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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管理

新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动力探析
田景正，
余冰杰，
刘 洁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教
育因素共同驱动及国际化和本土化探索的结果。政治动力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幼有所育，把学前教育视为“重大民生工
程”，
不断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经济动力方面，
通过大力发展各种类型托幼机构以解放妇女劳动力并激发社会经济活力；
教
育动力方面在于使学前教育更好地为幼儿全面健康发展服务。为此，国家不断强化对学前教育的“教育管理”、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推进课程改革、改善办园条件等。新中国学前教育在向外学习与立足国情有机统一的历史进程中，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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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forc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TIAN Jing-zheng ，YU Bing-jie，LIU Jie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China's preschool educatio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is achievem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educational factor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and the explor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terms of politics ，we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and
provide preschool education，regard preschool education as a“major livelihood project”，and continue to promote universal preschool
education; in terms of economic，we liberated women and stimulated social and economic vitality by vigorously developing various

types of child-care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education，we made preschool education better serve the overall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And for that，the state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education management”of preschool education，strength⁃
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promoted the curriculum reform，and improved the conditions for running gardens. Preschool educa⁃
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path of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earning from abroad and organically uniting its national conditions.

Key word:the preschool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development motivation;provide preschool education;liberate
women;quality of education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至 2019 年，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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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 83.4%，
学前教育迈入后普及时代［1］。学前
教育兼为教育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从外部看，一个时期学前教育的发展一定
会受到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从
内部看，对教育质量的不断追求是推动学前教育
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学前
教育 70 年来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障。新
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是政治驱动、经济驱动、质
量目标驱动及创新借鉴驱动的共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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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受到挫折，但总体上不同形式的学前教育在不
断发展，学前教育的人民性不断强化，城乡适龄
幼儿基本上免费或低费用进入托幼机构，实现了
学前教育的初步公益普惠。
（二）改革开放 40 年来学前教育全面普及普
惠基本实现
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
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学前教育发展动力
不断强劲。在“幼有所育”目标的指引下，国家对
学前教育进行了全面普及普惠的规划，逐步建立
一、
政治驱动：
