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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是学前教育事业改革
和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内容。新中国成
立70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经历了从
简单模仿到规范创新的发展历程，逐步
勾勒出创新多元的新局面。幼儿园课
程每次的变革都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
课程实践模式不断涌现，课程理念不断
孕育更新。

幼儿园课程概念经历了
从消失到复归的演变

我国幼儿园教育的历史已有百余
年，幼儿园课程实践自始至终都是绕不
开的议题。但在我国学前教育政策文
件、学术和实践领域，对幼儿园课程概
念的运用情况不尽相同。幼儿园课程
概念在消失和复归中，内涵也得到了充
实和丰富。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6年修正的
《幼稚园课程标准》中出现了幼儿园课
程一词，这是我国学前教育政策文件中
唯一提及幼儿园课程的文件。在此之
前，往往使用条目、课目等指称课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策文件很少使
用幼儿园课程一词，而各级地方政府出
台的政策文件却时常采用这一术语。
在学术和实践领域，从20世纪20年代
开始，幼儿园课程一词频繁出现成为重
要词语。薛中泰在1920年《中华教育
界》第十卷第五期介绍南京高等师范附
属小学幼儿园的文章中明确使用了“课
程”和“幼儿园课程”的概念，并将课程
与儿童的动作和经验联系起来。陈鹤
琴、张雪门等对幼儿园课程研究和实践
具有重要贡献的教育家，也都曾在出版
的专著、论文中专章论述幼儿园课程。

20世纪50年代，广泛学习苏联学

前教育模式，苏联教学话语占据主流，
课程一词在政策文件、学术界和实践领
域均消失了。1952年颁布的《幼儿园
暂行规程草案》指出，幼儿园教养活动
项目包括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图画手
工、音乐、计算等。幼儿园课程被看作
是各门科目的教学及进程安排，强调系
统知识的授受。20世纪80年代，随着
改革开放以及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深入，
幼儿园课程一词重新回归学术界和实
践领域。1982年南京师范大学赵寄石
和唐淑两位教授在《挖掘幼儿智力潜力
促进幼儿智力发展》一文中重提“课
程”。幼儿园课程这个术语的复归，表
现出幼儿园教育改革开放的多元化，展
现了学前教育的生机与活力。

复归后的幼儿园课程在内涵上依
然囿于学科界定的范围，但新的内涵也
在孕育生成，由强调单一科目转向强调
整体结构，开始关注各科目之间的相互
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以学科界定
幼儿园课程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幼教人
员开始由学科视野转向活动视野，如认
为幼儿园课程“广义是指为实现幼儿园
教育目标而组织安排的全部教育活动，
或指规定的全部教学科目及其目的、内
容、范围和进程的总和”。这种界定虽
未完全摆脱课程即科目的观念，但却扩
大和丰富了幼儿园课程的内涵。20世
纪90年代以来，对幼儿园课程的理解
更是呈现出多样化，幼儿园课程的“经
验说”“活动说”“经验—活动说”开始逐
渐取代“科目说”而占据主导地位。学前
教育领域对幼儿园课程实质的认识，经
历了从“学科”到“经验”，从重视“教育者”
到重视“学习者”的转变。幼儿园课程的
内涵也实现了从分科到综合、从结果到
过程、从静态到动态等的变化过程。

幼儿园课程改革逐渐从
模仿借鉴走向规范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苏联学前教学
中强调系统知识、主张儿童全面发展等
思想的影响，体智德美各方面知识的传
授成为当时幼儿园主要的教育任务，苏
联分科教学模式引入我国。1952年
《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幼儿园暂行教
学纲要（草案）》的颁布与实施，确立了
幼儿园实行学科课程和系统分科教学
的思想。幼儿园形成了以作业和游戏
为主的教学形式，以教师为主导的作业
教学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前教育
的显著特征。1960年以后开始批判苏
联修正主义，幼教工作者逐渐基于本土
情况进行幼儿园课程实践。但是由于
对苏联理论把握不准确，幼儿园课程存
在内容割裂、模式单一等问题，发展偏
离了苏联轨道。

改革开放以来，幼儿园课程进入恢
复改革期，开始由统一化走向多元自主
化。1979年教育部颁布了《城市幼儿
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重新强调幼儿
体智德美的全面发展，规定保教结合，
开展游戏和作业。1981年颁布了《幼
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并根据此
纲要进行教材编写。1983年出版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统编幼儿园
教材。

