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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园是中国学前教育发展
的历史缩影，是幼儿园体制机制变
迁的有力见证。百年老园的产生与
发展记录着中国学前教育理论与思
想的发端、形成与发展，与学前教
育先驱者的实践相生相伴。从史学
的视角深入研究百年老园不仅能滋
养和丰富中国学前教育史学科，还
有助于发现优质园的历史传承与发
展脉络。

近两年，中国教科院基础教育
所的研究人员，协同相关省市专家
学者和幼儿园共同进行了中国百年
老园的调查研究。课题组以 2018 年
为时间节点，通过历史资料分析、实
地走访调查、案例文本研究等多种方
式，确定了 25 所具有 95 年以上历史
的现存幼儿园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有
21 所幼儿园已有百年以上历史。课
题组从教育史学、人类学的视角展开
研究，分析幼儿园创办的背景和初
衷、教育思想和课程设置、发展变迁
和文脉传承，一些重要研究结果对当
今幼儿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早期的幼儿园

中国早期的幼儿园主办人多为
教会传教士、爱国人士，也有政府
官员。如厦门市日光幼儿园始建于
1898 年，是英国基督教长老公会创
办的家庭式幼稚班，称为“怜儿
班”，同年改为幼稚园，是中国有史
料记载最早的幼儿园；1901 年英公
会将该幼稚园作为实习基地，开办
附设幼稚师范学校即怀德幼稚师范
学校。四川宜宾市鲁家园幼儿园

（1905 创办）、广州市荔湾区协和幼
儿园 （1911 创办） 等都是由美国教
会传教士举办的，现在的四川省成
都市第三幼儿园则是在 1914 年由美
国、加拿大等国的教会联合创办女
子师范设幼稚师范科后，为提供实
习场所设立的附属树基幼稚园。早
期教会办的这些幼稚园主要是为教
徒子女接受早期照顾和教育服务，
也有一些教会办幼儿园招收年幼的
孤儿和穷苦儿童。

中国本土的一些爱国人士个人

也举办了师范或女子学校附设幼儿
园，或创建小学并设立附属幼儿
园。1911 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
生的母亲杨纫兰女士在吴江松陵镇
积善弄创办江震第一蒙养院，1913
年并入爱德女校成为附设幼稚园，其
宗旨为“爱德、求真”，培养科学人
才。1910 年，蒋葆仁女士和妹妹献
私蓄，在当时长沙的南区冯家湾设立
幼幼小学堂，1912 年增办了蒙养园，
寓意“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国人
士举办幼儿园的宗旨主要是落实

“新政”“兴学育才”，为国家培养人
才，让孩子从小接受良好教育。

地方官员代表政府举办公立幼
儿园、国立大学和中小学校举办或
附设幼儿园，是早期公办幼教机构
的重要形式。1903 年秋，湖北巡
抚、湖广总督端方在省城武昌阅马
场创办了湖北幼稚园 （湖北省实验
幼儿园的前身），是中国第一所公立
幼儿园。1904 年，北京的京师第一
蒙养园成立。1911 年云南成立省立
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附设蒙养园，
为南方较早的官办幼儿园。随后在
四川、北京等地又相继开办了多处幼
儿园。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幼儿园已
经有 120 年的历史，中国的幼儿教育
列入学制系统已经114年。

现代幼儿园的创建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幼儿教
育的先驱者们开始了真正本土生发
的幼儿园教育实践，不同性质的幼
儿园大量涌现。1917 年张雪门先生
在浙江宁波创办了星荫幼稚园并任
首任园长。张雪门先生通过在宁波
星荫幼稚园的实践，在京津地区对
幼稚教育的考察、学习和研究探索
中，他吸收传统教育思想、借鉴西
方先进思想，1933 年拟定了 《中国
北方幼稚园课程大纲》，促进了幼稚
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和民主化。
20 世纪 60 年代后，张雪门先生以顽
强的毅力克服了疾病困扰和种种困
难，陆续写下了 《幼稚教育》《幼稚
园课程活动中心》《幼稚园行为课
程》 等十几本专著，清晰地构成了

“幼儿园行为课程体系”。
1919 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

在厦门创办了集美学校并设立幼稚
园。指导思想是把幼稚教育当成立
国之本，认为有了健康的儿童才能
有健全的国民；倡导教师为儿童的
伴侣，幼稚园应成为“儿童的乐
园”，幼稚教育是求孩子的解放与幸
福。教育家和慈善家熊希龄先生曾
于 1909 年在湖南常德创办蒙养院；
1919 年，又在北京创建了香山慈幼
院，收留因水灾而无人认领的孤
儿，还接收贫苦儿童。慈幼院门口
刻有熊希龄先生写的“蒙以养正”
的横额，两边刻着“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对
联，体现了“济贫托孤、慈幼爱
婴”的主旨。