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推进学前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教育普及普惠发展
1. 加强城乡协调，
一体推进学前教育普及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成为新社会
“幼有所育”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就是
的主人。以人民为中心，执政为民，为人民谋福
加快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一体推进城乡学前教育
祉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的普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较前期更加关
新中国 70 年来，使教育面向全体适龄幼儿，实现
注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1979 年，中共中央、国
幼有所育，
始终是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动力。
务院转发《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文件，强调办
（一）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间学前教育由面向
好托幼事业“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
工农到初步的公益普惠
现”，要求“大力发展农忙托幼组织”。教育部分
1952 年 3 月，新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法规《幼
别于 1983 年、1988 年、1997 年发布《关于发展农
儿园暂行规程（草案）》颁布。该法规依据“坚持
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
《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
教 育 为 工 农 服 务 ，为 生 产 建 设 服 务 ”的 基 本 方
作的意见》及《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
［2］
针 ，对幼儿园做出了教养幼儿和为母亲外出参
标实施意见》，提出了学前教育普及的目标及推
加生产劳动服务的“双重任务”规定。为了面向
进路径：一是城市要满足群众送子女入园（班）的
工农普遍、平等地发展学前教育，新中国初期采
要求，农村地区先发展学前一年教育，有条件的
取如下具体措施：一是废除旧中国的幼儿园考试
地方要发展好乡中心幼儿园；二是坚持“两条腿
招生制度，采用报名登记，优先录取父母参加社
走路”的方针，农村应以群众集体办园为主［3］。以
会生产劳动，家中无人照顾的劳动人民子女，对
上政策有效地促进了这一时期学前教育的发展。
经济困难的家庭减免保教费用；二是把发展学前
进入新世纪，
为了全面落实
“幼有所育”
，
从根
教育的重点放在工业地区企业部门、机关、学校、 本上改变农村学前教育滞后的状况，我国政府加
及郊区农村，整日制幼儿园幼儿在园时间增加到
大了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力度。在 2003 年国务院
9-12 小时，不放寒暑假；三是取消干部子女幼儿
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的推
［3］
园特殊待遇 。
动下，各级政府进一步重视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发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
展，充分利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富余的教育
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及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劳动形
资源等多种方式加快促进了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
式基本确立，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在动力上由为工
发展。根据《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农服务转向全面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服务，因而
的要求，2011 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共实施了三期
学前教育需要进一步普及提高。对此，1956 年教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农村学前教育得到了
育部印发的《十二年国民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
前所未有的发展，
面貌焕然一新，
农村幼儿入园率
稿）》就提出 7 年内要在农村和城市中发展多种多
大幅提高，
学前教育全面普及逐步落实。
样的幼儿教育组织［3］。1958—1960 年“大跃进”期
2. 把学前教育视为“重大民生工程”，大力推
间，全国各地学前教育也随之“跃进”式的普及。 进普惠性学前教育
此后近 20 年，我国学前教育发展虽在“文革”中一
2010 年，国务院在发布的《关于当前发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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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适时对学前教育属性做出
园，以保障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及社会建设
了“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新界定，指出学前教育
工作。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中共中央、国务
事业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强调发展学前教育
院颁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全国在
要做到两个坚持：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及坚持
三五年内完成“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
［6］
“政府责任”，把普惠性作为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
幼儿园的任务”
。
方向。根据“政府责任”的要求，10 年来，各级政
在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
