子活动优秀案例奖，5
人成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13 位
老师的作品发表在全国学前教育资源
网，18 人获得花样跳绳教练员资格。
保育老师有 2 人考取了教师证，1 人
考取了职业医生证，1 人有营养师证，
4 人有育婴师证。

健康研究 人文关怀

2014 年起，根据《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 幼儿园充分考虑幼
儿家庭的特点，主要围绕身体健康和
心理健康开展了“健康领域”的专业
研究。 2016 年，园长参加了国培高端
教师培养项目， 成为健康领域的一
员，带领团队，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健
康领域的专业研究。

成立了湖南省幼儿园首家儿童
健康教育工作坊及专家团队，定期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为园内所有的孩子
提供了健康保障，解幼儿所需，解家
长之急。 自 2012 年以来，已经成功干
预 30 多名典型案例， 让他们能够顺
利进入小学。

以省市级课题《基于儿童气质特
征下的适宜性教育研究》为依托，以长
期的观察与个案记录为基础，跟踪幼
儿的气质测试、专注力测评、健康体
质测评数据，创设适宜幼儿发展的课
程、游戏及活动。 幼儿园既关注全体
幼儿的普遍行为特点又能够关注特
殊幼儿的适宜发展，全体教职员工上
下一心，全方位为孩子们服务，让全
体幼儿能够解放身心、健康成长。

编写园本课程《星城世家幼儿园
自理能力学习体系》《星城世家幼儿
园安全活动学习体系》， 每周一次活
动，三年 30 个系列自理活动，让孩子
们的自我服务、自我保护的能力得到

提升，全体幼儿无论从身心还是能力
上都能成为即将进入小学孩子们中
的佼佼者。

开设了“亚太体能”“花样跳绳”
“幼儿瑜伽”“幼儿武术”等健康活动，
每天设置 16 至 20 个体能大循环游
戏体育区，每天保持至少两小时的室
内外体育活动，幼儿园成为孩子们玩
耍的乐园。

开园至今，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
下，全体教职工的努力下，幼儿园荣
获“海峡两岸家庭教育协作示范基
地”“全国首批家庭教育科研课题科
研示范基地”“全国‘家园共育’数字
幼儿园”“全国美术教育先进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美慧树实验园 ”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家园
共育实验园”“湖南省教育学会学校
安全管理研究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
事单位”“长沙市示范家长学校”“长
沙市绿色学校”“长沙市幼儿花样跳
绳教学实践示范基地”“芙蓉区园本
教研示范园”“芙蓉区章程建设示范
园”等称号。 7 年多来，教师精进专
业，参加各种比赛频频获奖，教师获
国家级奖项 42 人次、 省级奖项 69
人次、市级奖项 110 人次、区级奖项
121 人次。幼儿获国家级奖项 376 人
次、 省级奖项 147 人次、 市级奖项
184 人次。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

一路走来，栉风沐雨、薪火相传，度
过豆蔻韶华的懵懂青涩、 跨过桃李年华
的花开满园，世家年华，花开有时。 未来，
星城世家幼儿园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旺盛的斗志，务实的态度，创新的精神，
始终秉承办园初衷， 打造成为湖南乃至
全国的幼儿教育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