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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一所具有
百年办学历史的全日制公办师范专科学校，
坐落在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东亚文化之
都、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省泉州市。

在各级政府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长期
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学校荣获“福建省先进
基层党组织”“福建省‘文明学校’”八连
冠、“全国师范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全国教
育系统‘巾帼建功’先进单位”等荣誉称
号。2015 年 12 月，学校成功入选“福建省示
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A 类） 培育项
目院校。

学校坚持“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
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自觉践行“育人
为本、师德为先、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
色兴校、文化铸校”的办学理念，传承创新
百年名校“爱国爱校、爱拼敢赢、爱严相
济”的“三爱”精神，积极推进以“师德文
化塑造人、制度文化规范人、艺术文化感染
人、职业文化影响人、环境文化熏陶人”为
主要内容的“五化”育人模式，瞄准社会经
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提升发展站位，以

“创机制、抓内涵、促合作、强服务”为主
线，全面推进福建省示范性现代高职院校建
设，在办学体制机制创新、“政行校企”深度
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团
队建设、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成效显
著，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第一篇章：
百年历史 上下求索

学校源起于 1890 年英国宣道会创办的泉
州培英女子学校 （以下简称培英女校），1927
年培英女校由中国人接管，之后成立泉州私
立培英女子中学，并于 1936 年立案，成为真
正用来传授知识的教育机构。在 1936 年秋举
行的 45 周年校庆活动中，当时国民党主席林
森、立法院院长孙科、检察院院长于佑任、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厦门大学校长林
文庆、上海圣约翰大学卜舫济、北京大学校
长蒋梦麟等社会知名人士题词祝贺。抗日战
争爆发后，学校几度迁址，但爱国精神始终
是学校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培养出原新加坡
总统夫人杨细玉、中国首批女飞行员康玉
玲、中国首批女跳伞运动员王人驹，还有许
许多多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医学专家和
社会活动家等，成为在海内外拥有较强影响
力的女子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于 1952 年更名为福
建省泉州女子师范学校，由私立改为公立，
历经福建省泉州幼儿师范学校、泉州儿童发
展职业学院等发展阶段。2011 年 4 月，经国
家教育部门批准更名为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伴随着学校办学层次的提升和办学
规模的扩大，百年老校步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学校现有东海和永春两个校区，占地面
积 532 亩，建筑面积 13.8 万平方米，全日制
在校生 5306 人，另有 2 个附属幼儿园；教学
仪器设备总值 3642 万元，建成 1 个省级实训
基地、19 个校内实训基地、110 个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图书馆藏书 45 万册，设立学前教
育、初等教育、艺术教育、外语旅游和继续
教育等 5 个二级学院和学前教育、初等教
育、特殊教育、早期教育、艺术教育、音乐
教育、英语教育等 13 个专业。

学校现有国家教育部门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改革项目 1 个、省级教学改革综合试验项
目 2 个；建成省级精品专业和示范专业 5 个、
省级精品课程 6 门、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3 个、
名师工作室 10 个；拥有教育部门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 2 名、福建省教学名师 4 名、福建省
专业带头人 2 名、泉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军
人才 2 名。在专任教师中，教授、副教授占
35.7%，“双师素质”教师占 83.9%，博士、
硕士学历学位教师占 55.4%。近三年来，毕
业生全部就业，专业对口就业率达到 85%以
上，并以“文化素养高、职业精神好、专业
技能精、社会美誉广”的鲜明特色深受用人
单位的广泛好评。

