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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计划（2018）”----

民办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培训(E207)

◆培训心得篇

我的未来不是梦
清晨的阳光调皮地穿过轻舞的纱帘跳进房间，叫起了床上慵懒的我，美丽俏

皮的主持人用甜美的声音开启了新一天的学习。

今天的课程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职业园长，自身的专业素养对幼儿和幼师

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幼儿园发展的第一要素。

在法治观念强大的现

代社会，作为一名园长，

必须知法、懂法、守法才

能够真正做到依法办园，

法治兴园。张晓辉教授的

《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

解读课程，详尽地讲述了

园长专业标准内容大纲的

研制背景及意义，研制过

程和特点，基本框架及内容，使我在依法治园、办学理念和园长专业要求方面有

了更多的认识和提高，今后，我会时刻以园长专业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向松梅老师的《幼儿园规范化管理》把她自己优秀的案例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无私的分享给同学们，教会了我作为一名园长，不仅要吃得苦、霸得蛮，耐得

烦，还要懂得巧妙地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去开展工作，以便高效而精细地做好各



项工作，让幼儿园越来越好，从而让我们的孩子发展得更好，向松梅老师的智

慧，育人方法和管园思路是我学习的榜样和标竿。

现在的我，虽然还不是一名优秀的园长，但我会在以后的管理实践中，不断

提高自身素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早日成为一名有思想、敢创新的优秀管理

者。

二班五组 康玲玲

幸福甜蜜的学习旅程
每次培训每个学员所吸收的点和面均不一样且吸纳和内耗的知识点也有所

不同，我是一所新开园所的新上任执行园长，我的园所也刚开园不足两月，我个

人觉得今天周教授给我们讲课的内容不是在传授经验，而是在面对面手把手的教

我怎么走，我在没来培训之前如同一个只会在地上匍匐前进的婴儿般，其中心酸

泪与苦我都没处也没法释放，但上天，我的领导和国家就如此厚待我，让我有幸

的坐在这里听周园长的办园经验分享，如同及时雨般给了我诸多建议和方案方

法，同时也悟彻了更多怎样更好合理的规划自己幼儿园的每寸墙壁及空间！

新的名办园所面对的

第二大拦路虎就是“招

生”今天一个同行园长大

胆的上台呐喊出我们每一

个名办园长的心声“怎样

做生源才火爆，家长认

可，学费提升”的问题。

周教授平易近人的接纳了

我们的心声和耐心的帮我

们一一解答了“应该怎么

做，为啥这么做，这么做

会怎样”我在边听边转动

和结合我园当前的情况脑

底也冒出了几个小想法。

周教授幽默的提醒我们“不要听着激动，身体不动”大家都哄笑，其实很中肯，

这种现象是常象。话说一所好的幼儿园不如选个好园长，一位好园长就是好教

育！我们幼儿园园长是学前教育前进的方向，如学不所用，施不下地一切空谈！

周教授的课程很生动互动性也很强，同时也鼓舞士气，如果真要鸡蛋里挑骨

头那就是时间不够长，我还想再来一上午或更长的时间来听教授的倾囊相授，无

私分享！我害怕我自己今后没机会再听到周教授的声音，我全程拍摄下来，没经

过周教授同意就自私的准备把她请回家去！如有周教授的联系方式就更完美了！

很遗憾没来得及和教授留影留念，祈祷有明天的重逢！

三班七组 向美香

让自己成为幸福的幼教人
今天听了李教授的讲座让我不经回想，什么是幸福？

生活当中能让我们幸福的事会有很多。爱人的一个拥抱、孩子的一个吻、一

个惊喜、一份礼物、一顿美食、……等等。我想幸福的人生不只是幸福的生活，

应当还有幸福的工作。

但在这一复一日的工作中，特别是幼教工作者。面对孩子求知时我们是教

师，面对孩子的纠纷时我们是警察，面对孩子吃喝拉撒时我们是保姆，孩子精力



充沛时我们就要激情四射。孩子力倦神疲时我们就要宛如天使。这样神般的角色

转换如何感觉到工作的幸福？

我想我的幸福幼教之路来源于，我把每个孩子都看成是一颗种子。或许它不

会开花，因为它是一颗树；或许它成不了一颗参天大树，因为它是一棵草；即使

它是一棵草，我也愿意去发现它绿油油的那道光。

我坚信带着幸福感工作就如同镜子里的微笑，你笑她也在笑；就如同赐一段

浮华，许满世繁花；幸福是一种味道，或酸、或甜、或咸；幸福是一种感觉，不

用去说，高兴就好。

二班第一组 唐丹

感恩国培 缘聚长沙
满怀希望相聚在长沙留芳宾馆，心中的疑

惑、教学中的疑难、成功的经验都是我们热心

