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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型幼儿园：
特点解读及价值探析
杨秋冰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
小微型幼儿园作为学前教育的一种特殊供给方式，
不仅丰富着我国的学前教育体系而且有助于缓解
“入园难、
入园贵”
的
社会现状。通过对小微型幼儿园存在的必要性和独到的优势与不足进行解读，
希冀有助于公众全面客观认识小微型幼儿园这一
新兴事物。最后根据现实情况从多个利益主体角度提出相关的建议思考，
为小微型幼儿园的健康生存和发展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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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Kindergartens: Characteristic Interpretation and Value Analysis
YANG Qiu-b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As a special supply mod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icro-kindergartens not only enrich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but also help alleviate the social situation of“kindergarten crunch”. By interpreting
the necessity, uniqu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icro-kindergartens, it is hoped that the newly-emerged
micro-kindergartens can be understood fully and objectively by the public. Finally,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it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so as to gather
strength for the healthy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micro-kindergar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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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使得人类的活动空间活动
内容在深度、
广度上都得到了远超想象的拓展，
人类
生活、
文化和经济等日新月异，
社会多元化正在成为

一、小微型幼儿园应运而生
（一）小微型幼儿园的定义

二十一世纪的代名词，
社会多元的程度前所未有。社

什么是小微型幼儿园呢？字面上看，
即规模小微

会文化经济的多元必将带来教育的多元与创新，
小微

的幼儿园。对于办园规模较小的幼儿园各地官方均

型幼儿园也由此应运而生。其次，
“入园难、
入园贵”

有规定，
但名称并未相同。先行者北京市2017年就开

等社会现状和多元利益主体的需求更是对小微型幼

始尝试“社区办园点”，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则是在

儿园的出现
“推波助澜”
。正因如此，
小微型幼儿园作

2018年发布《天河区微小型幼儿园开办工作指引》，
规

为新时代一种独特的幼儿园，
区别于标准化、
机构化

定在符合要求条件下，允许一个班的微型幼儿园注

的公办园，
也有别于一般规模化、
普惠性的民办园，
目

册，
让符合条件的民众可以开办
“家门口幼儿园”
。福

前正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和重视。不过小微型幼儿园

州市鼓楼区几乎与广州市天河区同步，
同年出台《福

的
“面纱”
仍未完全揭开，
对其进行价值探析和全面解

州市鼓楼区鼓励民间资本举办社区微型精品幼儿园

读具有重要价值。

工作指引》。随后，
2019年成都市教育局提出：
成都市

收稿日期：2020-03-18；修回日期：2020-03-25
作者简介：杨秋冰，
女，广东潮州人，温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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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借鉴北京市、广州市等地经验，
探索制定微型幼

一部分的小微型幼儿园通过自身优质的教学质量取

儿园(办园点)设置标准，
可利用既有建筑举办公办幼

得一定的成就，
它们有的成为全国闻名的特色园、
有

儿园附属办园点。同一年深圳市教育局也出台幼儿

的被称赞为学前教育的创新园、
有的则让家长为了孩

中心（即小微型幼儿园）的相关设置标准，办学规模

子入园举家搬迁幼儿园所在的城市。正如人类社会

不设下限，由审批机关根据场地面积核定具体办学

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 所说“永远不要怀

规模。

疑，一小群有思想、有责任心的公民能够改变世界。

综合各地对小规模学前教育机构的探索和文件
规定，
本文所讨论的小微型幼儿园拟采用广州市的定

事实上，
这是确实会存在的事情”［3］52 。我们期待着小
微型幼儿园有朝一日在学前领域大放异彩。

义，
即
“微小型幼儿园是指办园规模较小的全日制幼

3.小微型幼儿园与普通幼儿园

儿园。办园规模在 5 个班及以下、
入园幼儿在 150 名

一直以来国家对普通幼儿园的占地面积、
办园规

及以下。办学许可证有效期限设定为4年” 。
［1］

（二）小微型幼儿园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探析

模和硬件设施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创建一所新的
普通幼儿园对大众而言无疑是困难的。而小微型幼

