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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亲朋好友都在为她庆祝欢呼时， 两周后，她
却放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来到了明珠。

“按部就班，没有生气，同事之间很冷漠。 完全不
是我想要的。 ”郭娜皱了皱眉，随即舒展开来，“来到明
珠，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能感觉到米老师每天在等着
你，每天都会关注你。 这种心灵上的关爱其他东西无
法替代。 ”

正是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感染，许多教师来到明
珠先不谈工资，只是安静地工作，等拿到工资才大吃
一惊：竟然有这么多！

莲湖明珠幼儿园的一名普通教师冯厚云，在她的
日记中写道：“我是一个平凡的女孩，我不需要轰轰烈
烈的事业、也不需要耀眼的身份，我只需要平凡的工
作中一点点成就的快乐，需要平等、尊重的眼神，需要
心灵有一个家。 而明珠就是我想要的这个家”。

人心齐，泰山移。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的队伍，明
珠的工作才得以有效展开。

但宽松的工作环境并不意味着松散的工作态度，
相反，严谨而高效的管理，是明珠文化的核心组成部
分之一。 无论走到明珠的哪一个园所，你都能感受到
这一切。

“令行禁止，马上兑现，明珠的效率看得见。 ”明珠
的一个分园园长如是说。

如果说文化浸润为明珠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那么明珠教育集团在师资培训与配备上的举
措，则奠定了明珠走向成功的基石。

在幼儿心智发展尚不成熟，生活与语言能力尚待
启蒙的年龄阶段，教师在幼儿这一阶段成长过程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令人忧心的是，专业幼师在社
会上几乎成为稀缺资源，目前，很多幼儿园教师很少
或者基本没有接受职业培训，有些甚至是小学教师直
接转岗而来。

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 明珠也遇到了同样的问
题：师资紧缺，尤其是高水平的幼师难觅影踪。为了破
解这一难题，2004 年， 明珠教育集团做出了一个决
定———出资创办西安市明珠职业学校，以幼儿教育作
为主体专业， 根据幼儿园教学实际需要开设课程，以
集团幼儿园作为实习基地和就业基地，培养更多高素
质的幼教人才。

这所职校的诞生，不仅有效缓解了当时明珠所遇
到的“教师荒”困境，如今，它更是成为明珠健康发展
的供血库。 明珠 30 多所幼儿园里的千余名教师，大部
分都毕业于明珠职业学校。

而大量的实践机会、稳定的工作去向也吸引了大
批年轻人投身幼教界，这一套“良性循环”的模式也为
明珠职校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源。 今年，在许多职校
无法完成招生任务的背景下，明珠职校新生突破 400
人，达到历史最高值。

文化、管理与资源，在“三驾马车”的驱使下，明珠
稳步前行。

拭亮每颗明珠的光芒

早晨 7 点，太阳刚刚升起。
子长县秀延幼儿园的大门前，几十位教师穿着统

一的服装，列成方阵，正在校门口随着音乐节奏翩翩
起舞。 家长们带着孩子陆陆续续报到，前来迎接的教
师蹲在地上，亲切地向家长和孩子们问好，然后将孩
子领到各自的班级里。

没有哭闹声，也没有家长翘首张望的身影———他
们就像把孩子放进了自己家里一样， 只是挥一挥手，
便放心离去。

孩子到了班上，班主任笑容满面地一把将孩子抱
起来，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般。

“想不想老师？ ”
“想！ ”孩子稚嫩的声音里满是真诚。
接下来，是小伙伴之间相互问好的时间。“你好。”

“你好。 ”握握手，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如果遇到了陌生人， 孩子们也会主动开口———

“叔叔好”“阿姨好”。
放学时间，他们又和教师、同学们一一告别。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问好”礼仪教育，贯穿于孩子

一天的日常活动之中，体现在每一个细微之处。 而老
师在一天的时间里，几乎都是蹲下来，或者弯着腰和
孩子们交流。

“我们不允许教师高高在上的姿态，明珠的幼儿园
里，教师们必须做到和孩子们目光平视。 ”秀延幼儿园
园长贾文静说，“‘蹲下来讲话，抱起来交流，牵着手教
育’，这是明珠的教育理念。 不仅秀延，其他园所也是如
此”。

大（一）班双胞胎宝宝李欣淼李新蕾的爸爸李晓
寒对此感触颇深：“我的孩子来到这里后，一个明显的
变化就是更懂礼貌了。 现在出去，碰到人他都会主动
去打招呼！ ”这位来自秀延中学的老师谈起儿子的“懂
事”，不无得意。