交流的话题。这是一个畅所欲言、平等交流的

宝地，使我对幼儿园有了新的认识。多位专家

的讲座知识如同源头之水，给我带来了心灵的

启迪，精神的享受，让我饱受营养丰富的“文

化大餐”。

感恩相遇，感恩相识、相知。我不紧学到

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知识，更是将浮

躁不安心找到归宿。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能

喂饱自己，提升自己。

感恩有你，给我勇气做我自己；感谢国

培，让我更加热衷于我的事业。今后更加努力

为幼儿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班五组 戴娜

◆学习有感篇

一群人，一件事，一辈子，我们相守在国培的春天

时逢金秋送爽，在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我们带着

满腔热情和空杯的心态走进了长沙师范学院，在很

熟悉又陌生的留芳宾馆与来自于不同地区的 200 多

位园长共同生活、共同学习。

凝心聚力，合作共赢，一个苹果与个苹果的交

换，依然是一个苹果，一种思想与另一种思想的交

换，变成了很多种思想，感谢长沙师范学院的项目

组工作人员，让我们这么多有幼教情怀的人聚在一

起，让我们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教育就是一场美好的相遇与孩子的相遇与家长

的相遇与同行的相遇。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个

信念汇聚在一起，展露自己的才华，实现人生的价

值，体验教育的快乐。

上午听了周粮平老师的课以及那二十分钟的视频让我深知环境创设只要遵循

了全面性、教育性、适宜性、参与性、创造性就可以创设出满足孩子心里需求、

让孩子喜欢、适合孩子生活的环境。



下午肖阳园长的儿童保护与幼儿安全管理，让我们深深反思。如何才能够把

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孩子在幼儿园平安、健康、身心得到发展。在安全教育方

面，我们又能够让孩子真正得到什么呢？

教育之路其任重而道远，幼教之路更显其艰难，但我们这些有情怀的一群幼

教人，一辈子携手幼教事业，愿努力向前迈步走向其诗和远方！

二班五组 陈兰

一场国培两个我
从战战兢兢到大大方方，从木讷少言到谈吐自然从满心疑虑到豁然开朗，一

场国培，让我完成了我人生的又一次蜕变，建云老师的优雅知性，粮平老师的娓

娓道来，幸军教授的博学多才，一场国培，让我有幸认识了这么多良师益友，或

讲座，或研讨，或参观，一场国培，让我通过这么多种途径不断成长，课堂上的

争先恐后勤学苦思，课堂外的辛勤排练只争朝夕，不仅仅是为了团队荣誉，更重

要的是体验、突破与成长，国培前夕，老公和我说，不要怕出丑，因为每一次出

丑都是突破，而每一次突破都是成长，我很欣慰，通过这次国培，我真的成长

了，感谢国培，感谢所有辛勤付出的老师，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我们小组

所有的小伙伴们，是你们让我学会了付出、承担和感恩，是你们让我明白了学习

力比能力更重要，是你们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学无止境，一场精彩的国培，两个不

同的我。

二班五组 段小霞

至国培

毕竟星城十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停车坐爱留芳馆，霜叶红于二月花。

声声笑语破冰中，老师主持特成功。

园长创编脑白金，笑声充盈满大厅。

小组建设真正好，同学素材都很多。

集思广益出智慧，园长各个是英豪。

专家名家齐授课，同学各个认真学。

课前分享名额少，高举右手争上台。

课中来个小律动，你也欢来我也笑。

大家一起齐进餐，多素少荤促健康。

园长节目排练中，定让晚会更精彩。

大家相聚是团火，散去变做漫天星。

二班五组 袁冰



遇见国培 遇见最美的你
片片黄叶秋更浓，暖暖秋日情意长。2018

年 10 月 10 日伴着和煦的秋日暖阳，我们来自湖

南各地的园长们带着喜悦的心情来到了长沙市留

芳宾馆，参加“国培计划（2018）E207 项目园

长任职资格培训！

回想学习中，多位教育名家的讲座为我们的教

育科学理论注入源头活水。园长要以自身的行为

去影响老师，教师要以自身的行为去影响幼儿，

真正成为幼儿的表率，使孩子从教师身上懂得什

么应为之，什么不可为。因此，教师的教学，待

人接物，行为举止，一言一行都必须认真、稳

重、规范、得体，切不可马虎、轻率、任性、不

负责任。

感恩国培！感恩遇见！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

友！感谢你们默默相守，不离不弃！不管以后，风雨同舟！为梦想一起同行！一

起加油！加油！加油！

二班五组 方林云

我们在这里绽放
