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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我们的果树好像遇虫害了，您快来帮我们
看看！”

“刘老师，我家的芒果现在套袋不知道合不合适，哪
天你来帮看看……”

“马上！马上！”每当接到果农们的“求救”，不管再
忙，刘清国都立即答应，“蹿”进芒果地里，认真观察、详
细记录，指导群众科学管理种植。

2011年，贵州省农科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副研究
员刘清国开始到望谟县油迈瑶族乡开展“星火计划、科
技扶贫”，带领当地乡亲们发展芒果种植，助力当地发展

“甜蜜”产业“芒”脱贫。
“试验田”种出“希望果”

“这里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薄弱，缺乏产业支撑，农
民收入少。但是，望谟县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的
热量资源，发展热作产业前景广阔。”通过走访调查后，
作为从事芒果的育种、栽培和推广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
的刘清国来说，在这里发展芒果产业，必将大有作为。

望谟属国家深度贫困县，总人口32.6万人，居住着
布依族、苗族、瑶族等19个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数
的80.2%，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县。

按照望谟县里的规划，芒果种植试验放在油迈瑶族
乡。

因此，一到望谟，刘清国就带队深入油迈瑶族乡平
卜村，开启芒果种植试验。可当他动员村民种植时，大
家对芒果甚是陌生，对刘清国这个“戴眼镜”来自省里的
专家更是半信半疑，几乎没人愿意参与其中。在无数次
沟通协调后，终于有一位村民答应“试一试”，为刘清国
腾出3亩荒芜土地做“实验”。

“油迈瑶族乡位于低热河谷地区，年平均气温维持
在22℃左右，理论上来说非常适宜种植芒果。”面对村
民的诸多质疑，刘清国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

刘清国清楚地记得，当时，村民对芒果种植一窍不
通，参与积极性不高，他就在果树修剪、施肥、除草、打农
药、套果袋每个环节都亲自操作完成，不厌其烦地指导
果农，久而久之，人们开始接纳这个说普通话的山东汉
子，开始积极主动精细管理果园。

功夫不负有心人，“试验田”种出“希望果”。2013
年，果树结出了喜人的芒果，并且每斤卖到4.5元以上，
农民喜笑颜开，纷纷前来咨询，主动要求参与种植。

“培训热”育出“高产树”
望谟县趁热打铁，推广发展芒果产业。但刘清国深

知，扩大种植面积、增强经济效益，技术推广却是关键。
为了让村民们掌握种植技术，刘清国不停歇地奔走

在望谟各个乡镇、街道，手把手教农户做好抗旱栽培、幼
树管理，传授病虫害绿色防控、套袋技术、果实采摘与保
鲜等技术。

“大家看好了，套袋的时候要把袋口‘拧紧’了，不然
风一吹就落了……”刘清国介绍，最初，他大部分时间都
在搞培训，每次培训少不下两周。据统计，2013年以来，刘清国累计共举办芒果栽
培技术培训100余期，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1920户7000人次。“还多次带领望谟县
芒果生产公司、合作社相关人员和贫困农户到海南三亚、四川攀枝花、云南元江等
芒果主产区现场参观学习芒果生产技术，为大家提供更广阔的学习交流平台。”

有了群众基础后，如何在充分发挥芒果产业示范带动作用上下功夫，积极协调
各方力量，着力打造芒果示范园区，辐射带动贫困农户增收是刘清国思考的问题。

2014年6月，刘清国引进台农1号、金煌、金凤凰等3个芒果生产品种，在油迈
瑶族乡平卜村建成了“望谟县油迈瑶族乡芒果标准化示范园”，园区面积260亩，7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其中，为芒果产业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树立示范样板，
2016年，该示范园获国家农业部批准。

在刘清国的示范带动下，发展芒果产业已成为望谟县引领农村贫困群众增收
致富的幸福路。2016年，经望谟县政府协调，刘清国指导蔗香镇蔗香村建成“望谟
县生态芒果标准化示范园”，园区面积120亩，覆盖建档立卡贫困农户53户210人，
现示范园果树长势良好，今年已进入丰产期，示范效果明显。

“若没有刘老师的指导，我们这哪有什么芒果，大家伙的钱袋子也不会这么鼓，
刘老师的恩情我们都在心里记着呢！”提及刘清国，油迈瑶族乡村民王显志十分激
动。

“项目单”开出“致富路”
“望谟县由于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全县在实施脱贫攻坚中自身‘造血’功能

薄弱问题十分突出，迫切需要外界给予‘造血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刘清国介
绍，2015年9月，望谟县扶贫攻坚工作迎来发展机遇，中央统战部将望谟县列为定
点帮扶对象，这一举措成为了引领望谟县脱贫攻坚的重要动力。

