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雏鹰国赛夺冠 卓越幼师乡村生辉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培养结硕果

日前，2020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革
试点赛（高职组）落幕，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学前教育一系吕思
虹、朱梦瑶、方晨宇3名
学生组队代表重庆市参
赛，勇夺团体一等奖佳
绩。

此赛事是学前教育
专业领域最具权威性、
层次最高、影响力最大
的技能赛事，学校蝉联
国赛一等奖，在一定程
度上展示了重庆学前教
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水
准，彰显了重庆幼儿师
专高质量办学的水平。

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学生像镜子一
样折射着学校的育人成
效。重庆幼儿师专秉承
百年师范办学历史，始
终坚持“姓师、向农、为
幼、服老”的办学宗旨和
“励志、笃学、仁爱、敏
行”的育人理念，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以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以卓越乡
村幼师品牌建设为抓
手，着力推进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为推动重庆
市学前教育师资队伍专
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赛场中央，吕思虹全情
投入，眼里带光，将评委们当
成“孩子”，运用强、弱、快、
慢、重音、停顿等语言技巧，
并借助极具学前特色的态势
语让故事讲述变得生动童趣
且富有悬念……

这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比赛环节中精彩的一幕。在
将幼儿故事讲述、幼儿歌曲
弹唱与歌表演串联的8分钟
时间里，吕思虹以全情的投
入、生动的展示、精巧的设计
获得大家一致好评。随后，
朱梦瑶、方晨宇稳定而出色
的发挥，令整个团队最终从
激烈竞争中拔得头筹。

对于获奖，吕思虹显得
颇为激动：“去年我们学校3
位师姐代表重庆市获得了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从
那个时候起，我心中就种下
了一颗幼苗：我也一定要参
加这个学前教育专业最顶级
的比赛！”

如何让每个学生实现梦
想、更好发展？如何让技能大
赛促进育人质量提升？

在重庆幼儿师专看来，学
校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
目标是“能胜任保教工作的技
能型人才”，强调对应幼儿园
教师岗位的“保教技能”立身，
明确人才培养的实践导向，而
职业技能大赛，正是本专业精
准定位、对标瞄高、切实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两
者结合必将碰撞出教育新火
花。

基于此，从2015年参加
重庆市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开始，学校就开始探索“职业
技能大赛导向下的专业教学
改革”。

学校依托课程，通过每学
期的“能力检测”，以班级为单
位举办“人人过关”的技能考
核。组织学前专业所有年级
在校生进行校级竞赛，竞赛内
容参考国赛，采用“个人全能”

赛制，意在考查师范生的综
合职业素养。校级竞赛获奖
选手进入“职业技能大赛特
训营”，开展专项集训，在此
基础上再举办“优中选强”的
市赛集训淘汰赛，同时搭建
专门的教师指导团队，强强
联合备战国赛。

这种“班级-校级-市
级-国家级”四级职业技能大
赛选拔体系，将职业技能大
赛的巅峰对决转化为人人争
先的精技热潮，点面联动，有
效落实了职业技能大赛的促
改作用。

学训赛一体化专业教学
改革推行以来，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能力明显提高，在各
级各类职业技能大赛中累计
获奖30余项，参加另一项重
要赛事“重庆市高校师范生
教学技能竞赛”，与本科院校
同台竞技，也多次斩获第一，
推动学校形成了“理念前瞻、
技能突出”的办学特色。

登顶国赛
学训赛一体化助力梦想花开

参赛学生荣获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高职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赛项团体一等奖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落下了帷幕，但大
赛的余温却令人回味。尤其是指导老师们
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在学生们心中树起了
好老师应有的模样。

他们扎实的专业、精湛的技能令人肃
然起敬。

看似简单的文字图片，在彭廷术老师
的鼠标下瞬间焕发出神奇魔力，制作出来
的作品技术性和美感兼而有之，重庆市课
件现场制作大赛第一名的他可谓是将信息
技术和美术巧妙融合的典范。向冯娅老师
是极具学前教育一线实践经验的行业专
家，擅长艺术领域，在指导中建立起了颇具
特色且行之有效的“还课”系统。她为人温
柔亲和，总是和风细雨般给学生答疑解惑、
指点迷津，为学生搭建起了快速成长的有
效路径。

他们执着的追求、崇高的师德让人感
动不已。

事无巨细、心思缜密的易俊英老师被
学生亲热地称呼为“易妈妈”，她的温暖给
予学生拼搏的力量。作为跨领域复合型人
才，她及时补位，除原指导项目外同时承担
起命题画指导，繁忙工作之余，她总是深夜
广寻素材创意构思、午间不休勾线描稿，画
出的纸张摞起来足有一尺高。负责保教活

动分析、说课等项目的李施漫老师高要求、
严标准，多次主动到学校通宵加班，一次次
反复调整直至最佳。离学校较远的付华老
师更是拖着行李箱直接搬进办公室，真真
正正以校为家，一住就是一个月。她挑灯
夜战，潜心研究理论题材料，绘制思维网络
图、勾画重难点，将理论知识简单化、形象
化，让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变得触手可及。