第二篇章：
创新机制 增强活力

近年来，学校创建了“政行园校”四方

联动的紧密合作机制，与 14 个县 （市、区）
教育主管部门签订了校地合作协议，牵头成
立泉州幼教集团，审议通过 《泉州幼教集团
章程》，开展集团化办学，辐射带动区域内中
职学校和幼儿园的发展，共同打造泉州市优
质学前教育品牌。学校先后建立了由学校理
事会、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名师工作室和
教师工作站等多层面的合作平台。其中，学
校理事会和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由政府
主管部门负责人、行业协会专家、幼教机构
一线名师和学校专业带头人组成，为学校改
革发展和专业建设提供咨询指导、政策支
持、统筹协调，推进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衔
接，将行业需求、社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目
标、培养规格和课程体系设置等方面；名师
工作室建立在校内，通过聘请来自教学一
线、具有一定行业影响力的名师或专家入
驻，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
与工作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
对接为路径，与学校教师共同开展人才培养
方案设计、课程与教材开发、实训基地建
设、双师教师培养等任务；教师工作站建立
在校外深度合作的幼儿园，通过选派学校的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帮助解决幼儿园的教
学实际问题、引导幼儿教师专业成长、指导
示范幼儿园创建以及落实学生实习岗位、指
导学生教育综合实践等任务，推进“校—地
—园”深度合作共建，相伴共生发展，形成
了“共建核心课程、共建特色教材、共建实
训基地、共建教学团队”“共同分享资源、共
同组织教学、共同评价学生、共同促进就
业”的“四共建”与“四共同”的专业建设
新机制。

第三篇章：
创新模式 内涵发展

近年来，学校着力统筹规模、结构、质
量与效益的统一，不断创新特色鲜明的工学
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专业设置动态调整
机制，合理配置“一校两区”的教育资源，
科学统筹办学规模与办学质量、外延扩张与
内涵发展、自身发展与服务社会之间的关
系，做大做强特色专业，积极打造一批在办
学水平、改革创新、特色发展等方面达到省
内领先、国内知名、社会公认的品牌专业，
实现学校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
展。

第一，创新各具特色的工学结合人才培
养模式。学校坚持以“工学结合、知行合
一”为核心，以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为依
据、以职业岗位的真实工作为基础，创新了
各具特色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其中，
学前教育专业以泉州市幼教集团为平台，根
据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和 《教
师教育课程标准》 的要求，创新了“校地共
培、工学交替、多维融合、德能并重”人才
培养模式；小学教育专业聚焦乡镇农村、民
办小学教育，构建了融知识、能力、素质为
一体的“综合培养、学有专长、全程实践、
突出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音乐教育专业
校企合作共同设计了“教学演练、四环递

进、校地实践、双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模
式；英语教育专业发挥闽台之间的“五缘”
优势，与台湾高校协作，创新“闽台协同、
校地联培、学教交替、厚德强能”的人才培
养模式。与此同时，学校积极探索以幼儿园
与学校二元主体、幼儿园在职教师与学生二
元身份、校内教师与行业专家二元教学、幼
儿园与学校二元管理评价、毕业证与职业资
格证二元证书、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二元学制
为主要特征的福建版“二元制”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以全面提升幼儿园在职师资教育教
学水平和职业素养。

第二，构建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
实施“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教学模式。依
托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学校教师与行业企
业专家通力合作，共同确定职业岗位和工作
任务，共同设计基于幼儿教师工作任务的

“课证一体型”等课程体系，合作研制课程教
学标准，开发了 41 门包括电子教材、电子课
件、实训指导、在线作业、在线考场、技能
试题库和学生作品展示等数字化教学资源，
编写了 75 种公开出版教材和 16 种校本特色教
材，形成了“实践内容全程化、实践场所多
元化、实践方式多样化、实践导师多个化”
的实践教学特色。学校实施“任务驱动、项
目导向”教学模式，鼓励创新创业。在 2016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
新创效创业大赛中，学校参赛作品 《幼儿园
环创新思路：在文传中突显特色——以在幼
儿园环境创设中传承泉州闽南文化为例》 获
得全国特等奖。