借助统一战线帮扶机遇和资源，刘清国先后协助望谟县争取到中央财政2015
年300万元精品果业基地建设项目、中央财政2016年500万元精品果业基地建设项
目，协助申报到国家农业部芒果标准化示范园2个，省科技厅亚热带水果、板栗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2个，帮助望谟县平卜芒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申报商标1个；协
助芒果种植企业、合作社申报科技农业成果转化项目多个，到位资金425万元，有
效推动芒果产业快速发展。

“科技人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如今，望谟县将芒果产业定为大力发展
的支柱特色产业，芒果的种植规划从原来的油迈乡向蔗香、桑郎等10余个乡镇推
广，刘清国全面负责全县芒果产业发展技术指导。

经过持续不断的推动，今年，望谟县芒果种植面积已达9万余亩，以前在当地
无人知晓的热带果树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望谟县发展芒果产业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刘清国
介绍，近年来，依托独特的生态和气候优势，发展精品水果产业已成为贵州帮助农
民增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当前，水果产业作为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农
村产业革命12个重点产业之一，已成为贵州山区农民稳定持续增收的支柱产业。

刘清国说，现每次到村里，农户总想拉着他唠叨几句，把他当成最尊敬和信任
的人。“心血没有白费，接下来，希望能为望谟县的父老乡亲做更多事，帮助他们脱
贫致富奔小康。”

刘清国，先后获2017年度“贵州省脱贫攻坚英才”，贵州省农业科学院2017年
度“先进工作者”，多次获贵州省“全省万名农业专家服务‘三农’行动”优秀专家等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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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万屯镇第二幼儿园划归义龙
新区学前教育第二责任区，属于龙广中心幼儿
园帮扶的对象。万屯镇第二幼儿园服务区域
多数是新市民居住区，新市民子女占 60%以
上，可以说，万屯镇第二幼儿园是一所典型的
新市民幼儿园。

面对这种特殊的幼儿园，义龙新区学前教
育第二责任区负责人、龙广中心幼儿园园长杨
雪娟反复思考着：“我该从哪些方面指导这所
幼儿园，如何让它很快从达标幼儿园提升为区
级示范幼儿园呢？”

接着，杨雪娟亲自到万屯第二幼儿园考
察，看到该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完备，了解到师
资配备到位，这么好的教学条件，她感到非常
满意。

杨雪娟在与张丽园长交谈中，又了解到幼
儿园在特色教育和幼儿园文化建设方面还存
在着不足之处，她们就对“开办特色课程”和

“打造特色幼儿园文化”进行了探讨。
杨雪娟与张丽在探讨中决定：将“茶
道文化”作为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因

为茶道起源于中国，它就是品赏
茶的美感之道，通过沏茶、赏

茶、闻茶、饮茶来增进友
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
领略传统美德，是很有
益 的 一 种 和 美 仪 式 。
由此可见，幼儿园将

“茶道”作为特色课程，
可以更好地对幼儿进
行传统美德教育。

在幼儿园特色文化
建设方面，她们一致认为：

“以新市民家乡的风土人情
为主，又以幼儿在家中最喜欢的

人或事物为辅的原则来打造幼儿园
特色文化。”因为，幼儿园的孩子大多数

是新市民子女，打造其家乡的风土人情文化，
可以增强新市民子女的自豪感和思乡之情。
利用幼儿在家中最喜欢的人或事物来打造幼
儿园班级文化，可以更好地让幼儿感觉到幼儿
园就是自己的家。

后来，一位小（1）班的黄毛毛新市民小朋
友到幼儿园后，总是哭闹不停，张丽园长就与
家长联系，询问这名小朋友在家里最喜欢谁或
什么玩具？家长说：“在家里，我的小孩最喜欢
他的爷爷，平时最喜欢的玩具是积木。”

于是，张丽就请小（1）班的班主任老师去
黄毛毛家要了他爷爷的照片和他最喜欢的积
木，拿到班里，挂在班级的文化墙上。第二天，
黄毛毛来到教室里，老师拿着他爷爷的照片给
他看，他看了一会儿后，竟然玩起自己喜欢的
积木。从那天以后，黄毛毛来到幼儿园就不哭
不闹了，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2019 年 9 月，张丽园长因工作调动，由杨
定春来接替张丽的园长工作，杨定春园长更加
努力，一如既往地把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和特色
文化继续开展下去。