中国幼儿教育家们，针对当时
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儿童发展的实
际，批判性地吸收和改革国外幼儿
教育思想，立志办中国自己的幼儿
教育。通过自己亲身的科学研究和
亲自办园的幼儿园教育实践，开创
了中国幼儿教育的先河，奠定了中
国幼儿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基础，陈
鹤琴先生是最典型的代表。

1923 年，陈鹤琴先生在自家客
厅创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亲任园
长，将自己在留学期间学到的研究方
法和科学精神、进步教育和实用主义
思想，进行中国化实践。逐步形成
了适合中国国情、符合民族精神的

“活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做人，
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中教，
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

会，是我们的活教材”的理念与思
想，对当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创建，仍
具有根基与文脉的价值。

当代幼儿园发展的分化

这些百年老园饱经沧桑和风雨
坎坷，经历了战火硝烟，在新中国
成立后都被地方政府接管，成为省
级、市级或区级公办幼儿园。深入
研究发现，有些百年老园原本底蕴
丰厚，但没有坚守，如今文脉不
清，历史日渐淡化；还有的百年老
园缺乏对历史的珍惜与尊重，史料
全无；甚至个别幼儿园随行就市，
偏离了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的轨
道，已经落后于当地的一般公立幼
儿园。令人欣慰的是，有些百年老
园文脉清晰，守正出新，百年坚
守，底蕴依然丰厚，成为当地乃至
全国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性的幼儿园。

百年老园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幼
儿教育的宝贵资源。厦门市日光幼
儿园作为中国最早 的 幼 儿 园 ， 其

“扎根本土，顺和自然”的思想不
断形成与发展；湖北省实验幼儿园
作为中国最早的公立幼儿园，“蒙
学养正，普惠大众”是其办园的宗
旨和文脉；成都市第三幼儿园作为
当代幼儿教育家卢乐山先生曾经研
究和工作过的地方，百余年来一直
传承着“为儿童成长培根，为民族
复兴树人”的树基精神；北师大实
验幼儿园则在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
的互生共长中“蒙养百年，倡导开

新”；宁波市第一幼儿园则成为现代
中国学前教育的先行者张雪门先生
创生“行为课程”的园地；而在南京市
鼓楼幼儿园，陈鹤琴先生不仅形成了

“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也开启了
幼儿教育科学研究的先河。

分析发展良好的百年老园我们
发现，“以爱为根、守正出新”是它
们共同的特点和发展路径。这种爱
既有对幼儿的关爱呵护与教育引
导，也有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
责任与担当，它们始终走在幼儿教
育改革和发展的前列，为当地乃至
全国幼儿园教育的改革发展和质量
提升提供榜样和示范。

对百年老园的发展研究是一个
寻找百年老园的根基、印记、信念
和精神的过程。我们怀着敬畏之
心、以科学的态度和规范的研究努
力还原历史，尽管我们找到的和叙
述的还只是百年老园丰厚历史的一
部分，但已经清晰地看到百年老园
代代相传的幼教文脉、生生不息的
慈幼精神。期望通过聚焦百年老园
的相关研究，激发后人的责任与担
当，续写百年老园的未来篇章。让

“仁爱之心”薪火相传，让“慈幼之
情”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

本 文 是 中 国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
2016 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院级一般项目“中国百年老园的发
展样态研究”的终结性成果之一，
课题批准号：GYC2016001，课题主
持人：刘占兰。

追寻百年足迹 透视发展样态
——中国百年老园的发展样态研究

刘占兰

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匮乏，是当前
学前教育面临的大难题。大力发展学
前教育，鼓励民办园转型为普惠性民
办园，惠及更多学前儿童，才能缓解
教育压力。

2016 年修订的 《民办教育促进
法》（以下简称 《民促法》），对幼儿
园提出了更明确、更严格的监管标
准，明确了推动普惠性民办园发展的
倾向。然而，普惠性民办园不同程度
地受制于生存、逐利、师资以及定位
问题，影响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教育新期待、新要求，必须
在普惠性民办园求生存求发展上出实
招、求实效。