第三，打造校园互通、专兼结合的教学
团队。学校坚持以“专业教师到基层挂职、
名师专家到学校兼职”为基本路径，打造一
支“校园互通、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首
先是多学科融合的专任教师队伍。一是坚持
多元化引进。在新聘教师中，既有从高校中
引进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又有
从幼儿园等引进的幼教工作者，还有从台湾
地区引进具有博士学历或副教授及以上职称
的幼教专家；二是注重提升教师实践技能。
学校制定了 《关于教师参加行业企业实践管
理办法》，实行新任专业教师到幼儿园进行半
年以上实践后上岗任教，专业教师每两年有
两个月以上时间到幼儿教育一线实践，公共
基础课教师每两年累计 2 周以上到幼儿教育
一线学习考察；三是推行师徒结对。采用名
师与青年教师结对给予传授、指点和引导；
四是改革教师考核评价指标。学校将教师参
与校地合作、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社会服
务等纳入考核内容，并与绩效分配、职称晋
升挂钩。其次是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学
校制定了 《外聘专业带头人和专家管理办
法》《兼职教师队伍建设方案》 等制度，聘请
具有一定行业影响力的专家、名师兼任专业
带头人，聘请具有丰富的保育、教学、管理
经验的一线优秀教师参与专业教学和管理工
作。与此同时，学校以共同开发课程与教
材、共同开展社会服务、共同解决教学实际
问题等为纽带，实行人员双向兼职、双重身
份、双向保障，目前学校聘请了 13 名兼职专
业带头人和 209 名兼职教师，形成了“校—

园”交叉任职、智力互助与成果共享的紧密
型合作机制。

第四篇章：
共享开放 服务社会

学校秉承开放共享理念，加强与境内外
高校的交流合作，注重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借梯上楼，借智发展。在转变发展方式中，
学校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举，职
前教育和职后教育衔接”的理念，全面提升
社会服务能力，努力将学校建成高素质的学
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闽南
优秀文化传承创新基地。

一是精准服务教师终身学习。学校以福
建省学前教育教师培训基地、泉州市小学教
师师资培训基地和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站等平
台为依托，坚持“立足需求，精益求精”的
现代培训理念，常年开展专题培训、送培下
乡活动，年均开展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达到
1.1 万多人次，特别是学校组织开发的“互联
网+教师培训”资源及管理平台，将“职业教
育和终身学习对接”的理念落到实处，使乡
村老师享有“公平、高效、优质、便捷”的
服务。

二是爱心满满服务特殊儿童。学校充分
发挥人才、设备、资源等优势，牵头成立了
由特教学校、开智学校、残联聋儿康复中
心、福乐幼儿园等组成的特殊教育协作委员
会，就特殊儿童的融合教育管理、师资队伍
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给予指导与帮
助，辐射带动泉州市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组织师生深入特教学校开展实习
实训，服务特殊儿童，提升学校的美誉度，
扩大学校的影响力。

三是亮点独具的文化传承创新。学校充
分利用泉州市“海丝”“一带一路”的文化资
源，以学校的“闽台乡土艺术教育研究所”
为依托，借助“文都”大舞台，挖掘泉州民
俗文化之源，形成“惠女舞蹈与服饰、闽南
童谣、儿童木偶”等三大泉州特色校园文化
品牌，联合民间艺人，传承创新泉州花灯制
作、泉州南音、泉州木偶戏、泉州民间舞
蹈、泉州民间美术、泉州童谣等乡土文化资
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服务亮点。

四是美轮美奂的艺术精品。学校挖掘百
年名校的深厚文化底蕴，充分发挥自身的艺
术人才与资源优势，积极参与“东亚文化之
都·泉州”“世界闽南文化节”“海峡论坛”
等各类大型演出活动。近 3 年来，学校艺术
团 60 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各类文艺演出活
动屡获佳绩，如学校选送的舞蹈 《彩球迎
春》 和 《赶鲜》 分别获得全国第六届“群星
奖”银奖和铜奖，“舞动中国——排舞联赛”
获全国一等奖等，特别是 2016 年 2 月学校选
送的 60 名在校学生参加央视春节晚会泉州分
会场的开场舞蹈 《美丽中国走起来》《相亲相
爱》 以及零点迎春仪式的艺术精品，用精彩
的表演为全国人民送去新春的祝福，赢得了
全国观众的点赞！充分展示了学校的综合实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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