“单位”是我
府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通过“增”
“改” 国城乡的基本劳动和生活的社会单元，
城市
“单位
“扩”的措施，建设了一大批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
制”
“街居制”和农村社队体系均纳入到了当时的
幼儿园。一方面，至 2019 年，全国公办园数量发 “单位”管理体制［7］，国家治理也正是通过对这些
展到幼儿园总数的 38.4%：另一方面，经过连续实
不同性质
“单位”
的管理得以落实。在这样的背景
施两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至目前，普惠性幼儿
下，
“单位制”是这一时期发展学前教育的基本机
［4］
园覆盖率已经达到 76% 。另外，为了从底线上
制，即发展学前教育成为一个个基层“单位”内解
保障学前教育普及普惠，2011 年教育部、财政部
除每一个家庭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后顾之忧的责任
印发《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根据
和动力。
“单位”式学前教育成为这一时期学前教
该文件要求，全国各省市区均相应制定了学前教
育发展的基本特征。这样，通过各机关、部队、学
育资助制度。2012—2019 年全国共计资助在园
校、
厂矿、
企事业单位、
城市街道、
农村社队等不同
［5］
幼儿 4989.15 万人，资助金额总计 560.36 亿元 。 类型的基层
“单位”
自行投入建设管理本单位学前
人民群众对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要求己基本上
教育机构，最大限度地解除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劳
得到了满足，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优质均衡发展取
动的后顾之忧，
有效地释放了家庭劳动力。
得新的进展。
（二）改革开放后 30 年市场力量发展学前教
育：
释放企业发展活力
二、
、经济驱动：
：学前教育由解放妇女劳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
力到释放经济活力
确立，
“单位”制的社会服务形态逐步让位于社会
从学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考察发
化服务形态。与之相应，高度计划经济时代的单
现，新中国 70 年来，学前教育同时扮演着经济客
位主体发展学前教育的动力机制逐步转换为市
体与经济主体角色。所谓客体角色，指新中国 70
场化动力机制。学前教育于是由“单位制”、福利
年来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及经济运行方式影
化走上了社会化的办园之路。
响和制约着学前教育的发展程度及其方式。而
1979 年国务院转发的《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
经济主体角色指学前教育机构作为社会经济生
要》首次明确提出了托幼事业的社会化方向。之
活的一个部分，它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为经济发
后，198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幼儿
展服务的作用。
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学前教育事业“依靠国
（一）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制学前教育：解放
家、集体、公民个人一起来办”，社会化办理学前
妇女劳动力
教育构架逐步明晰，公民个人逐步成为发展学前
新中国成立后，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恢复
教育主要力量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社
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调动全社会力量参加社会
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单位
主义建设。其中，就必须让广大妇女走出家庭， 将 作 为 独 立 的 盈 利 实 体 按 照 市 场 经 济 原 则 运
参加各种社会生产、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充分
作。这样，养老、托幼、办学等非经济功能机构的
发挥她们的“半边天”作用。从国家建设的要求
剥离成为当务之急，目的在于减轻国有企业和国
看，解放妇女劳动力自始至终是普及发展学前教
家财政负担，以最大的力度保证经济快速发展和
［8］
育的基本动力，这就要求建立大量的托幼机构来
转型。于是，国企幼儿园纷纷“关停并转卖”
，
照顾婴幼儿以解除广大妇女后顾之忧。1956 年
1993 年至 2002 年间，国企幼儿园总数由近 2.8 万
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
所减至约 9500 所［9］。学前教育发展的动力系统
问题的联合通知》明确强调要增加托儿所和幼儿
也由单位、街区、社队的“老三方”转变成社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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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政府“新三方”，其中社会资本投入、家庭投入
逐渐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2003 年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指导意见》提出以社会力量作为发展学前教育的
主体，这标志改革开放后 30 年间我国学前教育社
会化、市场化办园动力机制形成。
新的学前教育发展动力机制引导了社会资
本的大量投入，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财政负
担，促进了民办幼儿园的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
政府部门办园为示范，社会力量办园为主体的学
前教育发展局面。一方面，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解
决了由于公办园有限而导致学前教育资源匮乏
的难题，从增量上对提高幼儿入园率提供了条
件，市场的优胜劣汰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幼儿园间
质量的竞争。但是，另一方面，在教育市场化的
背景下，学前教育正走向“非教育”甚至是“产业
［10］
化”
，这不仅消解了学前教育作为公共事业的
价值信念和道德追求，还滋生了种种社会不公。
随着“入园难”
“ 入园贵”及学前教育“小学化”现
象不断严重，客观上倒逼政府思考如何引领学前