“当然，这得益于老师们对孩子充满人性的教育
方式。 ”李晓寒补充道。

在明珠， 每一位教师都努力成为孩子的好朋友。
不仅让孩子感觉舒心，也要让家长感觉放心。

“忽然发现好像所有的老师都认识我的孩子。 ”一
位名叫徐宝林的家长有一天来接孩子徐萧远时，发现
几乎往来照面的每位教师都能叫出儿子的名字，并且
主动和儿子说再见。 “太难得了，要知道秀延幼儿园有
1300 多名孩子呢！ ”这位家长语音激动。

徐萧远原先在一所私人所办的幼儿园里上学。
“有一天我去学校看孩子，发现他孤零零地站在

空调下面，不知所措，没有人注意到他在干什么，我的
心一下子凉了。 ”谈起儿子之前的经历，徐宝林有些
“痛心疾首”，“那个时候孩子每天对上幼儿园毫无兴
趣。 ”也正因为此，去年 8 月底，当秀延幼儿园开园之
后，他毫不犹豫将儿子转了过来。

“现在不同了。 ”他的眼睛里突然放出光
芒，“你现在要是跟孩子说，你如果不去做什么，
今天就别想上幼儿园了， 孩子一定会乖乖地去
做”。

“特别忙的时候，老师会帮我女儿带回家。 ”
张娟，大（三）班一个孩子的家长，自从女儿上了明
珠的幼儿园，很少再为她操心过。

……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而所有的故事都可以归

结为一个出发点———关注个体成长。 在这里，每个孩
子的喜怒哀乐都被教师看在眼里。 为了对孩子和家长
负责，他们还推出了多项“知心服务”，例如：一年不休
假，365 天为家长提供保教服务； 幼儿延点不收费，而
且为晚接幼儿提供晚点； 每周送孩子们去洗一次温泉
澡；不让一个孩子穿湿裤子回家；让所有的孩子日有所
学、学有所长，等等。

其实，明珠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都在试图回答
一个问题：明珠要给孩子们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走进明珠幼儿园，答案写在每一个区域、每一块
墙壁和每一个孩子的脸上。

多年来，明珠在发展中形成了自有特色的教育模
式：以五大领域（健康、科学、社会、语言、艺术）、多元
智能、多元文化为主，结合地域特色和园本实际，提供
主题课程内容，同时留给教师和幼儿生成课程空间，
通过课程的实践形成幼儿、教师、家长互动学习的共
同体。

明珠的活动区域以及课程的设置别具匠心。譬
如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园， 每一个角落都根
据孩子年龄层次不同和健康发展的需要经过精心
设计。 为了锻炼小班孩子的手指肌肉，他们为孩子
设置了照相区，在这里，孩子们自由拼装相框，训
练手指协调能力。 小班的孩子爱吃，于是老师给他们
准备了一个室内种植园， 宝贝们在那里种、 取、 收、
“吃”各种蔬菜，在教师的协助下，认知吃各种蔬菜的
营养价值。 数学区和“儿童医院”是专门为中班孩子准
备的，4 岁多的孩子自我意识与认知能力更强一些，
他们在这些区域更能拓展思维，比如了解打针吃药这
一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行为，可以消除他们对就医
的恐惧感。 大班的孩子动手能力和语言能力比中小班
的孩子要强，华清电视台、邮局、理发屋、电影院……
这些更具有挑战性的区域是为他们准备的， 在游戏
中，孩子们播报新闻联播，体验剪发洗发的流程，熟悉
一封信是如何寄出去的……在玩的过程中，提高表达

能力和思维能力。
“过去我们说要培养孩子的‘德智体美’多项素质，

在幼儿园里，我以为顺序应该是‘体美德智’。 ”米莹说。
在集团化管理模式探索过程中， 董事会还认识

到，各个幼儿园应增强品牌意识的同时，应努力创造
自己幼儿园特色。 他们提出：在统一的指导思想、统一
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统一的管理制度下，鼓励各园“百
花齐放、彰显特色”，根据各自的实际需要创建园本文
化和特色课程。 如东新明珠的“儿童心理关怀沙盘游
戏教学体系”，曲江六号的“艺术教育特色课程”和爱
菊明珠幼儿园的“部室活动特色课程”，均可谓该课程
实施领域的佼佼者。

