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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贝大梦想 幼儿园建起了博士站
四年建成“成都市一级幼儿园” 二十三幼以专业和责任“守护中国成长的力量”

不少二十三幼的家长
惊喜地发现，孩子上了幼儿
园之后变得勤快了。幼儿
园每间周有半天“劳动日”，
这半天之内，幼儿园部分区
域的清洁卫生由儿童自己
负责，小班孩子捡垃圾，大
班孩子擦桌子，还要负责洗
各自的渣盘。在幼儿园老
师看来，一个爱劳动的孩
子，他一定是懂得奉献的，
这是将来进入社会的立足
之本。为孩子的成长打好
底色，是二十三幼教职员工
共同的目标。

刘霞是大班老师，班里
有一个女孩，个子瘦小。当
年妈妈历经千辛万苦生下
她，所以格外心痛，小女孩从
来不吃水果，因为妈妈总是
把水果榨成果汁让她喝。为
了能让她学会吃水果，刘霞
想了很多办法，她抓住儿童
好奇心强的特点，用夸张的
表情说：“哇这个火龙果好好
吃啊！”但是小女孩闻闻之后
便离开了，刘霞没有放弃，她
把水果切成小块，陪着她，鼓
励她慢慢地咀嚼。一段时间
以后，当小女孩主动去端刘
老师为她准备的放着水果颗
粒的果盘时，刘霞激动得流
下了眼泪。当天晚上，小女
孩妈妈打来电话说，幼儿园
老师的行为诠释了什么是爱
心和责任。刘霞说，她所理
解的幸福不仅仅是付出得到
了家长的认可，更是为孩子
的健康成长尽到了做老师的
职责。

郑星是中班老师，她在
教学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为了让游戏真正成为孩子
们的活动，郑星和孩子一起
创设区角活动，让小朋友在
游戏中自主进行扮演。当

孩子们大方地牵着客人的
手，走进餐厅，理发店，像模
像样地当起小厨师，小理发
师时，真的让人惊叹孩子们
在游戏中的成长与发展。

在郑星看来，孩子们各
种能力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
期，让孩子自己做主是为他
们成长的道路上铺了一条
路，因此在各种活动中都会
与孩子们商量，让孩子们学
会想办法解决问题。让游戏
来激励孩子积极向上，不仅
是郑星的智慧，同时也是整
个幼儿园老师们的智慧。

程凤是一名保育教师，
她主要负责幼儿的生活护
理与配教。班里有个小男
孩衣服总是比其他人穿得
更厚，时常感冒。为了扭转
穿衣多的习惯，程凤不厌其
烦地跟其家人沟通，最终有
所改变。这样看似不起眼
的细节，但是在程凤的眼里
确是丝毫不容马虎的大事。

徐铭谦是保健员，每天
都会到公共域巡视，避免小
朋友受伤。午休时她会到寝
室里检查小朋友子有没有盖
好被子。还要负责食谱制
定，根据饭菜的口味、营养进
行搭配和调整，以保证孩子
吃得开心，吃得健康。

这些老师所做的，只是
二十三幼教职员工的缩影而
已，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岗
位上努力工作，甘于奉献，才
让二十三幼有如此良好的品
质。对成都市第二十三幼的
全体教职工来说，被评为成
都市一级幼儿园将是一个新
起点，作为一所年轻的幼儿
园，二十三幼将在追求教育
品质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李寰

足球是二十三幼的特色之
一，足球游戏活动的背后，其实
是体现了二十三幼这个团队的
专业，专注。连续三年，由第三
方机构进行的“社会满意度调
查”，二十三幼的满意度都达到
了“100%”，这一数字，凝聚了51
名教职员工的心血。

从 2014 年开园到 2017 年
12月被评为成都市一级园，成都
市第二十三幼儿园创下了一个奇
迹。二十三幼的教育始终贯穿着

“乐”字——乐健·乐玩·乐成长，
要让孩子在三年的幼儿园生涯当
中是快乐的，也是健康的。

园长郝苗说，之所以在如此
短的时间内取得优异成绩，一方
面源于幼儿园建设的高起点，幼
儿园在硬件设施上就是按照一

级园的标准来建造的，设有校园
电视台、幼儿绘本馆、足球小世
界、幼儿美术室、科技发现室、音
乐室、室内运动场、烘培室等现
代化教育功能设施，是一所“环
境精致、设施先进、品质优良”的
现代化幼儿园；软件也按一级园
标准打造，专任教师大专以上学
历达100%，均具备相应学历及
资格证。