1.小微型幼儿园与幼儿及家长

儿园作为新时代独特的幼儿园，其办园要求不同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幼有所育列为一项重点民

往，
改变以往对办园规模和场地面积的僵化规定，
通

生工程。幼有所育已经成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重

过
“两放宽两提高”
即放宽办园规模和占地面积、
提高

要民生事项，
能否实现幼有所育，
关系到广大人民群

教师学历和监管要求来造就
“小而精，
小而美”
的幼儿

众的切身利益，
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学前教育

园［4］。办园要求的改变宛如为小微型幼儿园的创建

的满意度［2］。小微型幼儿园异军突起，
为实现幼有所

“发放绿卡”
，
便于创建新园所。其次，
小微型幼儿园

育注入新新力量，
有利于解决每个幼儿都有园可入有

小园小班，
在实际中更能做到以儿童为本、
实行个性

学可上这一难题。对家长而言，
“全面二孩”
新形势下

化的教学，
满足多样化、
灵活性的教育需求。经济学

加剧了
“入园难、
入园贵”
的现状。小微型幼儿园的独

家舒马赫（E.F.Schumacher）在经典著作《小的是美好

特存在为家长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使人民能更好地

的》中倡导以人的需求为度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

行使教育选择权，
满足儿童和家长的多样化、
个性化

小微型幼儿园可以说是以人的需求而出现的社会产

需求，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入园难、
入园贵”
的民

物。最后，
有竞争就有压力，
小微型幼儿园的存在有

生难题。其次，
小微型幼儿园满足不同层次家长的需

望为普通幼儿园反向助攻，
迫使普通幼儿园不断提升

要。对普通消费者而言，
小微型幼儿园解决了孩子就

自身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近入学的现实困难；
对中高消费者，
家长选择小微型

4.小微型幼儿园与社会

幼儿园更多是希望能针对孩子的个性，
寻求契合自身

未来学前教育发展的方向——鼓励地方学前教

教育理念的新尝试。再次，
小微型幼儿园办园形式多

育制度创新；
实施分类管理，
降低门槛，
开放小微幼儿

样、
管理灵活、
时间宽裕，
有利于不同类型家长需要及

园、
儿童中心的注册［5］。小微型幼儿园的出现正是学

选择。相信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入园难会逐渐得

前教育制度创新的体现之一，
体现了社会多元化的呼

到缓解，
届时幼儿园的质量和个性化将进一步成为人

声和进步的需求。正如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与社会科

们关注的重点，
家长追求的将会是入好园入理想园而

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教育蓝皮书：
中国教育发展报

非简单入园。

告（2019）》所指出，小微化、生活化、社区化是世界学

2.小微型幼儿园与教育人士

前教育发展的主流取向。其次，
小微型幼儿园符合生

小微型幼儿园“放宽办园规模和占地面积”
及其

态效应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把发展教育的条件、
形式

他政策条件为富有教育理想的人士提供了“一方净

和它的目的、
效果统一起来考虑。第三，
其兴办主体

土”
，
将会有更多的教育人士投身于此实现自己的教

多元，
调动了多方面的积极性，
吸纳社区人员就业，
吸

育理想。这些教育人士大部分为教育工作者或家长，

引社会公众关注与支持，在全社会树立儿童优先意

或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或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

识，对于普及科学育儿观念和方式都是非常有帮助

有优质的教育而选择创办小微型幼儿园，
如北京的日

的。最后，
小微型幼儿园的出现为社会提供了另一种

日新学堂 、
北京的李跃儿巴学园 、
大理的云朵幼儿

“声音”
，
吸引着大众的眼球，
丰富着我国的学前教育

园 等。这些教育人士坚持对教育的热爱，
坚持创新，

体系，是推动整个学前教育服务质量上升的有力抓

即使面对艰难困苦的环境也不轻言放弃。目前已有

手。同时展现了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姿态——
“一个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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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

二、小微型幼儿园的独到优势④
（一）规模面积和师资监管
“均向好”
1.规模面积
“两放宽”

