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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前教育宣传月专题报道

我校开展 2018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系列活动

1.川南幼教集团召开 2018 年理事会

6 月 22 日上午，川南幼教集团 2018 年理事会在我校召开。四川

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会长姜树林，四川省学校后勤协会会长李

卓明，内江市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局副局长文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理肖卫国，广东正向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姜

润娟，资中县、宜宾市兴文县、凉山州盐源县委政府领导，中华女子

学院、内江师范学院、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工人日报等省内外有关高校、媒体、教育集

团、幼教机构、幼儿园，川南各市县教育局等 285 家单位的领导和嘉

宾参加大会。

大会审议通过了川南幼教集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了新增 8家副

理事长单位、6家常务理事单位、135 家理事单位。

此次川南幼教集体理事会的召开，必将为我校人才培养工作指明

方向，提高我校办学质量，更好的服务社会和地方经济发展。

2.成功举办“卓越·幼师·蝶变”园长论坛

6 月是第七个学前教育宣传月，6月 22 日，我校成功举办了“卓

越·幼师·蝶变”为主题的园长论坛，邀请了省内外的知名学前教育

专家、学者做主题演讲，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学术大餐”。此次

论坛共吸引省内外大中专院校、教育机构、幼儿园 280 余家，300 余

人参加。

此次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显示我校对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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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高校、政府、幼儿园之间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

3.举办“初心——我是幼儿园教师”汇报演出

5 月 20 日至 6月 20 日是第七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6月 21 日

晚, 我校在内江市沱江剧院举办“初心——我是幼儿园教师”全国学

前教育宣传月汇报演出，同时庆祝川南幼教集团成立一周年。四川省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会长姜树林，内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康

俊，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潘梅，四川省学校后勤协会

会长李卓明，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金保，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王邦习，内江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张长安，北京师范大学培

训中心执行主任肖卫国，中华女子学院、西南科技大学、四川警察学

院、四川理工学院、内江师范学院、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金

华职业技术学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泸州职业技术学院等兄弟院校

和内江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市教育局、市文广新局等市级部门，内

江市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以及我校对口帮扶的宜宾市兴文县、凉

山州盐源县、凉山州雷波县等县（市、区）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

和川南幼教集团 285 个理事单位的嘉宾莅临演出现场。校党委书记罗

慧、校长田承春、纪委书记甘利华、副校长曾祥琼、罗苏观看了演出。

整场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观看演

出嘉宾纷纷为我校学生扎实过硬的专业基本功和良好的精神面貌点

赞。并表示，川南幼专是一所文化底蕴浓厚、育人特色鲜明、办学成

果丰硕的学校，将会继续支持川南幼专，推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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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8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流媒体进校园活动纪实

6 月 21 日至 22 日，我校举行 2018 年学前教育宣传月系列活动，

四川日报、教育导报、四川工人日报、华西都市报、四川经济日报、

四川发布、四川新闻网、四川在线、内江电视台、内江日报、内江晚

报、隆昌广播电视台等省、市主流媒体组成的采访团走进我校采访报

道。

活动期间，围绕第七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我是幼儿园教师”

主题，记者们通过参观校园和师生教育教学活动，采访报道川南幼教

集团理事会、“卓越•幼师•蝶变”园长论坛、学前教育宣传月汇报演

出等活动，宣传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办学特色、校园文化、

育人成果以及产教融合共享发展的特色和亮点。

1.我校举办主流媒体走进川南幼专活动：

6 月 21 日至 22 日，我校举行 2018 年学前教育宣传月系列活动，

四川日报、教育导报、四川工人日报、华西都市报、四川经济日报、

四川发布、四川新闻网、四川在线、内江电视台、内江日报、内江晚

报、隆昌广播电视台等省、市主流媒体组成的采访团走进我校采访报

道。

活动期间，围绕第七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我是幼儿园教师”

主题，记者们通过参观校园和师生教育教学活动，采访报道川南幼教

集团理事会、“卓越·幼师·蝶变”园长论坛、学前教育宣传月汇报

演出等活动，宣传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办学特色、校园文化、

育人成果以及产教融合共享发展的特色和亮点。

优美的校园环境、浓厚的育人氛围、极具特色的师表文化、深度

融合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让记者们赞不绝口。22日下午 16 时，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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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的记者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再找机会来我校采访，期待我校再创

新的辉煌。

2.四川发布：学前教育宣传月：川南幼专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宣传活

动

四川发布客户端消息 今年5月20日至6月 20是全国第七个学

前教育宣传月。连日来，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了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学前教育宣传月系列活动。

6月 21日晚,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内江市沱江剧院举办

“初心──我是幼儿园教师”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汇报演出。四川省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会长姜树林，四川省学校后勤协会会长李卓

明，内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康俊，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统