他们辛劳的付出、无私的奉献使人心
生钦佩。

根据国赛规定，优秀指导教师奖证上
只能有两个老师的名字，但指导团队其余
成员仍不计功利无私奉献地认真指导，服
从安排随叫随到，即使国庆周末也不休
息。张道萍老师在天天满课状态下，尽量
抽出一切能动用的时间来找学生练习，无
论是舞蹈房、停车场，还是过道走廊，都成
为学生们训练的场所。李小青老师既有超
出常人的耐心，一遍一遍地鼓励学生说“跟
着我再来一遍”，也有着对弹琴技法上的严
格要求，敦促学生时刻做到以神传人、以声
动人、以情带人。

专业敬业、不计功利、无私奉献……这
就是重庆幼儿师专职业技能大赛教师指导
团队的特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
着高尚的教育情怀和师者风范。

链接>>>

齐心勠力 团队无私奉献彰显师者风范

每一滴汗水都散发太阳
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照亮
梦想的天空。

赛后，获奖选手方晨宇
说：“感谢老师们的指导，让
我从一名懵懂的大一新生逐
步成长为一名基本具备深厚
专业素养的学生，斗志和自
信心不断被激发。”

同伴朱梦瑶深有感触：
“这个成绩属于团队的每一
个人！我不仅掌握了更加扎
实的弹、唱、跳、画、讲等多种
专业能力，还收获了一份难
能可贵的师生情和同窗情。”

事实上，技能大赛不仅
仅是对选手专业水平的考
察，更是对学校教师能力、整
体水平的全方位检阅。重庆
幼儿师专学生在各个赛场取
得优异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学校领导的重视支持和教师
团队的辛苦付出。

学校领导多次探望学生
备赛情况，对学生给予关心
和鼓励，教务处等部门时时
关注团队参赛、备赛情况，从
思想上做好引领。系部行政
全力做好学生服务，准备专
用备赛室，采购备赛物资，服
务学生日常生活，在后勤上
予以保障。学前教育一系党
政负责人全程参与，定方向，
明思路，把节奏，带领师生团
队迎战国赛，在行动上进行
落实。

如果说来自学校方方面
面的关怀为整个比赛注入了
强心针，那么一支跨专业、跨
系部、跨单位的多工种指导
团队则为比赛提供了智慧保
障。

经过几年摸索，学校确
立了“理论支撑前沿化、行业
经验理论化、艺术技能学前
化”的指导策略，力促指导团
队中的各类老师转变思想，
以“为幼”为核心，提升自己
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技能的整
体水平。

负责理论板块的老师们
精益求精、狠下功夫，从答题
要点、文字组织、卷面呈现方
式等方面打磨，从内涵到细
节都力求完美。负责技能版
块的老师们对标对表、反复
揣摩，因材施教找准每个学
生的特色优势，因势利导帮
助他们在展示中呈现自身最
大魅力。

在老师们的精心指导
下，学生们各展其能、提升显
著。朱梦瑶表现力强，但理
论方法欠缺，老师特意给她
预留时间让她准确记忆；吕
思虹心思细腻，团队精神好，
就担任心理委员，负责整个
团队和谐氛围营造；方晨宇
经验不足略显紧张，老师就
以及时、深入的沟通交流，让
他快速融入团队。

此外，在技能提升方面，
老师们也是总结了不少好方
法。方晨宇回忆，在他背诵
出现了“断片”的问题时，老
师帮他把稿子每段的第一个
字或词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个
顺口溜，比如“基、分、环节”
就谐音成“积分环节”，有趣
又记得牢。

这些来自多方的力量，
汇聚成一股坚强的合力，助
推学生站上全国最高领奖
台，托举起他们美好的未来。

上下联动
各方众志成城摘取赛场佳绩

每年，在重庆幼儿师专优秀毕业生中，
总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令人瞩目。

他们目光坚定，走进西部农村幼儿园，
他们将用青春和激情，去点亮西部农村学
前教育的“普及梦”。

他们，就是重庆幼儿师专培养出的学
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的3位学
生都来自公费师范生。

幼儿师专承担起重庆市学前教育公费
师范生的人才培养工作，计划用5年时间，
为全市各区县农村幼儿园培养1000名“师
德好、业务精、留得住、有专长”的专科层次
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截至目前，学校共
招收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1299名，其中毕
业699人，服务于重庆22个区县的基层幼
儿园。

高质量人才培养背后，是学校的育人
智慧。

“我们深刻领会定向培养计划的愿景

和时代使命，沿循‘立师德、钻业务、赛专
长、下基层’的培养思路，全力以赴，大胆创
新，力求走出一条具有重庆特色的专科层
次学前教育公费师范培养的新路子。”校长
马文华说。

学校不仅携手万州区电报路幼儿园、
龙都幼儿园以及北京中汉教育集团等优质
园所创建公费师范生培养专项实践教学基
地，还通过暑期“三下乡”、“阳光支教”等活
动，让学生们去到偏远农村提前感受，体悟

“教育公平”内核，激发扎根基层的热忱和
使命感。

“立身为公，学而有为。”学前教育公费
师范生们铭记这铮铮誓言，一批批奔赴西
部农村学前教师岗位。他们将用独特的优
势，为重庆学前教育事业带来不一样的未
来。

易俊英 文秀月 胡忠英
图片由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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