3

了更多的机会［10］。师幼比例高还有利于教师走进每
一个幼儿，
拉近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
营造一种温
馨家人感，
建立良好的师幼依恋，
实行有情感、
人性化
的教育。
第二，
教师坚持以儿童为中心。小微型幼儿园的

首先，
办园规模小。小班小校是世界各国现代教

教师用实际践行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为儿童

育的基本特征，
是教育现代化外在的形态，
是实现高

营造最佳学习环境。儿童的最佳学习环境是他们与

质量教育的基本追求

。小微型幼儿园办园规模设

成人和同龄人建立尊重和信任关系的环境 ［11］ 。首

定在5个班及以下，
与普通幼儿园6-12个班的规模设

先，
教师尊重儿童是独立的个体，
相信孩子有能力解

定形成差异和错位，办园者将不再受限于“6 个班以

决生活中的问题。提供机会给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照

上”
规定的影响。同时规定收托幼儿（3-6 岁）数量设

顾自己服务自己以及自我解决生活的人际冲突。其

定在 150 名及以下。其次，
占地面积小。在满足生均

次，
教师尊重儿童的选择，
儿童可以践行自己的选择

建筑面积不小于 7㎡、户外活动面积 3㎡要求的前提

权。在园里孩子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吃午饭、
和谁坐一

下，
取消了生均占地面积限制，
小微型幼儿园不再受

起吃、
是否午睡、
是否参加集体活动等，
当然权利是建

限
“生均占地面积不小于 10㎡”
的规定。这一规定使

立在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上。再次，师幼之间平等温

办园者不再受限于生均面积，
有利于扩大办园群体，

馨。幼儿与教师之间多是以亲昵的别号相称，
实际观

吸引众多有识之士投身学前教育。

察中常能听见
“佳佳（佳佳是老师），
你快来看看这个

［6］

2.师资监管
“两提高”

是什么？”
“佳佳，和我们一起玩……”。老师们也从

第一，
师资配备要求高。幼儿教师是学前教育质

不用所谓的号数称呼孩子，都是叫孩子们的小名或

量的核心，
各国都视幼儿教师的资质与专业素质、
工

名字。从教师和学生的角度来看，取消学校的正式

资与福利待遇、
在职学习与培训等为保障幼儿教师质

头衔反映了师生内在关系的深度和师生之间合作的

量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或法律予以明确

深度 ［12］ 。同时教师接纳与共情幼儿的情绪与问题，

规定［7］。小微型幼儿园规定每班至少配备1名本科及

与幼儿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以上学历教师，
从教师资历上保证小微型幼儿园的办

2.自由丰富亲自然

学质量。第二，
监管要求严。安全管理方面，
要求幼

户外游戏对儿童的身体、
认知、
情感、
社会性等的

儿园制定安全事故预防等安全管理制度；
配足配齐满

发展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13］ ，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足消防、安防需要的设施设备，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的重要手段。在实际观察中我们发现，
小微型幼儿园

保教质量方面，
要求小微型幼儿园科学安排课程，
防

严格遵循国家文件的规定，
保证幼儿每天户外活动时

止
“小学化”
倾向，
并在饮食、
运动安排等方面作了具

间不少于2小时。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是幼儿自由游

体要求。

戏的重要时间。小微型幼儿园因为自身场地的限制，

（二）师幼互动和户外活动
“质量佳”

户外活动场地基本都是社区各大场所，
或是林荫小道

1.温馨平等助成长

或是草地沙池土坡或是空旷广场或是娱乐设备区等，

师幼互动是发生在幼儿园一日生活各环节中主

这使得幼儿活动方式往往丰富多变。不仅每日的户

要的人际互动之一,幼儿在互动过程中实现个性化和

外活动丰富，
小微型幼儿园每周都会安排固定的大型

社会化的发展,教师则在互动过程中实践专业技能,发

户外活动，
或是带领孩子去爬山或是去公园写生或是

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

去超市购物或是去探寻古城或是……当然这些都是

［8］

，
越来越多的国际证据表明，

在早期学习环境中，
高质量的师幼互动是儿童学习和

建立在幼儿的兴趣和课程的生发上。同部分普通的

发展的关键因素

幼儿园相比，小微型幼儿园的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

［9］

。研究发现小微型幼儿园师幼互

动的质量较高，
究其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动时间，
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不同年龄、
生活习惯和信