另外一方面，则源于幼儿园
全体教职员工共同的目标——

“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学前教
育”。优质如何体现？一个客观
的标准就是“成都市一级幼儿
园”，因此，大家铆足了劲，要办
一座家门口的好幼儿园，共同守
护孩子，守护中国成长的力量！

二十三幼的孩子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天使宝贝”。幼
儿园提供了很多机会，让宝贝们
成长的路上走得更顺。

天使游学是幼儿园的一大亮
点，为了给每个儿童多一些机会，
为了发掘每个儿童的潜能，每个
星期固定半天，作为“天使游学”
时间，开设了舞蹈、小主持、绘画
等各种才艺活动，小朋友根据各
自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

每间周有半天是“创游”时
间，每个班级的创游区角、走廊
上的游戏区域面向全园幼儿开
放，每个班的孩子可以到任意区
域玩耍。此外，大区域也面向全
体儿童开放，每个小朋友可以任
意选择各自感兴趣的项目，老师
则留在原地做安全保障和游戏
指导。

作为成都市“足球兴趣特色
试点幼儿园”，建园不久，二十三
幼就开启了足球之路。之所以
将足球作为幼儿园的特色项目，
首先是基于幼儿园有足够的活
动场地，硬件设施保障到位；其
次是家长和孩子对足球有浓厚
兴趣，凡是对儿童发展有益的，
幼儿园一定会鼎力支持，“以幼
儿出发”的教育思想在二十三幼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第三，
二十三幼具有强大的师资力量，
幼儿园专门从成都体育学院足
球专业引进了一名专职足球教
师，还有多位老师参加了全国幼
儿体育（球类·足球）活动指导教

师培训。
如今，足球在二十三幼有很

强的“群众基础”.每个班有“班
队”，除了幼儿之外，还有家长参
与。幼儿园还有一支“园队”,男
女队员一共有30多名，队员们
每周都会在足球游戏活动中锻
炼身体、发展动作。此外还有一
支专门由教师组建的教师队。

作为成都体院足球专业毕
业的学生，24岁的王维耀如今是
二十三幼的足球专职教师。“通
过一年多的锻炼，小朋友的自理
能力增强了，更加有担当，有责
任心了。不少专业人士观看了
二十三幼小朋友的传球、带球技

术之后，大都感叹这些娃娃的球
感很好。

“我们不是要把所有的孩子
都培养成足球运动员，而是通过
开展以足球为载体的游戏活动，
培养小朋友锻炼身体的习惯，在
这个过程中，培养幼儿克服困
难、坚韧不拔、团结合作的品
质。”幼儿园园长郝苗说。

二十三幼以足球为载体，通过
浸润化的环境打造、游戏化的内容
设置，让足球以适宜的方式走进幼
儿园、融入幼儿。王维耀说，所有
的游戏设置都应该符合儿童的天
性，让小朋友从中感受到乐趣，才
会激发他们参与的兴趣。

满意度100% 办家门口的好幼儿园

创设游戏情景 让孩子爱上足球
幼儿园牵手大学
夯实人才根基

全程悉心呵护 为孩子成长打好底色

2018年 1月5日，武侯区幼儿足球
游戏发展联盟成立仪式暨《幼儿足球游
戏设计与指导》新书发布会在成都市第
二十三幼儿园举行。而早在一两年前，
成都市唯一一个幼儿园体育博士工作站
就在二十三幼成立了，这本新书正是由
博士站与二十三共同编写并出版的。

一直以来，国家都在强调：发展振兴
足球事业要从娃娃抓起，夯实人才根
基。对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值得
思考并且有待落实的“国家期待”，对于
幼儿足球教育，这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尽管很多幼儿园都配备了足球，开设了
足球课程，但是，因为缺乏足球运动的专
业知识，缺乏系统的幼儿足球游戏课程，
幼儿足球工作的落实并不十分理想。二
十三幼把长期专注足球教育的研究成果
编著成书，不仅固化了自己在幼儿足球
工作上的成果，同时也为其他幼儿园足
球游戏活动开展提供了指南。

二十三幼与成都大学结缘，是因为
成都大学从国外引进了一套先进的幼儿
足球训练评价体系，希望在一线幼儿足
球教育战线开展研究，拟在全成都市中
小学和幼儿园建立一个博士工作站的试
点学校，从而形成高校与基层的联盟。
二十三幼脱颖而出，成为唯一一家被成
都大学选中的幼儿园。

