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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酷闻酷评

中央：156亿元专项资金支
持发展学前教育

为积极发展学前教育， 着力解
决“入园难”问题，中央财政于近期
下达 2012 年专项资金 156 亿元，主
要用于支持三类学前教育项目：一
是校舍改建类项目， 主要内容是支
持中西部地区利用农村闲置校舍改
建幼儿园和支持农村中小学增设附
属幼儿园；二是综合奖补类项目，主
要内容是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发
展；三是幼儿资助类项目，即建立学
前教育资助制度。 至此，连同 2011
年下达的资金， 中央财政已经累计
安排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253 亿
元。

酷评：中央财政的三大举措，致
力于改善学前儿童就学环境， 增加
学前儿童入园机会， 减轻学前儿童
就学负担，三管齐下，力度大、范围
广、资金多，对于保持当前学前教育
良好的发展势头具有积极意义。

西藏： 免费学前教育惠及
38000名幼儿

“十二五”时期，西藏自治区将
投入 20 亿元加强学前教育， 新建
608 所幼儿园， 努力扩大学前教育
资源。

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西藏全
区有幼儿园 198 所， 今年西藏将义
务教育免费“三包”政策延伸扩大到
15 年，即学前 3 年、小学 6 年、初中
3 年和高中 3 年。 据测算，今年秋季
有 38000 多名城镇在园幼儿享受到
这一政策，免费教育资金将达 6900
万元。

酷评： 学前教育大发展是不可
逆转的趋势，当前，不仅在发达的沿
海城市，而且在祖国的边陲之地，学
前教育的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 西
藏自治区大手笔投入资金助推学前
教育发展，是应时之举，也是助力西
藏教育长远发展的明智选择。

青岛： 新增教育经费倾斜
学前教育

日前,青岛市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对各区
(市) 在教育上的财政投入提出了详
细要求。 《意见》要求，各区(市)政府
要高标准普及学前 3 年教育， 将学
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逐年提
高,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
2013 年前,各区(市)财政预算内学前
教育经费占预算内教育支出的比例
要达到 5%以上 ,不举办高中的区要
达到 10%。

酷评： 教育经费支出在国民经
济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与日俱
增， 预计今年要突破 4%的目标，青
岛市学前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支出
中的比例激增， 带来的将是实实在
在的优惠， 将为该市学前教育新一
轮大发展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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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不可错漏的明珠
———走近米莹和她的明珠教育集团

□ 本报记者 黄 浩 □ 罗昆山 宋永成

从 4 间仓库发展到今天的 “巨无霸”，
有人说，明珠教育集团的成名史，是由一系
列曲折的故事组成的。 这其中，尤以明珠多
元模式办园的经历最具有代表性。

一所农村三级幼儿园的诞生

周至县是陕西省贫困县， 距西安市区
78 公里。 位于周至县南部的马召镇桃李坪
新村，原本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可这一两
年来，突然成了周边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很多人一大早就起来，带着孩子，骑着
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坐着出租车从四面八
方来到这里。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桃李明
珠幼儿园。 这是周至县的第一所三级示范
园，隶属于明珠教育集团。

一个小小的村子里拥有一所三级幼儿
园，并成为周至县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当大
家为此赞叹不已时，谁能想象，3 年前，桃李
坪新村村支部书记康宝成还在为当地的儿
童入学问题大伤脑筋。

村里曾经有过一所小学，5 个年级，20
多个孩子，平均每个年级不到 6 人，实在无
法维持下去，只能选择撤并。 从此学校荒废
好些年，杂草丛生，无人光顾。

村里没有一所正规的幼儿园。 一些当
地人将房子里添上几张桌子， 几把凳子和
一块黑板，再在门口挂上 “XX 幼儿园 ”的
招牌，“名正言顺”地开始招揽顾客。 孩子们
就在这样黑洞洞的房子里开始人生的第一
个教育阶段。