第一，
班级规模小，
师幼比例高。小微型幼儿园

仰的人，也拥有更多亲近自然的机会。自然化的户

的师幼比普遍高于 1：
9，
明显高于普通幼儿园的师幼

外幼儿环境是孩子们可以重新获得他们与生俱来的

比。较小的班级规模有效减少了教师持续跟踪幼儿

神奇力量的地方，通过在自然界中探索和发现获得

个体发展的工作量，
这降低了教师有效实施个别化教

乐趣，同时获得以他们独特的体验方式成长和学习

学的难度，
为教师根据幼儿兴趣和能力因材施教提供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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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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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共育。为保证家园共育的顺利实施，
首先应重视家

1.空间教育引深思

园沟通，
消除家长和教师的教育分歧，
然后在此基础

人一出生就生活在时间和空间长河之中，
时空于

上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提升家园共育的质量，
促进幼

人犹如空气。空间不仅是物质性的，也是非物质性

儿健康和谐发展［18］。小微型幼儿园的家园沟通同样

的，物质性的空间隐含着非物质性的空间教育。安

是做得较出色的。关于幼儿的各种资讯教师与家长

全、
舒适、
亲近的空间感是教师与幼儿、
幼儿与幼儿之

均有多种形式的交流，
观察发现多在接园和离园期间

间好的教育体验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

。小微型幼

进行口头交流，
交流时间稍长氛围轻松愉悦。深入了

儿园具有较好的空间感，
为教师和幼儿提供好的教育

解发现教师不仅同家长交流幼儿咨询，
同时还会分享

体验。首先，小微型幼儿园教室规模较小，但正如

彼此教育观念，
有时甚至会闲聊琐事，
如此才有家长

Francis J, Barnett W S在研究中所发现的：
与普通规模

在谈及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时说
“对于我来说，
更像是

教室中的儿童相比，
小型教室里儿童与教师进行的有

朋友之间的关系”
。家长与教师的关系和谐融洽为家

质量的一对一互动更多

，可见空间的大小影响师

园共育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
幼儿园积极开展各种

幼互动质量。其次，
小微型幼儿园的空间虽小但没有

家园活动，
读书会、
节日活动、
郊游活动、
家长助教、
定

一成不变的空间设置：
儿童集体活动没有固定位置、

期家长一对一面谈等，
积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小组活动没有固定小组和位置、
日常进餐可以自由选

通过多种形式让家长了解幼儿园教育理念，
唤醒家长

择餐桌位置、
午睡亦没有固定位置。没有固定的空间

参与意识，
帮助家长从更专业和科学角度理解幼儿的

意味着儿童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与教育体验，
有利于为

发展和教育。

［15］

［14］

幼儿的自我活动和创造性活动提供空间和条件；
进一

2.大小互助齐成长

步体现了儿童不仅仅被空间塑造，
更以自身的个体性

小微型幼儿园由于规模较小，
大都采用混龄教育

塑造着空间，
使空间具有生产性，
使空间成为充满生

模式。多项实验和行动研究表明混龄教育对幼儿学

命力的关系空间［16］。但是普通幼儿园中时常都会在

习生活行为习惯的养成、
社会性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

固定的地方上集体活动，
为方便管理一般孩子的位置

义［19］。在小微型幼儿园中就像在
“家”
一样，
爸妈带着

也都是一成不变，
无论是活动还是进餐或午睡，
这实

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一起活动。大龄儿童发挥榜样示

际上是教师高控制权的体现，
容易造成儿童的日常生

范作用，
“以大带小”
如维持活动秩序、
协助弟弟妹妹

活封闭化、
身体姿势规范化，
不应是一个美好童年该

工作；
小龄儿童模仿学习，
同时被鼓励勇于表达自己

有的姿态。

的想法，
也要引导大龄儿童倾听和关注小龄儿童的需

2.自主游戏爱幻想

要，
“以小促大”
培养关心和帮助别人的美好品质。混

“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很快就会
看出来，孩子是热爱幻想、亲近幻想的，而且她们需
要在快速的场景变化中更改时间和地点”