通往未来的明珠教育

明珠的故事还在继续。
2010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当前大力发展学前教

育的意见》， 随后，《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学
前教育的意见》《西安市学前教育机构等级办园标准》
（修订稿）也颁布实施。 明珠幼儿园跟进政策，大力发
展普惠性幼儿园教育，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截至
目前， 明珠各有两所幼儿园分别被评为西安市一级、
二级幼儿园，有 7 所幼儿园被评为市三级幼儿园。

从蹒跚学步到茁壮成长， 明珠崛起的 20 年的历
程，正是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浓缩。 他们经历了
创业初期的艰难和摸索，经历了中期发展的喜悦和困
惑，经历了集团化管理后的涅槃与升华，今天的明珠，
又经历着学前教育新形势下的蜕变与跨越。

“在未来的三至五年内，我们
要将集团内所有的
幼 儿

园进行一番新
的推进，优化整合现有学前教育资源、园务管
理经验、师资队伍力量，将现有管理模式做精做细，凝
练出更有成效的、规范、易于自我复制的园所管理模
式，为家长、社会提供更优质的学前教育服务。 ”在轰
鸣火车声中，米莹勾画了一幅宏伟的发展蓝图。 事实
上，刚刚当选为中国教师报西北幼教共同体副理事长
的米莹已经不能“独善其身”了，为了推动西北地区幼
教事业的迅速发展，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一流的
学前教育，她的肩头还多了一份“兼济天下”的重任。
此刻，车窗外朗星高照，宛似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夜空
中熠熠生辉。

开往延安的 4991 次列车，在陕北黄土高原上
蜿蜒的山道里穿梭着，窗外飘着细雨，给沉闷的车
厢带来一丝凉爽、安宁。 米莹坐在一角，眼望着山
坡上闪过的一草一木， 开始静静地回忆那些并不
久远的往事。

个头不高，貌不惊人，穿着一身简单的衣衫，
坐在一节算得上拥挤的车厢里，在外人看来，她有
点儿像某个商店的小老板，并不十分起眼。

但打开了话匣子的米莹， 立马让人感觉到她
的与众不同。 充满激情与智慧谈话，声音不大，却
铿锵有力。

这个女人不简单！ 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你们是慈善机构的吗？ ”一位旅客旁听良久，

忍不住问道。
米莹笑了笑，表示否认。
“那你们肯定在政府机关工作了。 ”旅客想了

想，得出了结论。
结论也不正确。
但米莹的确做了许多慈善机构和政府机关正

在做的事。
2010 年，米莹来到了陕北的南泥湾小学。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来到

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在米莹的想象中， 南泥湾就如同歌词里所描

述的一样，美丽而引人神往。
可满怀期待的她却被眼前所见惊呆了： 学校

坐落在山间， 地上满是大坑小坑， 走上去磕磕绊
绊。 孩子们穿着厚厚的衣服，坐在木椅子上读书，
因为椅子太高，双腿几乎都悬在空中。

“看着就让人揪心！ ”米莹回忆当时的感受，脸
上的肌肉微微抽搐。

这个“看不得孩子受苦”的女人拿出怀里揣着
的 1 万块钱，当场捐给了南泥湾小学校长李燕。 这
些钱，原本是要带回家给孩子过年发压岁钱的。 而
回到西安后，米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南泥湾小
学购置桌椅、钢琴、玩具……甚至还亲自派人去给
他们装上了地板。

米莹先后资助 20 多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
还将失去父母的孤儿免费托放在自己的幼儿园里
直到他们找到归宿。 近年来，她先后在各种慈善活
动中， 为社会和弱势群体捐助物品及款项共计 36
万余元。

你很难想象，这个对别人无比慷慨，在一个拥
有 1000 余名员工的大型教育集团里担任 CEO 的
她，2011 年的秋天，同样是在 4991 次列车上，那一
次，人头攒动的车厢里，因为没有买到座票，她在
厕所门口铺了一张上车前买的报纸， 一屁股坐了
上去，倚着门打着盹，一路颠簸到了延安。

“急着去办事。 ‘噌’地就上去了。 ”米莹没有更
多的解释。

干练、善良、慈悲、谦逊、有远见、没架子……
周围人对她的评价还可以列出许多。 只是米莹并
不愿意接受。

在米莹的眼里，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块未经雕
琢的璞玉， 只要用心去发掘， 都能发出别样的光
芒，成为一颗颗闪亮的明珠。 在孩子面前，她的眼
睛里只有柔情似水。

“没那么好， 只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罢了。
其实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面对赞誉之词，她总
是连连摆手，脸上露出些许不安的表情。