康宝成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他决定引进外援办教育。

一段漫长的考察过程之后， 当在农家
乐饭馆里见到明珠教育集团董事长米莹
时，康宝成的眼前突然浮现一线曙光。

米莹听完他的介绍，只问了一句话。
有没有地方？
康宝成第一时间想到了荒废已久的小

学。
二话不说， 米莹马上和他一起来到现

场，拨开 1 米高的蒿草，细细考察了一圈。
可以做！ 米莹的这句话让康宝成心里

咯噔一跳。
3 天内签完合同，7 天后开始动工。
康宝成没想到事情这么快就解决了，

然而，让他更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修路盖房子运材料……一切从零开始。

为了让这所幼儿园和明珠其他园所规格保
持一致，明珠人将幼儿园所用的材料全部是
从西安一车一车拉过来的。为了保证建筑的
质量， 他甚至不用当地预制厂制作的楼板，
哪怕多花两倍的钱从别处运过来。

“我都记不清在这条路上跑过多少回
了，路上光是罚款就交了 5000 多块钱。 ”米
莹谈起这些旧事，爽然一笑。

为此， 当地一个负责看门的人有一天
找到米莹，说：“你真是干事的人！ 我们都感
谢你。 ”

两个月， 一所崭新的幼儿园矗立在这
个小村里，一下子在当地引起轰动。

标准的活动室、丰富的游戏区域、现代
化的科学屋、崭新的液晶电脑、整洁的卫生
间……桃李坪村的人张大了嘴巴， 仿佛来
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开园 3 天， 一下子涌来了 260 多个报
名的孩子，而整个桃李坪村只有 100 户人。
原本对招生很忐忑的米莹， 心里一下子踏
实了。

值得一提的是， 明珠人带来不仅是高
标准的硬件设施， 更重要的是先进的育儿
理念和科学的生活方式， 这得益于园里的
大部分教师， 都是明珠培育出来的职业幼
师。 他们摒弃小学化的教育方式，培养孩子
们的探索能力和认知能力， 并开设了过去
村里人不敢想、也无法做的许多艺术课程，
如音乐、舞蹈、美术、手工等。 今年，村里的
孩子还代表周至县去参加了西安市少儿体
操比赛。

在注重孩子 “智”、“美” 素质培养的同
时， 明珠人对孩子健康的关注也无微不至。
每天的三餐一点，完全根据幼儿营养需要进
行搭配。园里还每学期定时给孩子们进行体
检， 这在周至县幼儿园里以前从未有过，根
据跟踪监测，两年后，桃李明珠幼儿园的孩
子们的各项身体指标直线上升。

“感谢米总， 她是我们桃李坪村的恩
人。 ”康宝成，这个朴实、黝黑的关中汉子，
想不出更多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只好
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

异地办园模式初探

事实上， 桃李明珠幼儿园并非明珠在
外办园的首次试水，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基于当年明珠在陕西省富平县举办第一所
外办园的宝贵经验。

如果说桃李明珠幼儿园是明珠的一次
“无心插柳”之举，那么，富平幼儿园则是明
珠主动发起的一次“决意求胜”的品牌战。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所当今富平县
规模最大的幼儿园， 竟然萌生于 7 年前米

莹与一个司机的偶然闲聊。
2005 年，富平县站南街。一家卖煎饼果

子的小摊前， 米莹和车队司机赵忆佳相对
而坐，有一茬没一茬地搭着话。

“父亲的单位有一栋楼，空了好久没人
用。 ”司机一口咬下去半张饼，满嘴是油。

不知道为什么，米莹脑子里当时“嗡”
地一声响起。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在哪儿？ 带我去看！ ”米莹赶紧起身。
赵忆佳被莫名其妙地拉走了， 桌上剩

着半个没来得及吃完的饼。
他们来到了原先的富平县供销社。 米莹

拨开重重蛛网， 在这个四四方方的空楼里转
了一圈后，说了三个字：可以做———与她多年
后在桃李坪村拍板时的话一模一样。

在宾馆门口的小店里要了一杯茶，她
拨通了这栋“废楼”所属单位领导的电话。 1
个小时，领导匆匆赶来了。 没有多余的话，
现场拟了一份合同， 交上随身携带的 5000
元押金，米莹正式拥有这栋楼的经营权。

与选址签合同的干脆利落截然相反的
是，这所幼儿园的建设可谓大费周折。

“真的是百废待兴，”一位亲历过富平
幼儿园建设的教师说，“这里所有的器材，
包括地板砖都是明珠人从西安一车一车拉
过来的！ 至少来回了上百趟”。

米莹就坐在一辆小面包车里， 指挥整
个大部队的协作，来来往往。 当时正是收麦
季节， 酷热难耐。 一次回到从富平返回西
安，刚一下车，被发动机的热量“蒸”了一路
的她两腿一软，晕倒在地。