战部长潘梅等县（市、区）党委政府负责人和川南幼教集团 285 个理

事单位的嘉宾观看了演出。整场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掌声、欢

呼声此起彼伏。观看演出嘉宾纷纷为该校学生扎实过硬的专业基本功

和良好的精神面貌点赞。

6 月 22 日，川南幼教集团 2018 年理事会、“卓越.幼师.蝶变”

园长论坛、主流媒体走进川南幼专等活动同时在川南幼专举行。

川南幼教集团 2018 年理事会审议通过了川南幼教集团工作报

告，表决通过了新增 8 家副理事长单位、6 家常务理事单位、135 家

理事单位。截止目前，川南幼教集团在去年 136 家会员单位的基础上，

新增会员单位 149 家，共有 285 家成员单位。

川南幼教集团成立一年来，以川南幼专牵头，围绕人才培养核心，

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进一步扩大优质学前教育资源

开放共享，促进学前教育与社会需求紧密对接，积极探索学前教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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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地方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新思路。使川南幼专发展与地方学

前教育事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互为支撑、相互促进，实现了多赢的

发展局面。

“卓越 幼师 蝶变”园长论坛邀请了省内外的知名学前教育专

家、学者做主题演讲，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学术大餐”。论坛共

吸引省内外大中专院校、教育机构、幼儿园 280 余家，300 余人参加。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师范学院院长、教授成军，中华女子学

院教授罗慧兰，成都金苹果奥林匹克花园幼稚园园长刘再蓉，内江师

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陈理宣分别作《院园融合,促进幼儿

教师专业发展》、《家庭关系与沟通艺术》、《幼儿园家园共育有效

互动的思与行》、《加强教学改革研究，促进幼儿教师专业成长》主

题报告。分论坛上围绕幼儿园实习老师问题研究、核心素养视域下幼

儿园新教师专业快速成长研讨、卓越幼师专业成长研讨、家园沟通与

和谐、产教融合五个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共同分享先进

的教育教学理念，探讨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共同为学前教育

事业发展出谋划策。

在此基础上，该校邀请四川日报、教育导报、四川工人日报、华

西都市报、四川经济日报、四川发布、四川新闻网、四川在线、内江

电视台、内江日报、内江晚报、隆昌广播电视台等省、市主流媒体组

成的采访团走进学校采访报道。

媒体记者围绕第七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我是幼儿园教师”

主题，通过参观校园和师生教育教学活动，采访报道川南幼教集团理

事会、“卓越.幼师.蝶变”园长论坛、学前教育宣传月汇报演出等活

动，宣传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办学特色、校园文化、育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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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及产教融合共享发展的特色和亮点。

3.四川发布：川南幼专举办 2018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初心—

—我是幼儿园教师”汇报演出

四川发布客户端消息 5月 20日至 6月 20日是第七个全国学前

教育宣传月，6 月 21 日晚,川南幼专在内江市沱江剧院举办“初心

──我是幼儿园教师”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汇报演出，同时庆祝川南

幼教集团成立一周年。四川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会长姜树林，

内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康俊，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

长潘梅，四川省学校后勤协会会长李卓明，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秦金保，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邦习，北京师范大学培训中心执

行主任肖卫国，中华女子学院、西南科技大学、四川警察学院、四川

理工学院等兄弟院校和该校对口帮扶的宜宾市兴文县、凉山州盐源

县、凉山州雷波县等县（市、区）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和川南幼

教集团 285 个理事单位的嘉宾观看了演出。

晚上七点四十分，表演由阳光励志的开场舞《最初的梦想》拉开

序幕。晚会共十五个节目，分为初心、守望、追梦三个篇章，以歌曲、

舞蹈、朗诵、小品、快板等多种形式展示我校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

在第一篇章中，演员们和内江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小朋友们一起表演的

幼儿舞使大家跟随欢快的韵律感受孩子们的快乐童年，也展示了该校

学生们出色的幼教专业技能。拉丁舞《花枝招展》同时融入戏剧元素，

让人耳目一新。《经典咏流传》和诗以歌，唱响时代主旋律的同时，

更引导着我们去阅读、去探索、去感悟经典，点亮心灵。第二篇章中，

由四川警察学院表演的大合唱《我爱你中国》和内江市中区文广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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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带来的舞蹈《妈妈的云云鞋》博得了在场观众热烈掌声。小品《误

会》诠释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爱岗敬业、积极向上的良好形象，播撒

着温暖和感动。第三篇章里，欢快动感的节奏响起，啦啦操《炫彩青

春》洋溢着青春飞扬与永不止步的激情。快板《扶贫我当先》以新颖

生动的形式展现了我校发挥教育优势，将幼教梦和中国梦相对接，助

力脱贫攻坚取得实效和成果。身披铠甲的女将登场，刚柔并济的舞蹈

《花木兰》展现了中华儿女的意气风发。最后诗朗诵《奋斗的青春》

压轴，诵出了一代代川南幼专人用青春之名圆幼教之梦，谱写的一曲

曲幼教赞歌，不忘初心，为实现 “幼有所育”教育使命而不懈奋斗

的执着和担当。

整场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观看演

出嘉宾纷纷为川南幼专学生扎实过硬的专业基本功和良好的精神面

貌点赞。

4.内江日报：川南幼儿师专组织开展 2018 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系

列活动积极推进主流媒体进校园活动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如意） 6 月 21 日，川南幼儿师专在沱