用她自己的话说，一看到孩子，她的心立刻就软
了，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

为了不让孩子失学，她与同事们顶着烈日去给
孩子们送助学贷款，哪怕脸上蜕了几层皮；为了让
孩子们享受到更好的学前教育，她与教师们冒着大
雨挨家挨户去做宣传，哪怕淋得浑身湿透……

受了不少罪，也吃了很多苦，可在米莹看来，
只要为了孩子，一切都是值得的。

“回想过去的 20 年，当我在一针一线地为孩
子们缝制被褥的时候； 当我心急如焚地搂着生病
的孩子向医院跑去的时候； 当我在无数个不眠的
夜里为孩子们的哭笑辗转反侧的时候……我真的
感到，20 年的光阴，历历在目，却又无怨无悔。 ”在
一篇回忆录中，米莹动情地写道。

因为爱，所以慈悲。
在明珠， 米莹不仅为孩子们提供尽可能多的

关爱， 还将这份真情付与园里的 1200 多名教师。
“凝聚明珠”、职工代表大会、党支部……许许多多
的活动和组织将每一个明珠人凝聚在一个大家庭
中，在这里，米莹就是他们的知心姐姐，她和教师
们一起玩耍、一起疯狂，一起成长，看不见任何的
隔膜。 当然，更重要的是，她会给予每位教师足够
的成长空间。

来自莲湖明珠幼儿园的张静老师说：“在我最
绝望的时候， 米老师把我留在了这里。 我对自己
说，一定好好干。 因为明珠不会放弃每一个人。 ”

爱，让一个人更美丽。 年过 50 的米莹，正用这种
简单朴素的情感，诠释着她身上无处不在的魅力。

每个孩子都是不可错漏的明珠

【米莹印象】

因为爱，所以慈悲
□ 本报记者 黄 浩

（上接 14 版）

曾记得雨果说过：比陆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
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宽广的是人的心灵。

园里的领导们平凡地工作、平凡地付出着，这
种付出，没有加分的肯定，没有证书的嘉许，更没
有市里、区里的任何荣誉，有的是孩子实实在在的
成长和进步，有的是家长的信赖。

每个老师身上都有最平凡质朴的故事， 那就
是平凡中的感动。 （张 静）

在明珠工作中我收获的快乐是别人体会不到
的，还记得有次擦玻璃的时候，我们班的小朋友都
拥过来给我扶凳子，还说老师小心点、我们保护你
……有次感冒的时候嗓子疼，下午离园的时候，李
宋雪的家长还给我一包板蓝根说：“宋老师，嗓子都
哑了，把这个冲着喝了吧！”从不收家长礼物的我双
手接过了这包板蓝根，心都在颤抖，这些足以让我
留在明珠。 （宋玉荣）

幼儿园里当然少不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每当
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就想起当初带过的孩子们，每
到教师节前，我就能在班上听到孩子们对我说：“李
老师，节日快乐。 ”有的孩子送我一张自己做的卡
片。 是他们让我感觉到了作为一名幼教工作者的
光荣与自豪。 （李小英）

【教师心语】

管理策略
在明珠教育集团特有的树状组织架构中，董事会如同大树的根，深深地扎根于沃土，协同集团采购部、培

训研发中心、人力资源部、家委会、教代会一同构建了集团牢固的根基。 集团财务管理中心、集团园务管理中
心、集团后勤配送中心如同大树的树干，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集团对所属幼儿园施行分区域管理，区域总监可将区域内的资源充分优化整合，使其发挥最大功能。 区
域总监负责对幼儿园园务工作进行指导、评价和督导，并负责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处置。 各园园长负责各个幼
儿园日常事务工作。

在运营模式设计和运行过程中，采取此种扁平化和现代化的组织形式，能有效地减少中间环节，建立灵
活的快速反应机制，降低办学成本，进而解决了园所单兵作战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确保集团每一所园都能稳
步、健康、良性发展。

师资培训
集团内幼儿园刚引进新兴优质课程，职校学生的课堂上就会很快开展相关课程的理论与实操宣讲。每学

期，集团都会安排职校学生们赴幼儿园内进行实践学习，职校学生从老教师身上学到了经验，同时她们又给
幼儿园带来了活泼、清新的气息。 每个月，幼儿园的资深园长也会回到职校课堂上，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培训
各种幼儿园工作实务，为她们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打好业务基础。 每当开学初或职校举行大型活动之际，集团
高层管理领导一定亲临现场，给学生进行演讲，激励她们的职业理想，启迪她们走好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一段，
当然，更重要的是，教会这些孩子们做人的道理。

【明珠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