随着西方儿童教育理论的涌入，幼
儿园课程的多样化发展成为需求。
1983 年“幼儿园综合教育结构的探
讨”、1984年以常识教育为中心的“幼
儿园综合教育”实验，开创了20世纪80
年代幼儿园整体改革的先河。全国各
地迅速展开了主题教育课程、活动教育
课程和发展能力课程等，形成了多种课
程形式并存的格局。1989年《幼儿园
工作规程（试行）》颁布，更是从政策层
面强调游戏价值、关注活动过程、尊重
儿童主体地位，倡导幼儿园课程模式的
多样化。

20世纪90年代后是幼儿园课程规
范创新发展时期。前期幼儿园课程改

革围绕《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的贯
彻和落实展开，经过六年试行，国家教
委于1996年正式颁发了《幼儿园工作
规程》。《规程》中用“活动”“引导”
等词取代了“上课”，体现了课程观念
的转变。90年代中后期的幼儿园课程
改革更加凸显幼儿主体地位，注重课
程内容的整合。

21世纪以来，幼儿园课程呈现出
创新求变多元发展的新局面。2001年
教育部颁发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将原来八方面的教育内容
融合为五大领域，“指导”“帮助”等
词的反复运用，彰显出对幼儿主体地
位、教师主导作用的关注。随着对
《纲要》精神的学习与贯彻，课程改革
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推进，主题探
究活动课程、渗透式领域课程等成为
21世纪本土化幼儿园课程实践的代名
词，均体现出关注幼儿的经验、兴
趣，注重课程情境动态变化等特点。
2012年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的颁布，不仅为教师和家长有效
进行教育和育儿工作提供了指导，也
为新时期幼教改革提供了政策支持。
随后，以江苏省“幼儿园课程游戏化
建设”为代表，新一轮幼儿园课程改
革实践在全国展开，学前教育向着公
益、普惠、有质量的方向发展。

生活化、游戏化、整体性
成为幼儿园课程的核心理念

幼儿园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发展历
程表明，生活化、游戏化和整体性在
幼儿园课程中的远离或趋近，一直是
70年来幼儿园课程研究的重要内容，
尤其是近30年来的核心主题。

发现儿童生命成长的基本逻辑，
站在利于儿童生命成长的立场上与儿
童共同建构幼儿园课程，是学前教育
的基本任务。完整生命的孕育离不开
完整的生活。儿童的生活是整个的，
不该被肢解与分割，这应是幼教工作
者的基本信条。幼儿教育回归幼儿生
活的具体体现是幼儿园课程生活

化。课程生活化不是将课程等同于生
活，其本质在于通过课程，使幼儿在
真实的、可感知的、属于自己的、能
够彰显主体性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
使幼儿的需要、兴趣、潜能得到充分
发挥，使幼儿的生命更具活力，更有
力地成长。

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既是一种理念
又是一种实践，既关注幼儿系统经验
的获得，又强调遵循幼儿天性和身心
发展规律，既要将内容逻辑与生活逻
辑紧密结合，又要将幼儿学习与游戏
有效衔接，让课程的开展充满游戏精
神。强调课程游戏化是为了回应幼儿
园课程实践中存在的“小学化”倾
向、课程异化以及幼儿园教育质量低
下等问题。

幼儿是个整体，身心相互关联，因
此，幼儿园课程也应是整体性的。系统
性的综合课程、横向联系的领域课程，
以及介于两者的中间形态，是当今幼儿
园课程努力的方向。幼儿园课程结构
的完善、课程各部分整体性和联系性的
增强，应成为课程政策与课程改革的重
点。幼儿园课程需要关注不同领域间
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也就是保持幼儿园
课程的自然特性，维护课程中的基本联
系线索，注重不同课程领域之间的有机
联系，实现课程的有机整合。这一整
合过程，涉及课程观念、目标、内
容和资源、实施方法和手段等诸
多因素的整合，最终指向幼儿
的整体发展。整体性强化了
幼儿园课程的特质，是幼
儿园课程的应有之义。

（张帅系南京师范
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博
士生，虞永平系中国
学前教育研究会理
事长、南京师
范大学教授）

幼儿园课程70年创新求变多元发展
张帅 虞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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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发展历程表明，生活化、游戏化和整体性在幼儿园
课程中的远离或趋近，一直是70年来幼儿园课程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近30年
来的核心主题。系统性的综合课程、横向联系的领域课程，以及介于两者的中间
形态，是当今幼儿园课程努力的方向。幼儿园课程结构的完善、课程各部分整体
性和联系性的增强，应成为课程政策与课程改革的重点。