2018 年 10 月 11 日，来自同一个县城的姐妹们，来到美丽的星城长沙流

芳宾馆，参加长沙师范 E207 国培班，很荣幸的分到了同一个小组----二班五

组。破冰活动中，姐妹们齐心协力，共展才华，为了团队的集体荣誉一片热血

沸腾！同时，我们也为了争创优秀小组而在接下来的学习中而努力奋斗！

休息时间，我们研讨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课堂上，我们踊跃发言，阐

述我们的观点。

国培学习，专家

们的精彩的讲座让我

们求知若渴，课堂

上，我们认真地听，

专心地做笔记，我们

带着疑惑而来，找到

了目标，找到了答

案。一个个方案在脑

海中涌现。学习带给

我们快乐，学习助我

们成长，学习让我们

相知相融!

课间，餐后，是

我们袅娜的身材，妙

曼的舞姿。欢快的脚

步，跳出我们对生活的热爱，热情的舞蹈，跳出我们对事业的追求!一切，都是

那样的美好！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闪烁的霓虹灯，穿着亮丽的服装，我们在舞台上尽情地

展示，赢得了现场满堂的掌声，欢呼声，呐喊声!今晚，我们是最棒的！今晚，

我们是最美的！今晚，展现出了我们姐们们最精彩的一面！

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信念汇聚在一起，展露自己的才华，实现人生

的价值。体验教育的快乐。享受友谊地幸福！展现团队的力量！我们是相亲相爱

地一家人！感恩国培，感谢长沙师范，让我们相遇在一起！

二班五组 袁红松

感恩遇见
国培——唤醒、点燃、激励！又一次踏上国培的快车，感受着党和政府的

关怀，享受着专家们幼教盛宴，真正体会到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避

免了以后在工作中少走弯路，感恩所有的遇见 ！

“幼儿园课程”一词，很多幼儿园园长老师是既熟悉又陌生。用什么课程

是园长们头痛的问题，大多是流行、跟风和照搬，然而最可怕的是“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今天上午，文志琴园长从理论梳理到实际经验分享，让我们对幼

儿园课程有了更深的认识。作为园长应该要有正确的儿童观、课程观、教育观。

在选择课程时，园长要考虑我国的幼师专业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那么是否

能引领老师走向专业是我选择课程时的首选条件，因为只有老师专业了才能支持

幼儿发展。环境是幼儿发展的重要条件。老师的角色是环境的创设者、活动的组

织者、支持者、参与者（适当介入）、评价者（价值的澄清者）。在设计活动

时，老师要从幼儿的已有经验出发，了解幼儿的发展，给与合理期望，注意个体

差异和全面发展。

幼儿园的后勤管理与账务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长期以来，我就一直想要

通过后勤管理促进发展，可一直没有很好的落实。下午，袁新梅园长的讲座指点

迷津，就像一场及时雨，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她从法律法规、理论到经验分享和

实际问题，细致而全面的给我们讲解，毫无保留，完全的倾囊相授，让我们回园

就可以立马落实。她这种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深深的影响着我，就像一盏明灯点

亮了我前进的方向。

幼教一家亲。我们在一起生活、学习、交流，思想的碰撞，唤醒梦想，遇

见美好。我们一直在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一班五组 李津津

◆每日一思篇
前言：为了让学员们更深刻地领会所学思想内容和主旨,培养清

晰的头脑、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见解,班主任给每位学员下达了甜蜜

任务，在每天的讲座后联系自身工作实践或学习过程的实际内容,写

出自己的认识、感想、体会和得到的启发与收获,或者综合观点、见

解,提出自己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以下精彩的每日一思：

今天去了三家幼儿园实地考察学习，看到了每个幼儿园不同的园所文化特

色，课程特色，制度文化，幼儿园的环境文化...不禁感慨万千，想要发展成这

种规模的民办集团园所，我们需要做的有太多太多。

首先，我们应该提高老师的专业职业素养，对老师的职前“试岗”新老师的

“适岗”成熟老师的“爱岗”以及骨干教师的“优岗”，当老师们有了幸福感和

使命感时，才有可能以更积极和光明的心灵，更饱满的热情关注自己的专业成



长，做一个幸福的“阳光使者”。

其次，老师们应该更多的信任自己的孩子，放手让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愿意做的事。充分利用区域活动让孩子们自主学习。不能因为害怕孩子会磕到，