“茶道”文化特色课程开展三年多来，小朋
友在沏茶、赏茶、闻茶、饮茶的训练中，其娴熟
的茶艺技术和优雅的礼仪让家长们感到十分
惊讶，得到家长们的赞扬，得到社会的好评。

因为万屯镇第二幼儿园在“特色课程”和
幼儿园文化建设等工作中成绩突出，于2019年
12月，经区教育局考察组综合考核，该幼儿园
被评为“区级示范幼儿园”，达到了提档升级的
目标。

近年来，义龙新区学前教育硕果累累。截
至目前，创建州级示范幼儿园2所，县（区）级示
范幼儿园9所，基本达标幼儿园55所。全区城
乡幼儿园已经基本具备了划片招生条件，基本
满足了城乡幼儿入公办园的需求，确保农村孩
子无障碍入园，呈现出优质均衡发展的良好态
势，实现了农村幼儿园的“华丽转身”。

义龙：学前教育提质 “组合拳”增效
文/图 特约记者 李 跃

义龙新区在学前教育工作中，以“优化管理、科学
保教、资源共享、提升质量”为目标，打好“组合拳”，以

“龙头园+农村薄弱园”“优质园+达标园”的模式，加
强园际互动和业务指导，促进城乡幼儿园合作、交流，
充分发挥龙头幼儿园优质教育资源的示范、辐射和带
动作用，提高学前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农村学前教育
均衡发展。

近年来，义龙新区将66所公民办幼儿园划分为三个
责任片区，以木陇街道中心幼儿园、德卧中心幼儿园、龙广
中心幼儿园三所中心幼儿园作为全区的龙头幼儿园，分别
对顶效街道的查白小学附属幼儿园、万屯镇第二幼儿园、
甘河小学附属幼儿园等63所幼儿园结对帮扶，通过建立
和完善结对帮扶机制，建立师徒结对关系，参与结对园的
校园文化建设，共同完成扶薄目标，并将扶薄工作纳入学
前教育综合评估考核，着力构建扶薄发展共同体，推进扶
薄共同体发展和升级。

木陇街道中心幼儿园与顶效街道查白小学附属幼儿
园结对，就是一个扶薄共同体发展的典型。

今年5月，查白小学利用几间闲置的教室来创办的查
白小学附属幼儿园，其目的是解决学校附近的孩子没有幼
儿园上的难题。

查白小学在创办附属幼儿园时，没有办园的经验，也
没有幼儿教育专业的教师，更不懂创办幼儿园的方法和流
程。

当查白小学的校长韦光洪正在为办附属幼儿园的事
情犯愁时，一名教师提醒了他：“木陇街道中心幼儿园园长
熊英，是我区学前教育第一片区责任人，去找她想办法，一
定能得到解决。”

韦光洪校长喜出望外地拨通了熊英的电话：“喂！你
是熊园长吗？”

“是的，你是？”熊英问道。
“我是查白小学的校长韦光洪，想向你请教新办幼儿

园的相关事宜。”
在电话里，韦光洪校长将学校新办附属幼儿园所遇到

的困难告诉了熊英园长，特别是对采购学前教育的教具、
玩具、桌椅、睡床和滑滑梯等物资设备都不懂，要求熊英园
长给予帮助。

熊英在电话里回答道：“韦校长，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你
办好幼儿园的，请放心！”

熊英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她反复思考着：“如果要办
好幼儿园，就必须派一个懂得幼儿教育管理的老师去帮助
韦校长才行，派谁去呢？”

熊英觉得自己幼儿园的贺明兰能胜任这项工作，于
是，她立即找到贺明兰老师，给她做思想工作，说明办好乡
村学前教育的重要意义，希望贺明兰老师到查白幼儿园协
助韦光洪校长办好幼儿园。

贺明兰被熊英园长突如其来的安排吓了一跳，她思考
着：“我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

熊英园长看到贺明兰犹豫不决的样子，鼓励道：“我相
信你的能力，你能行的！大胆点！”

在熊英园长的鼓励下，贺明兰点了点头，接下了这个
艰巨的任务。

熊英园长把选派贺明兰到查白小学协助创办附属幼
儿园工作的消息告诉了韦光洪校长，韦光洪校长听到后，
十分高兴地回答道：“感谢熊园长，有了你派选的幼儿教
师，我们的幼儿园就有希望了！”一块悬在韦光洪心里的石
头终于落下了。