小肌肉、大肌肉如何发展，这些原来
比较迷茫的专业知识，现如今在二十三
幼有了强大的目标引领：把足球落脚到
幼儿身上，落脚到提升幼儿体质上。高
校的理论与幼儿园的实践有机结合，不
仅为二十三幼的足球教育注入了新的动
力，对整个成都区域的幼儿足球教育也
有借鉴意义。

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幼儿园，从“拔
地而起”到“一级园”，只用了短短四
年。５１位教职员工，怀揣对学前教
育的热爱，历经一千多个日夜，以专业
与责任，书写了一段传奇，缔造了令人
叹服的“二十三幼速度”。

教育是爱心与智慧的结晶，是传
承与创新的融合，任何一个教育行
为，都会在孩子的成长路上留下印
迹，甚至影响其今后一生的发展。成
都市第二十三幼儿园践行“掘能·让
发展更多元”的教育理念，以“守护孩
子就是守护中国成长的力量”为办园
宗旨，成功创建了“成都市一级幼儿
园”，为“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的武
侯教育再添新彩。

白 杰 品 股

绝地反击
问：周一沪指低开，

盘中窄幅震荡，收盘上
涨，你怎么看？

答：消息面的利空使
得盘中再度出现跷跷板
效应，早盘权重股一度冲
高，但题材股快速回落，
但权重股开始回落之际，
以创业板为首的超跌个
股出现集体反弹，不过近
期强势的次新股却大面
积跌停，最终市场出现深
强沪弱行情。截至收盘，
两市涨停 37 只，跌停 26
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
刷新年内新高，值得注意
的是，连续调整一周多的
深成指也一举收复5日、
10日均线，从成交来看，
深市环比放量，沪市却出
现缩量，显示短期沪强深
弱行情将被扭转；60分钟
图显示，各股指均站在5
小时均线之上，60 分钟
MACD指标也全面金叉，值
得注意的是，本次震荡创
业板指上下落差25个小
时，深成指调整了 13 小
时，但沪指和上证50指数
却没有调整，这样的结构
性行情相信多数人赚了
指数没赚钱。期指市场，
各合约累计成交减少、持
仓增加，各期指合约正溢
价水平整体变化不大。
综合来看，创业板的绝地
反击绝不是偶然，市场再
次进入轮动补涨阶段，低
估成长股依然是首选。

资产：周一按计划持
股。目前持有南山控股
（002314）28 万股，维格
娜丝（603518）4万股，工
大 高 新（600701）11 万
股，启迪桑德（000826）2.5
万股，豫园股份（600655）
4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2579456.7 元 ，总 净 值
7454856.7 元 ，盈 利
3627.43%。

周二操作计划：南山
控股因过会停牌，维格娜
丝、工大高新、豫园股份
拟持股待涨，启迪桑德拟
先买后卖做差价。

胡佳杰

现场走访现场走访：：
顾客看的多租的少
下单比例仅1成

“晚礼服、民族服装、现代舞服、汉
服都有，看你们年会需要什么样的。”1
月15日，青羊区陕西街一家租赁演出
服的店铺里，几位市民正在挑选服
装。老板王女士说，现在年会租礼服、
旗袍的比较多，民族舞服、长衫马褂等
表演服装则少人问津。

价格方面，店内服装租金都是按
天计算，一套普通演出服租金一般是
30-80元，礼服则多在百元以上，其中
一条全手工制作的镶珠礼服裙一天租
金就要1000元。而同一个款式的新
旧两套表演服，租金也相差数十元。

“老板，有没有跳现代舞穿的衣
服，带亮片的那种。”就在采访间隙，一
位女顾客走进店内询问，顺着老板手
指的方向，在一堆演出服中找出了一
套银色亮片短裙，左右看了看，在身上
比划了一下，最后也并没有下单。

王女士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情
况很常见。“别看逛的人多，真正下单
的少。可能有10个顾客进店，最后只
有1个人租衣服。”她说，“往年这个时
候都忙得很，店里每天挤满了人。但
从去年开始顾客就逐渐变少了，今年
更加不行了。”

而在相距不远的另一家店内，长
裙、西装、旗袍、汉服、卡通人偶装，各
式服装同样一应俱全。问及很多公司
在筹备年会，是否到了服装租赁的旺
季？老板连忙摇头说，往年都要忙两
个月左右，现在临近过年了都没生意。 受线上冲击实体服装租赁店生意大不如前。