晕倒了，爬起来。
就是凭着这样一股干劲， 富平幼儿园

的建设一天一个模样。
民工稀缺，别人以 40 元每天的价格雇

佣他们，明珠将雇佣金翻了一番。
园里的 100 多床新被褥是赵忆佳和他

母亲、妻子一针一线缝起来的。 他们一家三
口在那里镇守了上百个不眠之夜。

墙上的涂料有很多是米莹挽起袖子亲

自粉刷上去的……
米莹还记得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 她

带上满满两车人， 挨家挨户给当地的居民
发传单，介绍明珠在富平的的新生儿。 红上
衣、网球裙、白袜子，穿着统一的 60 多名老
师和米莹一起地毯式前行， 个个被淋得狼
狈不堪。

“米总，上车吧！ ”助理几乎是用哀求的
语气向她说。

“不，我要和老师们一起走。 ”她一头扎
进了农户的家里。

宣传很快见效。 第二天就有人来报名，
1 年后，富平幼儿园有了 300 多个孩子。

有一天， 富平县县长来到这里参观了
一圈。

“好，就是好！ ”县长出门时，给予这所
幼儿园极高的评价。

“富平办园的成功给了我们极大的信
心，因为明珠从此有了在外办园的经验。 ”
米莹说。

也正是由此开始，明珠“一发不可收拾”，
先后在临潼、周至、延安等多个县区“异地作
战”。 临潼格林明珠幼儿园、周至桃李明珠幼
儿园、延安子长县秀延幼儿园（陕西省唯一的
公办幼儿园由民办教育集团托管实例）等，均
已成为当地一流的学前教育机构。

“民办”与“公办”甜蜜联姻

西安市邮局中心局幼儿园的托管是明
珠教育集团打下的又一场漂亮的硬战。 也
开创了明珠幼儿园接管政府部门幼儿园的
另一全新模式。

当时，21 所幼儿园同时竞争，其中不乏
“来头不小”的名牌公办园。

接到竞标通知时， 米莹正在自己的一
所幼儿园里转悠， 此时离招标开始仅有 3
个小时。

“赶紧到我房里拿两件衣服过来！ ”米
莹拨通了助理的手机， 然后打个车直奔目

的地。
和助理在邮局汇合了。 一看手表，招标

马上开始。 她一把扯过衣服， 按开了电梯
门。 从电梯出来的时候，她已然穿上新拿来
衣服。

“就是在电梯里面三下五除二把衣服
套进去了。 ”后来，米莹回忆起这段经历，颇
有些“往事不堪回首”的戏谑之态。

很多故事，过程很曲折，但结果很美好。
快步走进招标会现场， 情形让她略微

有些紧张：14 个评委端坐台上，个个都是幼
教界的行家里手。 前来竞标的 21 家幼儿园
代表聚集在那里， 手里都拿着一摞厚厚的
材料，各自陈述着准备良久的说辞。