［17］50

。薇薇

安·嘉辛·佩利在《游戏是孩子的功课》一书中用实际

生活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自主幻想游戏之于幼儿的

龄教育为幼儿提供了一个更贴近现实生活的社会交
往环境，
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添砖加瓦。

三、小微型幼儿园的短板不足
（一）硬件设施待完善

巨大魅力。可是，
普通幼儿园的一日课程总是安排得

由于规模和资金等硬性条件的影响，
小微型幼儿

满满当当，
孩子游戏时间较少，
自主游戏的时间就更

园的硬件建设有待完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

少了。相反地，
在小微型幼儿园中，
幼儿每天自主游

先，
小微型幼儿园的日常照料学习和游戏设施设备种

戏时间长，
可选择内容多。当孩子拥有自主游戏时间

类较少，
不过数量人均分配下来还是充足；
其次，
大肌

时，
教室中便会出现众多切换自如的故事场景，
出现

肉活动室内场地不足、
设备器材投放也不足；
另外，
有

许许多多的神奇故事，
如此，
教室的生活才真正变得

的小微型幼儿园只有幼儿的洗手间未设置教师洗手

有趣。人总是渴求自由自主，将游戏的时间还给孩

间，
教师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区。物质环境是幼儿园开

子，
将自主选择的机会还给孩子，
从实际行动出发尊

展教育活动的基本前提，
小微型幼儿园应加大力度完

重儿童。

善硬件建设。

（四）家园合作和混龄合作
“密切化”
1.家园一线协同育
家庭教育是基础，
幼儿园教育是主导，
两者须协

（二）师资培训尚不足
师资培训是目前小微型幼儿园的另一“短板”。
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立园之本，
是学前教学质量

总 3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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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保证，关系到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 ［20］ 。调查

会力量投入，
增加学位供给。其次，
更新办园标准，
灵

中发现受限于现实的经济状况和规模设置，
小微型幼

活处理已经存在许久的无证小微园。严格考察这部

儿园较少开展师资培训，
当然这也与管理者的教育理

分园所的教学过程性质量，
努力将部分优质的无证园

念息息相关。调查中部分教师表示
“平常很少有机会

从
“地下”
转入
“地上”
。因为这些无证园中，
相当一部

可以出去学习培训”
“羡慕在公办幼儿园上班的同学

分是园所建筑规模不达标而无法取得牌照，
但实际中

有那么多的学习机会”
。可见，
小微型幼儿园应加强

其师资水平和口碑评价并不差。第三，
适当加大财政

师资培训，
建立健全教师培训制度，
进一步保障师资

投入力度，
为小微型幼儿园的硬件层面
“添砖加瓦”
。

队伍的质量和稳定。

最后，
建立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

（三）秘密空间须设置

框架和完备的标准体系、
面向不同类型的托幼机构全

秘密空间是儿童独处的空间，
儿童在此放飞自己

面开展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成为国际学前教育发展的

的想象，
体验自己的情绪，
自我反思，
自我认识。秘密

重要趋势 ［22］ 。政府应出台相应的评估标准体系，评

空间给予儿童家一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可惜大部

鉴小微型幼儿园的教学质量，确保提供优质学前教

分小微型幼儿园没有设置专门的秘密空间或者设置

育。这不仅有利于家长辨别学前教育的质量，
更有助

得较为随意。鉴于小微型幼儿园的场地空间较小，
秘

于推动办学机构提高自身质量。

密空间不一定要固定，
可以灵活布置。同时倾听儿童

（三）社会各界望携手互助，助力前行

的需要来进行设置，
尽量做到大小适中，
色彩柔和，
布
置温馨，
相对封闭但也要易于教师监管安全。

四、小微型幼儿园的未来展望
（一）小微型幼儿园自身应清楚定位，扬长补短

小微型幼儿园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
肯定与支持。新闻媒介等可以借助自身的优势为小
微型幼儿园介绍宣传，
有利于大众了解小微型幼儿园
这一特殊的存在，
扩大小微型幼儿园的社会影响力。
社区工作人员可以积极配合幼儿园的工作，
将社区建