实行科学管理

加强普惠性民办园的安全与监管
力度，进一步完善并健全与普惠性民
办园安全及监管相关的管理和责任制
度，对幼儿园进行教育的必要场所、
相关配备设施、玩具、教具、食堂餐
饮卫生、消防设施等进行检查，排除
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对此，应将
污染程度低、噪声小的地方作为建设
幼儿园的选址，在具有一定绿化与净
化建设面积的基础上，还要靠近居住

区域，方便幼儿就近入园。
幼儿园应制定科学、可持续发展

的财政管理制度，无论在经费的预
算、实施结算方面，都应在有限的经费
上实现最大化的收益，以此提升教育
资源与经费的利用率，多方结合，构建
普惠性民办园合理的发展模式，平衡
普惠性与生存需求。

应成立普惠性幼儿教育专门管理
机构，配备专员管理。各地可以通过
类似“普惠性民办园协会”等强化监
督，完善普惠性民办园淘汰机制。政
府应完善与健全普惠性民办园淘汰机
制，以优胜劣汰的竞争方式让能者居
之，并加强监管力度，将那些为骗取
国家补助的幼儿园请出普惠性民办园
行列，为普惠性民办园的发展建设提
供一片沃土。如今正处于学前教育快
速发展时期，而对普惠性民办园各项
事务进行专职管理的专业管理专员也
是迫切需要的，对此，政府应依据普
惠性民办园的分布情况，增设专职行
政管理岗位，抑或是加强对现有专职
管理人员的培训，与此同时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市、县、镇这三个层级的普
惠性民办园管理机制，确保有专业管
理人员参与并使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
互通有无。

提升教育质量

政府应为普惠性民办园教师提供
一定的培训与继续教育机会，对普惠
性民办园不同级别、职称的教师提出
相应的培训时数要求，以确保幼儿园
每年都能为全体教师开展幼师综合素
质与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培训，以此不
断提高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水
平。根据不同等级的教师提出不同培
训要求，如普惠性民办园与部分附属
园等教育质量不高的，就需要在幼师
培训活动上予以细化，并编制一套统
一标准的幼师培训课程。对于区、县
等地的幼儿园教师培训，需要专家对
学前教育理论进行讲解的需求性更
大，特别是针对改变家长传统观念以
及进行家访等幼师培训内容。与公办
园相比，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技术是普
惠性民办园更希望获得的。对此，政
府应结合不同类型的幼儿园需求与不
同标准等级的教师来明确幼师所应掌
握的核心知识与技能。

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
律，制定出全面性的普惠性民办园教
育质量评估体系，引入竞争淘汰机
制，引进一些收费合理、硬件设施齐

全、教育质量高的幼儿园，淘汰那些
为获取政府补助、目的在于盈利的低
质量幼儿园；设立教师教育质量奖励
机制，以增强教师对幼儿园的认同
感，提升其综合素质水平。

打造拴心留人的环境

地方在发展普惠性民办园的工作
中，应设立普惠性民办园专项地方资
金，明确用以扶持普惠性民办园建设
与发展资金在学前教育经费之中占比
的最低标准。各地教育部门应积极争
取政府财政对当地普惠性民办园的扶
持资金，明确政府财政对当地普惠性
民办园具体补贴数额与其在各级财政
投入资金中所占比例，每年将这些补
贴资金按照所规定的时间与数额落实
到位。

同时，应进一步完善与健全普惠
性学前教育教师的职称评定与受聘机
制，提升普惠性民办园教师的社会保
障与福利待遇，使阻碍教师职称评定
与合理晋升的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
效解决。不仅如此，在对教师的补贴
方式上应多样化补贴，例如，政府可
以设立专门针对普惠性民办园教师的
专项补贴，以解决普惠性民办园教师

社保、进修、培训等问题，也可以根
据普惠性民办园等级评定结果以及其
规模大小，给予不同额度的补贴。除
此之外，政府还可以从财政中拿出一
部分资金来提升普惠性民办园教师待
遇，如此不仅能给予各地政府一定的
规范带头作用，还有利于稳定普惠性
民办园师资队伍，提升普惠性民办园
教师这一职业的吸引力。通过设定最
低工资标准，确保普惠性民办园教师
工资待遇与公办园基本持平。

普惠性民办园并非单纯的保教费
优惠就能高枕无忧，只有做到管理到
位、教育质量高、师资队伍优良、办学
经费充足等，才能“惠”及幼儿，“惠”及
家庭和社会，才能找到可持续发展之
路。教育行政部门在普惠性民办园发
展中不能缺位，要做好监督管理、保障
工作，落实好《民促法》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相关普惠性民办园的政策措施，
以更好地指导幼儿园贯彻和落实；要
明确普惠性民办园的认定部门，制定
并明确对普惠性民办园的动态评估机
制，将幼儿园建设、校园安全、配备的
玩具等幼儿园硬件设施等制度化，唯
有如此才能使普惠性民办园得到较快
发展，获得更大范围的普及。