会碰到...就禁锢了孩子们的行为。

再次我们应该优化我们的课程，凸显园本特色，坚持保教并重原则，科学合理的

安排幼儿的一日生活，注重幼儿身心规律，重视行为习惯培养，坚持以游戏为基

本活动，充分相信孩子，根据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开展各类游戏活动，无小学

化倾向。

二班七组 颜娟

今天一天下来，真的觉得非常累，因为自己太认真了，听周粮平园长的＂创

设适合孩子的生活环境＂课时，连上洗手间都舍不得去，就怕一离开就错＂几个

亿＂第一次听到＂6s 管理彰显精细＂这个词，深深触动着我，当时就有想马上

回去实施念头，我园缺少的就是精细，每天同样的事情重复在做，但是总是缺少

点少什么。在环境创设上，一直觉得觉得老师们辛辛苦苦做的也还不错，却忽略

了孩子和家长的参与，现在有了周粮平园长的引领，明确了方向，回去后马上行

动。

下午肖阳园长的＂儿童保护与幼儿园安全管理″使我懂得法律知识的重要

性。幼儿园每天把安全工作挂嘴上，但是也会出现防不胜防的意外，今天知道

了，建立健全的安全工作制度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落实到位，规范执行流程。总

之，这次学习后一定学以致用。

二班七组 邹青梅

充电这么些天，我收获颇多，从《做幸福的乡村园长》到《学习教育政策法

规解读》，授课教授们的语言中、行动中、课件中，都能看到爱、幸福、环境、

需要、安全、健康、快乐、和谐等词文志琴教授更直接提出:幼儿需要什么？需

要什么呢？是需要基本的人权，需要快乐，需要发展，需要关注。我们做到了

吗？又做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作为民办幼儿园的园长，我在课程设计上，生活环

境中。更多的是偏向了市场的需要，家长的需求。把幼儿为本，看轻了。难道是

我的初衷动摇了？没有，只是我被各种顾虑左右了。

从刘敏主任讲到社会要发展，时代在进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少。要

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培养幼儿喜好中华传统文化，更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发光放彩。

王建云教授的课程讲到，教师须知孩子、懂家长、善沟通、会学习的能力，

园长需要的能力呢？我们又做到了哪些方面呢？

二班五组 刘伶俐

非常有幸于参加“国培计划 2018”(E207)民办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培训班

的学习。这次学习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格外珍惜。通过这次学习培训，不仅使我

进一步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还结识了许多幼教行业的新朋友，为今后我们

幼儿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我也找到了差距，知道了我所在幼儿园存在的不

足之处。回顾这次学习过程，真是受益匪浅，感慨颇深。

作为园长要做教师专业发展的引领者，重视园所发展，把握国家的教育方针

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熟悉《规程》、《纲要》、《指南》等学前教育政策，引领

教师成长，同时注重自身能力的提升，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将学习作为园

长专业发展，改进工作的重要途径，并做到与时俱进，及时了解国内外学前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趋势，注重学习型组织建设，是幼儿园成为园长、教师、家长与幼