随同而来的助理有点儿不自在。
能行吗？ 他用疑惑的眼神望了望董事

长。
米莹只是报以微微一笑。 单枪匹马，没

有任何材料，没有任何预演，她只身走到台
前，开始了自己的讲演。

明珠是一所什么样的幼儿园，明珠人要
干什么，明珠的未来要走向何方……因为太
过熟悉， 米莹几乎是一气呵成将自己的理念
和承诺原原本本地“抖”了出来。

实力和自信，再加上一股悲天悯人的
教育情怀 ， 她的言语征服了在场的所有
人。 最终，几乎是一锤定音，邮局中心局幼
儿园建设的担子落在了明珠幼教集团的
肩上。

“心服口服。 ”一位“落选者”由衷地说。

文化+管理+资源=成功密码

回想 20 年前，当米莹在 4 间堆满桌椅
的学校废仓库里，创办明珠第一所幼儿园
时，她何以能够想到，今天的明珠已然成为
西北幼教界的一面旗帜。

明珠幼儿园，因地处西安市莲湖区自强
西路明珠巷而得名，同时取其字意“明日之
珠”，寓意每一个孩子都是未来的珍宝。

那么，是什么让这颗“西北明珠”如此
璀璨？

有人说，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
业做制度，一流的企业做文化。

明珠，正致力于做一流的教育集团。 他
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化力的塑造。

用爱心和诚意，努力打造温暖的“家文
化”， 是明珠这些年来从未放弃的追求，也
是明珠凝聚人心， 敢于打大战打硬战的制
胜法宝。

“做园长一要有品 ，二要有德 ，”米莹
说，“很多来明珠工作的老师都把青春放在
这里，我们不能让她们有遗憾”。

明珠集团的很多幼教老师习惯于叫米
老师为“米妈妈”，因为这里的很多老师，米
莹是看着她们成长起来的。

这里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名为“凝聚明
珠”的活动，这个月一起去参加结伴芙蓉园，
下个月一起聚餐，还有演讲比赛、樱桃采摘节
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而每逢员工生日，集团
还会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你来我往，大家在
相互交流中增进了感情，联结了友谊。

现任莲湖明珠幼儿园执行园长的谢
隽，20 年前便跟随米莹来到明珠，当年她还
没有结婚，如今，女儿已经 18 岁了。

“找不到一个走的理由，喜欢这样的氛
围。 ”她说。

现任明珠教育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
培训研发部主任的郭娜，起初，在西安的一
所公办园工作。 当时，进公办园的竞争非常
激烈，为了得到公办园的一个职位，郭娜层
层过关斩将， 在 300 余人的求职队伍中脱
颖而出。

（下转 15 版）

在西安，每天有一万多名小朋友走进同一品牌旗下的幼儿园；这里，有一千二百余名幼儿教师为孩子们提供精心、专业的
保教服务；在园属的职业学校中，有一千余名幼儿师范在校学生为了明天更好地服务家长和孩子而进行着刻苦、专业的学习。

米莹是这所名为“明珠教育集团”的幼教机构的董事长。她的幼教王国里拥有30余所直营幼儿园，已成为目前西北地区
最大的幼儿教育机构。

20 年里，明珠人靠着自己的双手和一颗赤子之心，踏着务实、坚定的脚步，风雨
兼程。 明珠从最早的默默无闻到如今的硕果累累，从起初的一个幼儿园发展到今天
拥有 30 所幼儿园和一所幼儿师范学校的明珠教育集团。 今天，可爱的明珠人们，仍
如当初那样，执着耕耘着这份属于我们的甜蜜的事业。

在明珠的 20 年中，经历了跃跃欲试的创业，见证了如履薄冰的发展，迎来了蓬
勃强健的壮大，展望着意气昂扬的畅想。 今天，追忆过去的 20 年，我的内心早已波澜
不惊。 20 年中经历的种种坎坷、艰辛、幸福、惆怅，一幕一幕，此起彼伏，在脑海中翻
涌，但，早已经成为一种云淡风轻的回忆。

我曾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为了让孩子们在开学前能够坐进宽敞整洁的教室
里，我不分昼夜扎在工地上，和工人一起搬砖，卸水泥，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件毛衣上
就已经磨出了几个破洞。 当我亲爱的孩子们，在操场上追逐、嬉戏的时候，我的孩子
们，他们不知道，她们的米妈妈，手上、脚上打了多少个泡，她们却都会看到，她们的
米妈妈脸上欣慰的笑容。

我曾记得，职校第一年招生时，得知几名地处偏远的学生因为交不上学费而没
能按时报到，我和老师们顶着炎炎烈日走了几个小时，到学生家里去给孩子们送去
贫困生助学贷款，一路上，平原上扬起的沙尘裹得我们的脸像戴上了黄土面具，八月
份的毒日头晒得我们脸上、胳膊上脱了一层皮。 这辛苦的历程，更坚定了我兴办职校
的决心———因为我知道，这些农村的女孩子们，只有通过学得一技之长，才能让她们
脱离这艰苦的生活环境，才能让她们有一天可以在大城市里凭借自己的职业安身立
命，焕发新生。 迄今，明珠职校已经为社会输送了两千多名合格的幼儿教师，在这些
孩子们自信的笑容里，我感到，我所承受的一切辛劳，都幻化成了雨季过后的，美丽
的虹。

在新的征程上，我愿踏着坚定的步伐，胸怀一万明珠人的愿景，一路高歌，昂扬
前行。

捧着一颗心来
【董事长说】

米莹和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