(作者系广西师范学院研究员）

民办园“转普”关键在“质”上达标
杨军

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是园所健康发展
的命脉，而骨干教师又是教师队伍的中
流砥柱。然而，当前幼儿园骨干教师专
业发展却并不乐观，不完善的薪资待
遇、晋升通道狭窄、职业倦怠让骨干教
师缺乏发展动力、职业认同感，年轻教师
再也不愿意向骨干教师学习，不肯埋头
苦干、踏实钻研⋯⋯种种现状，迫使幼儿
园管理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促进骨干教
师专业成长，改变青黄不接的现状。

基于这种现状，我们通过搭建鹰架
为骨干教师培养创设关键事件、帮助骨
干教师走近关键人物，为不同发展方向
的骨干教师提供不同发展空间与成长路
径，满足骨干教师在专业发展道路上的
自身需要。

鹰架理论，又名支架式教学，指学
生在学习一项新的概念或技巧时，通过
提供足够的支援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
教学方法。在实际工作中，骨干教师的
专业发展也需要借助鹰架。因此，在骨
干教师培养过程中，可结合骨干教师自
身不同的教育特点和专业爱好，为其创
设最近发展区，帮助其从现有的发展水
平提升到更高的发展水平。鹰架就是搭
建在骨干教师现有发展水平的前面，给
予支持和帮助，为骨干教师向更高水平
的发展提供支撑，再加上骨干教师自身
努力地向上“跳一跳”，才能突破自身
专业发展的瓶颈。

走出去跟名家学习。针对擅长音乐
领域教学的骨干教师，我们借力南京师
范大学许卓娅教授，分批分期每年派出
10 多名音乐领域骨干教师，赴南京参
加其音乐人才班的晋级学习课程，通过
反复打磨原创课、调整课、克隆课，撰
写研究论文和学习反思，逐渐掌握了音
乐教学的“傻瓜流程”，有效解决了音
乐教学游戏化的瓶颈问题，同时，骨干
教师陆续晋级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
的学习过程，也实现了园所骨干教师梯
队化、差异化的良性发展。

请专家来指导。比如，针对喜爱图
画书阅读研究的骨干教师，我们聘请国
内知名图画书推广人、阅读专家为客座
专家，定期来园指导骨干教师开展图画
书阅读、教学、推广、研究活动。图画
书 《大 问 题》 教 学 活 动 视 频 应 邀 在
2014 全国童书榜新闻发布会现场播
出、故事表演会 《聪明的乌龟》 经验介
绍在全市推广、家长阅读培训、故事爸
妈俱乐部、“带着绘本去游学”系列活
动，让不同水平的骨干教师在自身研究
兴趣和原有水平上，均得到了不同程度
的专业提升和发展。

“压担子”促骨干教师全面成长。
一是对骨干教师加压业务锻炼的担子，
例如：公开课、各类检查推优授课、每
学期组织一次教学示范研讨、每学期精
读一本教育专著、每年发表一篇教育论
文，提升骨干教师的专业水平。

二是对骨干教师适时加压工作管理
的担子，例如：促使骨干教师“内动
力”的发展，要求骨干教师在辐射、引
领其他教师做好业务工作的过程中，发
展自身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人际交往能
力和语言驾驭能力。

“添夜草”为骨干教师提升助力。
园所最大限度上为骨干教师在业务学习
和职业发展上提供优厚条件。一是在外
出学习和培训中多给机会，多提供精
神、物质支持；二是在订阅专业性报
纸、杂志，购买学习书籍方面给予特殊
政策；三是在评优评先、年度考核评
定、职业发展空间上给予优先考虑；四
是在骨干教师或其父母生病时，领导前
去看望，家里有特殊情况时，园所给予
各种物质或精神的帮助和情感激励。让
骨干教师充分感受到自己在教师团队中
备受重视，发展前景广阔而美好，从而
更加坚定自己的成长步伐。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
幼儿园）

骨
干
教
师
也
需
﹃
鹰
架
﹄

冯小丽

管理方略

幼教杂谈

百年老园南京市鼓楼幼儿园掠影，左图拍摄于1925年，右图拍摄于现今。 （资料图片）

南京市鼓
楼幼儿园里，
孩子们在中国
著名儿童教育
家陈鹤琴先生
的 雕 像 下 游
戏。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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