“割稻子喽！”浙江
省义乌市大陈镇中心幼
儿园大班幼儿和教师、
家长一起到劳动实践基
地割稻子。
骆桦 朱雄丽 供图

云南省会泽县第二幼儿园
组织中班幼儿到小乌龙果园开
展“拥抱自然·体验收获”认识秋
天社会实践活动。

马金友 李峻 供图

每天的大课间活动时间每天的大课间活动时间，，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倪家营镇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倪家营镇
汪家墩教学点的幼儿都会准时汪家墩教学点的幼儿都会准时
来玩欢乐风火轮游戏来玩欢乐风火轮游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尹晓军尹晓军 通讯通讯
员员 刘自新刘自新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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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师范·新模式·新探索
——牡丹江师范学院师范教育改革纪实

顶层设计
谋划新师范

（一）坚持“顶层设计、改革创
新、追求卓越”的原则，积极推进师
范教育改革行动

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寻求深
化教师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不断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2018
年，出台了《牡丹江师范学院师范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新师范建设
的理念、原则、目标和任务，并列为
学校一流本科教育改革行动计划之
一。学校成立了师范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设立了师范教育专家委员会，推
进了“五位一体”师范生培养模式改
革，切实提高师范生核心素养，着力
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卓越教
师，积极推动“新师范”人才培养质
量的持续提升。

（二） 坚持“四有”“四个引路
人”和“四个相统一”的好教师标
准，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学校将立德树人作为新师范建设
的目标，以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趋势为

导向，围绕“一践行三学会”的教师
专业素养，秉持“学生中心、产出导
向、持续改进”新理念，反向设计了
师范生培养体系。积极塑造“以师为
荣、以师为本、两代师表”的师范文
化，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
德修身、以德立学。基于OBE理念，
按照“好教师标准”和师范类专业认
证标准科学构建课程体系。以师德体
验活动课程为载体设计师德养成教育
体系，认知、体验、思辨、践行等环
节循序渐进，涵养师德品质，践行高
尚师德。精心设计实践教学体系，设
置了认知课程、实践课程、活动课
程，努力实现“学会教学、学会育
人、学会发展”的毕业要求。

改革创新
构建新模式

（一）“五育”并举，实施“职业
信念+专业知识+教学技能+创新意识+
人文情怀”五位一体的师范生培养模
式改革

职业信念教育：开设“教师职业
道德”课程，通过案例教学、师德养
成教育以及暑期“三下乡”教育实
践、乡村顶岗支教等渠道，树立师范
生热爱教育、终身从教的崇高理想。

专业知识教育：在夯实学科基
础、达到相应专业毕业基本要求的基
础上，开设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
究、教学设计、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

教学技能培养：设置技能课程模
块，包括微格训练、三字一话、教师
仪表、应用写作、研究方法、演讲技
巧、信息技术应用等。

创新意识培养：建设创新性学科
教育实验室，开设中学实验研究课，
推动自主探究式学习，开展创新项目
研究，设置夏令营创新活动课程。

人文情怀教育：设置师范生素质
拓展模块，包括教师伦理、艺术鉴
赏、音乐基础、美术基础、表演基础
以及劳动周、阅读励志书目等。

（二）“三习”融合，构建“统一
模式—强化技能—素质拓展—职业体
验”四年一贯的师范生实践教学体系

坚持“统一训练、统一验收、统
一实习”模式，教育见习实习研习循
环往复，理实融合，每个学期设置

“实践周”，保证师范生教育实践时间
不少于18周。开设“普通话”“规范
汉字书写”课程，为师范生配备习字
小黑板，强化“三字一话”基本功训
练；对钢笔字、粉笔字、课件制作、
说课和讲课等采取技能考核与证书制
管理，不达标者不得参加教育实习。
设立从师技能“五个一”标准，关注
师范生试讲第一堂课、实习第一堂课
和入职第一堂课，培养设计“两案”
的备课能力。开展模拟课堂、演讲比
赛、经典诵读、普通话大赛、教学技
能竞赛等素质拓展活动，提升师范生
综合素养。从大一开始分阶段进行教
育见习，每次见习设立“微主题”，让
学生感知、体会和认识基础教育的运
行机制及不同阶段的教学规律，体验
教师的神圣职责。

（三）广泛开展“校政校”教育合
作，建立UGS“三位一体”的开放式
师范生协同培养机制

牡丹江师范学院签署了多个UGS
教育合作协议，通过共组团队、共建
平台、共同研究、共育人才等合作，
协同开展了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与基础教育学校合作共建了“师
范教育实践基地”“心理健康教育基
地”等，选聘60名教研员、特级教
师、校长等组成了师范教育专家指导
委员会，选聘590余名基础教育名师
组建了师范生培养“校外导师库”，
共同推进小教全科教师培养、学前教
师“驻园培养”等改革。在“双导
师”指导下，通过见习观摩、实习支
教、实践研习以及人文经典宣讲、
科技知识普及、课题调研等活动，
师范生不仅实践了备课、教学设
计、试教、评课、课后辅导、批改作
业等教学环节以及班级管理、班团活
动、心理疏导、个别辅导等管理过
程，而且培养了使命、爱心、奉献的
教师品质。