儿共同成长的家园。

幼儿园课程游戏化，课程游戏化是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抓手和切入点，是

课程改革和课程建设的突破口，是为了让幼儿园课程更贴近幼儿身心发展水平和

学习特点，更贴近幼儿生活，更贴近幼儿的兴趣和需要，更有效促进幼儿获得新

经验。课程游戏化要体现游戏精神：自主、自由、创造、愉悦。课程游戏化不是

加一些游戏时间，在教案里加几个游戏环节，而是一个理念的更新，是诊断水

平、完善活动、确立评价的系统工程，尤其是以幼儿为主体的游戏，还要从园本

实际出发，才能体现游戏化精神。课程游戏化也不是将游戏代替其他课程实施活

动，而是确保幼儿基本的游戏时间，并将游戏理念、游戏精神渗透到课程实施的

各项活动中。

通过培训学习，我还理解了"以人为本"的幼儿园教育理念，懂得了与幼

儿园息息相关的教育法规，更进一步深入的体会到幼儿园教育应该怎样科学管

理、如何做好安全工作、如何做一名教职工喜欢的园长、如何科学地开展幼儿园

的活动、如何正确引导家长教养观念的转变、如何有效与家长沟通，真正了解了

什么是教师专业成长，教师应该怎样关注孩子，怎样去研究孩子，以及怎样创设

幼儿园的环境及创新幼儿园的管理等，这次学习培训为我们以后开展教师培养和

自身培养方面指明了方向，从而避免管理和教育的盲目性。

二班五组 何益群

上午听了文老师的《和儿童一起学习与成长》后发现我们经常犯了一个严重

性的错误。我们一直以来注重的是结果而忽略了过程，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幼儿需

要的是过程。下午袁新梅的《幼儿园后勤管理》真的是雪中送炭，让我知道了哪

些是属于后勤工作范围，如何细化后勤工作管理人员的工作任务，对于财务管理

空白的我，对于这一块的工作管理也有了一点思路。学有所成，学有所获，学以

致用，唯有学习才能解决困惑！

二班五组 周艳平

经过国培这么多天的学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一些对教育教学工作很有见

解的专家以鲜活的案例和丰富的知识内涵，让我受益非浅。

一、教育观念的更新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要从挖掘和理解教材中去摸索教学方法。经过这次

培训，我深深的体会到，作为教师只有“爱”是远远不够的，只会“传道授业解

惑”也不是好的教师，只有与时俱进，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二、拓宽了自我的视野

通过这次培训，让我能以更宽阔的视野去看待我们的教育工作，让我学到了

更多提高自身素养和教学水平的方法，让我从心灵深处体会到了教育大家的博大

胸怀和乐观向上的工作态度，以及成就一番事业后的幸福感，身为教师，个性是

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教师，要懂得寻找规律，掌握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要在教学

实践中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反思，不断地研究，夯实自我的底蕴，以适应社会发

展的需要。我相信有耕耘就有收获，在专家引领下，一如既往脚踏实地，一步一

步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三、加强自身的专业素质和文化修养

通过培训，让我更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不

断加强修养才能胜任教育这项工作。这次培训充溢着对新课程理念的深刻诠释，

充满了智慧，使我们开阔了眼界。身为老师，要了解新理念的内涵、要掌握学生



的认知发展规律，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反思，不断地研究，厚实

自我的底蕴，厚积薄发，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教育改革的步伐。在今后

要不断更新自我，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理论水平、教育科研潜力、课堂教

学潜力等。这就需要今后自我付出更多的时光和精力，努力学习各种教育理论，

勇于到课堂中去实践，相信只要透过自我不懈的努力，必须会有所收获。

总之，在这次培训中我真正理解和体会到了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让我的教

学思想有脱胎换骨之感，我将努力地用这种理念指导自我今后教学实践，培养出

更多现代社会素质人才。

一班七组 蒋洁

◆经验分享篇

如何激发才让人变得合适
这些天一直在吸收、消化李斌“船长”的《幼儿园人力资源管理》的讲座。

“让团队中合适的人越来越多！”

“让现有的人越来越合适！”

“通过激发成为更合适的人！”

这三句话经常回响在我脑中。

在学习的现场因学员手机铃声响，被李斌“船长”用作案例，现场研讨，学

员们说了种种处理方案，不可谓不生动，确实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

个案例中，我也说了我的处理方案：因事前并没有制定班规，没有处置措施，如

果是在我的团队中发生这样的事，我会给其他手机静默的团队成员实行加分奖

励。

当时李斌船长对我的这个处理方式基本是持反对态度的，理由是：这是应该

做到的，所以不能奖励。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这应该是作为管理者的共识——没

做好就应该罚，做到奖罚分明。

可是，这一套真的适用于所有的幼儿园管理吗？这样做真的能激发员工，并

让其变成合适的人吗？

我想讲个故事：舜年轻的时候，经常见乡人下河摸鱼时年轻人不知礼让长

者，争先恐后的跑到溪流中间摸鱼，老人争不过年轻人，经常只能在水浅而浑浊

的区域摸鱼，往往得不到好的收获。有一天一个年轻人不知什么原因和老人一起

摸鱼，舜见了，并没有问其原因，而是真诚的赞美他：“你真懂礼，知道礼让老

人，我们要多多向你学习啊！”经此之后，礼让老人的年轻人就慢慢多了起来，

最后形成了尊敬长者的良好风气。

舜用的是正面教育法。人性是向善的，舜的做法激发的是人们心中“善于

仁”。

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用政治手段来治理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会

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治理他们,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就会不但有廉耻之心,

而且还会人心归顺.”

孔子的以德治国、以礼育民的主张同样适用于幼儿的管理。如果只是用制度

来维护园所的运转，教师固然会遵守制度，但不会有廉耻之心，可能还会躲着做

制度不允许的事，只要不被抓到就好。

所以，有的时候，以奖代罚，“奖”善更能激发员工心中的“仁”，让现有

的人越来越合适！

二班五组 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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