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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系教师参加第四届全国幼儿科学
与数学教育学术研讨会

习近平在 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2018 年 1 月 14 日至 1 月 17 日，

由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幼儿园课程与教

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宁谊教育培训

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承办

的第四届全国幼儿科学与数学教育学术

研讨会在江苏南京召开，我系科学、数

学教学组付艳、张勇、乐丹、樊高英四

位老师前往参会。

本次研讨会为期三天半，以“幼

儿科学、数学领域的学习与有效教学”

为主题，共有来自上海、香港、台湾、

日本、美国的 8 位幼儿科学与数学教育

的研究者，就现阶段幼儿科学与数学教

育的热点话题共开展了 7 场主旨报告。

本次研讨会还分别安排了 9 个幼儿园分

会场的观摩研讨活动，每个会场研聚焦

幼儿科学与数学教育的某个主题，专家

主持并发起讨论，探讨幼儿科学、数学

教育的热点问题。

1 月 14 日上午 9：00 研讨会在南

京国际展览中心开幕，中国学前教育研

究会理事长、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

虞永平教授致研讨会开幕辞。虞永平教

授表示，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将遵循幼

儿身心发展的规律，进一步引领幼儿园

开展科学、数学领域的课程改革，把提

升保教质量作为学前教育的重点任务，

关注幼儿对科学、数学的兴趣。

同日上午，美国埃里克森儿童发

展研究院常务副校长陈杰琦教授以“美

国早期 STEM 教育研究的一份政策性报

告——早期 STEM 学习至关重要”为题，

开启了本次研讨会的第一场主旨报告。

陈杰琦教授通过实例阐述优质的幼儿

STEM 教育应该遵循的若干指导性原则，

分析了目前幼儿 STEM 教育中存在的问

题，重点探讨了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方面

应该关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第二场主旨报告，来自华东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黄瑾教授。她用生动的实

例，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参会者作了“儿

童早期数学学习的观察与评价——教师

的视角”的报告。黄瑾教授阐述了教师

为什么要观察评价、观察评价的内容，

以及如何观察儿童，并对儿童学习与发

展进行有效的回应和教学。

次日，来自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张

晓副教授与香港教育大学的孙瑾博士分

别从早期数学教育的领域特殊性能力与

领域普遍性能力两方面入手，介绍数学

能力提升的相关策略。

当天，来自台湾屏东大学幼儿教

育学系陈淑敏教授在她的主旨报告“幼

儿科学教育，岂止是玩玩而已”中与大

家讨论幼儿科学教育中幼儿科学思维发

展的重要性。日本奈良市立都跡幼儿园

研究主任镰田大雅和奈良教育大学横山

真贵子教授共同分享荣获索尼全国最优

秀实践奖的科学活动——“筏子”项目。

本次研讨会以南京师范大学张俊

副教授的报告“幼儿 STEM 教育理念与

实践路径”作为收尾。并由张俊副教授

主持闭幕式，他表示这次大会成果丰

硕，并建议今后开展多种层次、多种形

式的研讨活动，以促进全国幼儿科学与

数学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交流。

 学前教育系供稿

【撰稿人：于 芮】近日我

校从教育部教体艺司函【2018】

3 号文《关于公布全国第五届

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

类节目现场展演名单及相关事

宜的通知》中获悉，我校女子

合唱团获选参加第五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声乐类表演，是全省

唯一一所获选参加全国大学生

艺术展演的高职院校。

今年 4 月，我校女子合唱

团将赴上海参加展演，参加组

别为甲组非艺术类专业，表演

曲目为《雪花的快乐》和《月

亮月光光》。

据悉，我校女子合唱团成

立于 2013 年 9 月，由热爱合唱

的在校学生组成，现有团员 60

余人。合唱团长期坚持常规训

练，演唱曲目风格广泛，多年

活跃在校内外的演出舞台，曾

代表学校参加贵阳市“景秀黔

城杯”合唱比赛、“献礼中国

教育梦 唱响职教好声音”合唱

比赛、“劳动者之歌——2015

清镇市职工迎五一合唱比赛、

2015 多彩贵州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70

周年各民族大合唱贵阳赛区—

清镇海选赛等比赛，均获得第

一名的好成绩。在2017贵州（黔

西）“人文水西 魅力花都”合

唱节合唱比赛中获铜奖。

党委宣传部供稿

同志们，朋友们：

“阳和启蛰，品物皆春。”立春

刚过，春节将临。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春节到来之际，我们在这里欢

聚一堂、辞旧迎新，感到格外高兴。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

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全国各

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

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拜年！祝大家新春吉祥！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过去的一

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锐意进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

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我国经济发展

独领风骚，深化改革多点突破，依法治

国深入实施，人民生活继续改善，脱贫

攻坚有力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

局，全方位外交成果丰硕，从严治党全

面推进。特别是我们召开了党的十九大，

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指明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擘画了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

发展的宏伟蓝图，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这些成绩，同

党和人民长期奋斗

的成就一起，像涓

涓细流汇成江海，

推动“中国号”巨

轮驶入新的水域。

近代以后久经磨难

的中华民族，在百

折不挠的奋斗中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中国的伟大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

国人接力奋斗创造的。让我们向所有为

伟大祖国发展进步、为中华民族独立强

盛作出贡献的老英雄、老模范、老战士、

老同志、老前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同志们、朋友们！

在中华文化中，狗是人的忠诚伙

伴，是忠义和平安的象征，中国人常常

称它们为金犬、玉犬、瑞犬、义犬。金

鸡报晓，瑞犬送春，我们祖国的前景一

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春节是新的开始，预示着新的希

望。2018 年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之年，也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面对

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真抓的实劲、

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步一个

脚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决策、工

作部署变为现实，继续朝着我们确立的

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同志们、朋友们！

团聚最喜悦，团圆最幸福，团结

最有力。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中华

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

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

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

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

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我们要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把爱家和爱国

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

国家梦、民族梦之中，用我们 4 亿多家

庭、13 亿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汇聚

起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

礴力量。

同志们、朋友们！

我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说过，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今天，我还要说，奋

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

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奋斗是艰辛的，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艰辛就不是

真正的奋斗，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

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念。奋斗

是长期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伟大

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

持续奋斗。奋斗是曲折的，“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奋斗就

会有牺牲，我们要始终发扬大无畏精神

和无私奉献精神。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

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

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讲：“历史承认那

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

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

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要

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

的奋斗目标，始终为人民不懈奋斗、同

人民一起奋斗，切实把奋斗精神贯彻到

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

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全过程，形成竞

相奋斗、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

同志们、朋友们！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

后波。”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以敢

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

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

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今天，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

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

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我们广袤的

国土上继续书写 13 亿多中国人民伟大

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新春吉祥、

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谢谢大家。

转载自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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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虞永平教授致开幕辞

美国芝加哥埃里克森儿童发展研究院常务副校长

陈杰琦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黄瑾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