小微型幼儿园立足于当前自身的情况，
应该做好

设和儿童教育联系起来，
共建成长社区。如澳大利亚

以下几点。第一，
建立不断自我提升的机制。每所幼

的
“游戏小组”
鼓励多机构合作多元合作，
设置游戏小

儿园应制定园所的质量标准，明晰自己的优势和劣

组会议，
有利于让参加的社区
“外部人员”
能够定期进

势，
有针对性的提高教学质量和机构质量。第二，
保

入幼儿园，并使其能够与幼儿园建立联系 ［23］ 。公办

持并发挥原有特点及优势。做到坚持以儿童为本，
因

园和普通私立园可以同小微型幼儿园进行结对帮扶，

材施教、
保持优质师幼互动及户外活动、
充分灵活利

建立互助研训网络，
形成学习共同体共同学习成长。

用已有空间、
给予孩子充分的自主游戏时间、
保持家

小微型幼儿园应时代要求而生，因独到优势而

园紧密联系。第三，
建立定制化教师培训制度。定制

存，
尤为精微动人心。对幼儿而言，
增加幼儿入园机

化其实质就是个性化，
定制化研训就是依据每位教师

会并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对家长而言，
解决入园难问

的不同需求、
不同特点提供的支持研训模式。老师的

题同时满足不同类型家长的需求和选择；
对教育人士

成长和孩子的成长是一样的，
也需要个性化支持。第

而言，
实现教育理想不再遥不可及；
对普通幼儿园而

四，
倾听儿童的声音，
依据儿童的需要灵活设置孩子

言，
反向助攻迫使普通幼儿园提升教学质量；
对社会

们的专属秘密空间。最后，
提供完善的家庭支持和成

而言，
创新学前教育制度，
丰富社会多元形态。正因

人教育。如定期提供家庭咨询、
家长筹划参与园所活

如此，
我们需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给予小微型

动、
开展儿童和成人共同学习活动。通过对学习项目

幼儿园更多的支持和扶植，
让更多的小微型幼儿园出

的参与、
交付和管理来加入园所发展运营，
并通过与

现，
成为幼儿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成为社会吐

自己和他人的孩子一起工作，
父母们得到成长并且丰

故纳新之
“异军”
。

富他们和孩子的生活方式

。

［21］

［注释］

（二）相关政府部门可出台政策，引领方向
小微型幼儿园作为学前教育新型的供给形式，
目

①北京的日日新学堂创建于2006年，
王晓峰、
张冬青夫妇与

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相关政府部

几位志同道合的家长一起携手共建，
现在具有幼儿园到初中学

门应该出台因地制宜的政策，
引领小微型幼儿园的发

段。

展。首先，政府部门应明确小微型幼儿园的申请条

②北京的李跃儿芭学园创建于 2004 年，
由教育工作者李

件，
可以借鉴各地的要求，
调动多方面积极性，
激发社

跃儿与其先生徐晓平创办的，
现今是国内幼儿教育领域的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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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大理的云朵幼儿园创办于 2016 年，
由教育工作者解红
燕等创办，
常被称为
“创新幼儿园”
。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6, 36(3):
319-331.

④优势和不足都是通过采用美国的《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

［12］ Magadley W, Amara M, Jabareen Y. Alternative educa-

（修订版）》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al Rating Scale -Re-

tion in Palestinian-Arab society in Israel: Rationale and

vised，
以下简称ECERS-R）对广东省惠州市的七所小微型幼儿

characteristic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园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果。

Development, 2019, 67: 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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