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质量目标驱动：不断促进学前教育健
康优质发展
新中国 70 年学前教育的发展首先是学前教
育规模的发展，以保证“幼有所育”的逐步实现，
并能服务家庭、解放妇女劳动力、为社会经济发
展服务。同时，学前教育发展更是持续推进学前
教育质量，使学前儿童不断享受优质教育的过
程。如果说政治和经济驱动学前教育发展分别
为学前教育的政治性质和经济属性所决定，那
么，不断提升教育质量是学前教育对“教育本性”
的必然追求。在质量目标驱动下，新中国学前教
育在发展中不断强化教育管理、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优化办园条件和推进课程改革。
（一）不断强化学前教育的
“教育管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前教育的管理体制
经历了“教育管理”
—
“社会管理”
—
“教育管理”
的
过程，显示不同时期国家对学前教育质量的关注
状况，
折射出质量目标驱动学前教育发展的图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初步确定了学前教育的
“教育管理”体制，为新中国学前教育管理奠定了
基础。1949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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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初等教育司下设置幼儿教育处，显示出对发
挥学前教育的教育功能的高度重视，这种情况持
续到 1960 年学前教育处撤销。这一时期对学前
教育的“教育管理”主要体现为：一是在管理体制
上，国家对于学前教育的规划与推进主要由教育
部牵头实施；二是在对学前教育事业规划中把学
前教育质量放在重要地位。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学前教育“教育管理”
的弱化时期。在管理体制上，教育部学前教育处
被撤销，国家主要从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层面
对学前教育进行规划和管理。学前教育机构由
城乡各主办单位建设、管理和考评，其社会服务
功能被放大，学前教育专业化大打折扣，有组织、
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大为削弱。1979 年《全国托幼
工作会议纪要》依然称学前教育事业为“托幼工
作”，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成立托幼机构领导小
组，对学前教育主要采取社会综合管理，而不是
专业化的“教育”
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学前教育的“早期教育”功能
取向凸显，学前教育发展中的“教育”管理意愿不
断强烈。一是 1978 年教育部恢复设立幼教特教
处，并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设立“幼儿教育
研究室”；二是国务院 1987 年确定了教育部门在
学前教育发展中的主要管理责任；三是绝大多数
的学前教育发展规划的文件由教育部单独或牵
头颁布，质量目标驱动学前教育发展的作用日益
明显。2010 年以来，学前教育公益性和教育性进
一步成为社会共识，教育质量作为学前教育发展
动能更为强劲。
（二）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为了保障学前教育质量，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对幼儿园教师在知识化和专业化方面已经
有了初步的要求。1951 年，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
和师范教育会议讨论的《幼儿园工作人员服务规
程》中就提出了幼儿园教师应具有初中毕业的文
化水平，且受一年以上幼儿教育专业训练的要
求［11］。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采取两大措施有
力地推进了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一是出台幼
儿园教师配备标准，要求配齐配足幼儿园教师。
1979 年 教 育 部《城 市 幼 儿 园 工 作 条 例（试 行 草
案）》对全日制及寄宿制幼儿园班级教养员、保育
员提出了明确配备要求，2013 年教育部专文发布
《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规定全日制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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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每班要配备 2 名专任教师、1 名保育员（或配
为本、师幼互动、注重培养幼儿学习品质成为幼
备 3 名专任教师）。二是通过大力加强职前培养
儿园课程实施的基本要求。
和职后培训，不断提升幼儿园教师职业素养。至
四、借鉴与创新驱动：学前教育的国际化
20 世纪 90 年代，全国范围内幼儿园在岗教师学历
与中国特色
一般达到了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的文化业
新中国 70 年来的学前教育是一个在开放中
务水平。进入新世纪，对幼儿园教师要求逐步向
不断学习、借鉴吸收外国经验，并根据各个时期
专科以上高学历、专业化方向推进。2012 年《幼
的本国现有基础和社会发展要求，充分发挥自身
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颁行，标志我国幼
优势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过程。在向外学习和
儿园教师队伍建设进入专业化发展新时代。
基于本土实际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
（三）幼儿园办园条件逐步改善
学前教育发展之路。
办园条件是保障幼儿园保教质量的物质前
（一）博采众长，
借鉴国外经验发展我国学前教育
提。办园条件包括办园经费、幼儿园园舍场地、
70 年来向外学习分为两个时期，即新中国初
规模与班额、设备设施以及玩教具图书等方面的
［12］
期的学习研究苏联学前教育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
条件状况 。不断改善办园条件是新中国 70 年
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表现。1952 年，教育部《幼 “面向世界”广泛全面的学习时期。新中国初期
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就要求幼儿园做好各种园 “以俄为师”，向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的苏联学习，取得了很大的成效。20 世纪 80 年代
内设施、活动场所、玩教具的配备。改革开放以
在
“三个面向”
教育方针指引下，
全面全方位