追求卓越
实施新探索

（一）回归师范教育初心：营造多
元化师范教育氛围，积极培育师表文
化

将校歌列为入学教育内容。由著
名词作家宋青松作词、曲作家刘锡津
谱曲的牡丹江师范学院校歌《神圣的
使命》，词曲对教师职业作出了深刻而
生动的诠释。每年师范生入学即组织
校歌 《神圣的使命》 与革命歌曲学
唱、比赛，传递教师的使命意识，激
励师范生投身教育事业的责任与担当。

注重师范生行为养成教育。从
2018级开始实现了师范生独立班级、
固定教室管理，师范生统一着装，在
规定时间开展晨练、早读、集体进入
课堂、课前10分钟演讲等活动。组织
师范生宣誓仪式和“四无”承诺仪

式，研制了师范生“5+3”达标要
求，印发了师范生成长手册、名家励
志故事和50本经典阅读书目。

深化师范生主题实践活动。组织
师范生开展“学生公益劳动周”“农村
顶岗实习支教”“三下乡”“关注留守
儿童”“普通话推广”“东北抗联精神
宣讲”等主题实践活动，出台了《中
共牡丹江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开展大
学生励志教育综合实践活动实施方
案》，完善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体系，
培养师范生励志成才的家国情怀和奉
献精神。

（二）强化“教师核心素养”教
育：开展师范生“5+3”综合素质达
标活动

每名师范生除了完成课程学习以
外，要求在一至三年级至少参加3个
第二课堂活动，最终达到综合素质

“五个一”目标要求。
每学年学校设定5个主题，二级

学院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安排 5 个主
题。学校设置的活动主题为：三字一
话、诵读演讲、励志教育、师德教育
和乡村支教，利用学团活动及暑期实
践开展。

师范生综合素质“五个一”目标
要求：“树立一种信念”，学生通过研
读名家事迹、观看红色经典视频等，
以红色文化滋养核心价值观，提升教
师职业认同感；“发表一篇论文”，学
生通过参加专业实践活动、专业技能
竞赛、学年论文等，总结实践成果并
发表；“达到一个标准”，学生通过粉
笔字等五项技能验收，做到写一手好
字、设计一节好教案、做一节好课
件、讲一节好课、主持一个好班会；

“完成一项成果”，学生参加专业实
践、课程设计等，完成一项实践成
果；“阅读一个书目”，提出经典阅读
书目 （50 本），每人每月阅读一本
书，完成一个读书报告（笔记），培养
学生厚重的人文素养和豁达的人文精
神。

（三）改革师范教育管理机制：注
重过程培养和素质养成，记录成长轨
迹

改变师范生培养方式，由单一的
专业化培养向多元化发展转变。以培
养教师核心素养为标尺，以学习成
效为导向，为师范生学业加压。以
多元化的实践活动为主线，充分利用
学生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因素，加强素
质养成教育的广度、深度和密度，
培养师范生综合素质，促进其多元化
发展。

改变师范生教育方式，由注重结
果向注重过程转变。关注师范生核心
素养教育，制作《师范生指导手册》，
印发师范生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与考核
大纲、师范生综合素质“5+3”达标
要求、师范生第二课堂活动主题、师
范生必读经典书目、名家故事选编
等，为师范生素质养成提供标准与指
导。分专业分学期印发《师范生成长
手册》，详细安排师范生晨练、早读、
晚自习、集体进课堂、课前10分钟演
讲等日程表，工作日每天技能训练一
小时，周六举办学术报告、组织实践
活动，周日自主训练。各项活动由班
主任、辅导员及检查组成员不定期抽
查。

改变师范教育管理方式，由单一
院系培养向多部门协同管理转变。学
校顶层设计师范教育改革路线图，整
体营造师范文化氛围，教务处、学生
处、校团委、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等多
部门协同参与师范生素质养成教育与
管理，二级学院党政领导及辅导员、
教学秘书、系主任、教学论教师等各
有分工，关注师范生的课堂外、生活
中。学校为师范班级单独配置专职辅
导员和兼职班主任，组建专业导师团
队和检查组，指导和监控各项活动的
实施及效果，每周编发一期师范教育
改革工作简报。

（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授 周传胜
梁中贤 杨敬民 张冬）

师范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动力
源泉。新时代“四有”“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好教师标
准的提出，为我国师范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面对新师范、新
征程、新使命，牡丹江师范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
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卓越教师为目标，以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为重点，以强化实践育人为突破口，实施了“五位一
体”师范生培养模式改革，探索出了一条“新师范”建设的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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