市场声音市场声音：：
实体店款式陈旧

“网红”服装难租到

“衣服虽然多，但是款
式都比较单一，有的看起
来也太旧了。”林女士在成
都一家培训机构工作，正
在筹办年会的她在陕西街
连着逛了几家店，都没有
选到合适的服装，最后还
是决定去网上看看。

上述网店店主介绍，
年会租赁一般都是用来表
演小品，像电视剧甄嬛、某
热门综艺节目“小沈阳版
四大才子”等服装销量都
很好。而一些创意搞笑舞
蹈服也颇受欢迎，网上一
件标有“相扑充气衣服年
会创意演出”字样的表演
服标价80元，月销量超过
2000笔。但记者拿着网店
的图片一连问了2家店铺，
都说没有这套衣服。

“现在什么最火大家都
想租什么，之前还有人来问
有没有电视剧《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同款戏服，我们就
没有，估计别的店也很少有
这些。”一位在陕西街开店6
年的商家说，虽然每年都在
更新服装，款式老旧的也会
定期清理淘汰。但碍于店
铺面积有限，也无法完全满
足顾客的需求，“店开大些
房租又贵了，衣服租金肯定
要涨，那更加没人租了。”

近年来电子商务迅猛
发展，类似这样采用传统
经营模式的实体店都受到
不小的冲击。而业内人士
认为，未来服装租赁行业
或许也会出现这样的模
式，即线上平台+线下体
验。消费者通过线上购
买，线下店更多的是提供
展示和体验的空间，因此
也不需要店铺扩张，库存
量可以大量减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熊英英 实习记者
申梦芸摄影报道

末年初，一向是各家公司举办
年会的高峰期。一年一度的

“单位春晚”少不了员工们自编
自演的歌舞表演，而演出服装租赁生
意也随之走俏。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走访了成都多家服装租赁店铺，发现
原本应该是生意爆棚的商店如今却
门口罗雀。不少商家都提到，受线上
共享租衣和企业年会缩水等因素影
响，生意已不如往年。而线上服装租
赁由于价格实惠、款式多样，逐渐吸
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部分网店月成
交量超过千件。

岁

记者走访发现，这条“租赁
服装一条街”上共有大大小小
十多家店铺，除了上述第一家
面积稍大的店内还有几位顾客
外，其他“小门面”都显得异常
冷清。原本该是最为忙碌的时
候，为何不少商家都只能无聊
地坐在店内玩手机？

“主要还是受互联网影响，
网上太便宜了。过去大家在店
里看好了就直接下单，现在顾
客进来逛完衣服，拍张照片就
去网上买或者租。”一商家还透
露，有的人直接在网上买了礼
服，穿完之后再退回去，不用花
一分钱。

此外，有商家提到现在企
业年会也在不断“缩水”。过去
有些公司年会节目表演多，一
口气租几十件、上百件的都
有。现在就算偶尔接到年会订
单，也只租一两件礼服或者礼
仪旗袍。有的企业年会就是大
家一起吃个饭，直接取消了表
演环节。

记者随后也在网购平台输
入关键词“年会服装”“表演服租
赁”等关键词，搜索到不少相关

店铺，店铺月成交量从一两百件
到上千件不等。其中一家古装
演出服租赁店铺的店家介绍，现
在仍有现货出租，但年关服装紧
张，服装颜色都是随机发送。

而按照该网店页面提示租
赁流程，顾客需分别拍下服装
租金和押金，用完衣服寄回，卖
家确认无误后将第一时间退还
押金。可提前一星期预订，例
如12月6号用的服装，快递一
般在1-5号前达到，只要在7号
寄回服装，只算一天的租金。
服装续租费用为5元/件，价格

明显低于实体店，顾客也只用
承担寄回服装的运费。

虽然不少实体店商家都表
示，网购看不到实物，服装质量
也无法保证，但对于通常只穿
一次的年会礼服、演出道具服
来说，这似乎也显得没有那么
重要。在上述网店一件月销千
件的商品下，顾客评价普遍集
中在便宜实惠、舞台效果好、衣
服干净、快递及时等方面，其中
一顾客评论说：“实体店价格差
不多，但还要自己去拿，自己送
回去很麻烦。”

原因分析：生意冷清或因网店“抢生意”

位于成都陕西街的服装租赁店生意冷清，顾客下单率仅有1成。

共享租衣接管年会经济
实体店服装租赁“遇冷”，下单比例仅1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