第二天，熊英园长带着贺明兰来到查白小学，她们同
韦光洪校长一起拟定好幼儿园要采购的物资设备清单，并
确定了办2个班级的教室、睡房和食堂。

一切准备谈妥之后，熊英园长看着贺明兰，风趣地说
道：“韦校长要把这个家交给你，你要当好这个家的主啊！”
熊英园长的言下之意就是要贺明兰带头把这所幼儿园办
好。

经过精心的准备，查白小学附属幼儿园如期开园。开
园后，贺明兰与另外两名幼儿教师齐心协力，把教室、睡
房、食堂的文化布置好，并设计和布置好区角文化，让幼儿
感到舒适与快乐。

熊英园长除了经常到查白幼儿园进行幼儿教育指导
外，还选派优秀的教师到幼儿园上公开课，传授上课的方
法与技巧，她还手把手教新教师如何上课，如何关心孩子
等幼儿教育知识。

如今，在熊英园长的帮助下，查白幼儿园已经走上正
轨，各项教育教学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教育教学得到当地
群众的好评，达到了中心幼儿园带动村级幼儿园共同发展
的目的。

义龙新区依托木陇、龙广、德卧三所中心
幼儿园的办园实力与丰富资源，由这所三龙头
幼儿园派出骨干教师送课到农村薄弱幼儿园，
通过教研活动的平台，开展送教到园、现场观
摩等教学交流活动，将先进的课程理念和实践
经验带入幼儿园。通过立足于有计划、针对性
强、问题化的系列研讨活动，在各幼儿园和教
师中实现保教工作的经验分享，达到成果辐射
和共同提高的目的。

木陇街道中心幼儿园和德卧中心幼儿园
分别对互助、伟核和甘河小学附属幼儿园开展
送教到园教研活动，就是全区学前教育辐射的
一个个缩影。

今年6月24日，木陇街道中心幼儿园选派
王红梅和罗凌欣两位教师到互助小学附属幼
儿园，分别上了一节非洲鼓《小跳蛙》音乐节奏
课和《捏粽子》手工课。

当天，互助小学附属幼儿园里鼓声咚咚
响，这是王红梅老师给孩子们上非洲鼓《小跳
蛙》音乐节奏课。为了上好这音乐课，王红梅
老师精心准备了23个非洲鼓，带到互助小学附
属幼儿园，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非洲鼓。

课堂上，孩子们开心地和王红梅老师一起
玩起了音乐闯关游戏，新奇的乐器、新鲜的教
学模式，深深地吸引了孩子们。在王红梅老师
的引导下，孩子们积极参与，精神高度集中，与
王红梅老师一起欢快地学会了非洲鼓《小跳
蛙》的节奏。

罗凌欣老师在上《捏粽子》手工课中，孩子
们发现了黄色超轻黏土和蓝色超轻黏土调和
后，会变成绿色，非常有趣。在罗凌欣老师的
引导下，每个孩子都调试出原本没有的颜色。

在捏粽子的过程中，孩子们专注、认真，做出了
风格各异的粽子。

今年7 月2 日，德卧中心幼儿园选派刘远
会和张瑶瑛两名骨干教师，分别到伟核和甘河
小学附属幼儿园开展送教到园帮扶活动，收到
了良好的送教帮扶效果。

在伟核小学附属幼儿园，刘远会老师上了
一堂语言课《假如我有一双翅膀》。课堂上，刘
远会老师拿出许多带有翅膀的漂亮衣服，让小
朋友们穿上在课堂上自由“飞翔”，并引导孩子
们说出自己的梦想。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
纷纷说出了自己心中许多美丽的梦想。

然而，在甘河小学附属幼儿园，更有趣的
是，张瑶瑛给小朋友们上的“老鹰捉小鸡”游戏
课，操场上响起了师生的欢声笑语：“你是老
鹰，你去抓小鸡，老师是鸡妈妈，你要抓住我，
抓住我，你就赢啦！”

在送教活动中，送教的教师除了给孩子们
送去丰富多彩的课外，还给这些小学附属幼儿
园的孩子们带去了书包、小雨伞、水杯、文具盒
等小礼物，让他们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课后开展教学经验分享交流活动，老师们
针对教研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展开讨论、
研究和实践。龙头幼儿园都专门安排分管教
育科研的副园长为老师们进行活动设计的分
析、解读，解答他们在教研活动设计中存在的
困惑。通过一个教育活动设计、一次教育活动
现场观摩、一次教研活动的示范，得到一种教
育理念的传递，一种教育思想的引领。使每一
位教师有所启发，从而将新的想法运用到自己
的实践中，促进了薄弱幼儿园的教研水平和自
主发展能力提升。

开展成果辐射性研讨

构建扶薄发展共同体

促进幼儿园提档升级

万屯镇第二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茶艺”表演

贺明兰老师与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

刘清国（中）在油迈瑶族乡培训农户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