江剧院举办 2018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汇报演出。四川省职业教育与

成人教育学会会长（正厅级巡视员）姜树林，四川省学校后勤协会会

长（正厅级巡视员）李卓明，市领导康俊、潘梅、秦金保、王邦习出

席。

汇报演出，是川南幼儿师专组织开展的 2018 年全国学前教育宣

传月系列活动之一。 6 月 21 日至 22 日，川南幼儿师专在沱江剧院、

川南幼专校内组织开展了川南幼教集团理事会、“卓越·幼师·蝶变”

园长论坛、主流媒体走进川南幼专、学前教育宣传月文艺汇报演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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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活动。

川南幼教集团于 2017 年成立，成立以来，各成员单位坚持“优

化、共享、合作、共赢”，以培养德才兼备、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学

前教育专业人才为目标，深化校地合作、校园互动、产教融合，走出

了一条特色化、品牌化、专业化方向的学前教育道路。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教

育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大力宣

传幼儿园教师爱岗敬业的良好形象和科学保教理念，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营造有利于幼儿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推进学前教育科

学发展。

5.四川经济日报：川南幼专：开展丰富宣传活动 擦亮“川南幼教”

品牌

今年 5月 20 日至 6 月 20 是全国第七个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

“我是幼儿园教师”。连日来，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了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前教育宣传月系列活动。

6月 21日晚,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内江市沱江剧院举办

“初心——我是幼儿园教师”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汇报演出，同时庆

祝川南幼教集团成立一周年。

演出前，学校女子管乐团在现场进行迎宾表演，在嘹亮的鼓乐声

中演绎了一场完美的管乐盛宴。

晚上七点四十分，表演由阳光励志的开场舞《最初的梦想》拉开

序幕。晚会共十五个节目，分为初心、守望、追梦三个篇章，以歌曲、

舞蹈、朗诵、小品、快板等多种形式展示学校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

在第一篇章中，演员们和内江市直属机关幼儿园萌娃们一起表演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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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舞使大家跟随欢快的韵律感受孩子们的快乐童年，也展示了该校学

生们出色的幼教专业技能。拉丁舞《花枝招展》同时融入戏剧元素，

让人耳目一新。《经典咏流传》和诗以歌，唱响时代主旋律的同时，

更引导着大家去阅读、去探索、去感悟经典，点亮心灵。第二篇章中，

由四川警察学院表演的大合唱《我爱你中国》和内江市中区文广体新

局带来的舞蹈《妈妈的云云鞋》博得了在场观众热烈掌声。小品《误

会》诠释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爱岗敬业、积极向上的良好形象，播撒

着温暖和感动。第三篇章里，欢快动感的节奏响起，啦啦操《炫彩青

春》洋溢着青春飞扬与永不止步的激情。快板《扶贫我当先》以新颖

生动的形式展现了该校发挥教育优势，助力脱贫攻坚取得实效和成

果。身披铠甲的女将登场，刚柔并济的舞蹈《花木兰》展现了中华儿

女的意气风发。最后诗朗诵《奋斗的青春》压轴，诵出了一代代川南

幼专人用青春之名圆幼教之梦，谱写的一曲曲幼教赞歌，不忘初心，

为实现 “幼有所育”教育使命而不懈奋斗的执着和担当。

整场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观看演

出嘉宾纷纷为该校学生扎实过硬的专业基本功和良好的精神面貌点

赞。

6 月 22 日，川南幼教集团 2018 年理事会、“卓越·幼师·蝶变”

园长论坛、主流媒体走进川南幼专等活动“移师”川南幼专学校举行。

理事会审议通过了川南幼教集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了新增 8家

副理事长单位、6 家常务理事单位、135 家理事单位。截止目前，川

南幼教集团在去年 136 家会员单位的基础上，新增会员单位 149 家，

共有 285 家成员单位。

川南幼教集团成立一年来，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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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大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资源开放共享，促进学前教育与社会需

求紧密对接，积极探索学前教育与企业、与地方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

新思路。

川南幼专党委书记罗慧表示，办党和人民满意教育是我们的初

心，“幼有所育”是我们的责任，一年前，大家携手共建政用产学研

协同育人平台，一年来川南幼教集团品牌魅力日益彰显，集团的未来

更需要我们共同坚持和坚守，更需要我们秉承“产教融合、共享共荣、

成就品牌、服务百姓”的宗旨，乘着第七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的东

风，抢抓国家振兴教师教育、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重大发展机遇，不

负时代、不辱使命，不断开创幼教集团发展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