来，国家把办园条件纳入规范办园的要求之中。 以来，
的向外国学习。在学习研究对象上，既包括向美
1989 年 国 家 教 委 颁 行 的《幼 儿 园 工 作 规 程（试
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学习，也包括注意研究
行）》对幼儿园园舍、设备做了细致的规定。1992
印度、
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有益经验；
在学习内容
年，国家教委发文《幼儿园玩教具配备目录》，要
上，
涉及学前教育政策、
课程教学、
教师队伍建设、
求幼儿园对照《目录》不断改善办园条件。进入
办园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
在学习方式上，
有如走
新世纪，优化办园条件成为我国学前教育内涵发
出去实地全面考察美国、
日本、
欧洲国家的学前教
展重要指标。
《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
育，专题考察意大利瑞吉欧教学法、新西兰的“学
见》
（2010）及《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习故事”
、
欧洲的奥尔夫音乐教学、
森林幼儿园等，
的若干意见》
（2018）等文件不断强调要加强对幼
也有引进来开展蒙台梭利教学法、高瞻课程试验
儿园玩教具、幼儿园图书等的配备与指导，为儿
等。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40 年的向外学
童创设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
习，我们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比较视野与国
（四）学前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化
际化水平已经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学前教育课程是保证学前教育质量的基
（二）开展本土研究，
打造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
础。新中国 70 年来，我国学前教育课程改革与学
我国学前教育不仅注重向外国的学习、将国
前教育发展相伴而行。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
外先进理念引入中国，同样重视从传统文化及学
段时间，学前教育课程建设以俄为师，采取分科
前教育发展变革的本国基础、本国优势中寻求学
教学，对学前儿童实施全面发展教育，奠定了新
前教育发展之路，使国际经验融入到国情之中，
中国学前教育课程教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在
创造性地打造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70 年来我
“三个面向”
“素质教育”等教育观念指导下，学前
国学前教育开展了丰富多样且行之有效的本土
教育课程改革进一步深化，西方国家代表性课程
实践，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发展范式。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教育部先后颁布的《幼儿园
1. 公办园与民办园并举
教育纲要（试行草案）》
（1981）
《幼儿园教育指导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向苏联学习时，就
纲要（试行）》
（2001）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根据国情采取公民办并举发展学前教育的方
南》
（2012）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学前教育课程建设
的标志性成果。综合课程、活动课程、生活课程、 针。1951 年 8 月，教育部在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
教育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上提出“鼓
主题课程在幼儿园课程实践中扎下根来。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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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私人办幼儿园并加强领导，做到公私兼顾办
育 性 与 社 会 性 功 能 相 统 一 的 任 务 ，即“ 双 重 任
园 ”及“ 重 视 群 众 团 体 来 推 动 和 改 善 幼 儿 教
务”
。1952 年，
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
［13］
育”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在计划经济体
案）》中对幼儿园任务规定为：一是根据新民主主
制下，我国学前教育实际上处于一种“单位”式
义教育方针教养幼儿，
使其身心获得健全的发育；
“公办园与民办园并存”局面。政府机构及事业
二是幼儿园作为一个幼儿生活的机构，为母亲有
单位办理的学前教育机构是公办园；厂矿、街道
时间参加政治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服
和社队等“单位”所办理的学前教育机构是这一
务。但在具体实施中，改革开放前 30 年间，我国
时期的“民办园”的主体，当时的民办园即为集体
学前教育更多的表现出解放妇女劳动力和服务家
性质的学前教育机构。这种“单位”式“公办园与
庭的“社会性”功能。因而，这一时期国家的有关
民办园并存”学前教育在当时有效解决了人民群
文件中更多的把我国学前教育称之为
“托幼事业”
［15］
众参加生产劳动的后顾之忧。
“托儿组织” ，
认为应“办理寄宿制幼儿园”
和“办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至新世纪初的 20 年间， 理季节性幼儿园”
为母亲外出参加生产劳动服务，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深入推进的背景
指出
“办好托幼事业是党和国家关心群众疾苦，
调
下，
“公办园与民办园并存”发生了“主导主体”的
动职工，动员大干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个主要方
深刻变化：一是“民办园”逐步向“私立园”或“个
面，
是妇女彻底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
是社会主义
［3］
体经济”园演变，也就是说，从办园主体看，
“民办
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
园”原有的办园主体的“集体”法人逐步为“个体” 国学前教育不断提升“教育性”政策，加强了教育
法人所取代，支撑“民办园”原有的“集体经济体” 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推进。这一方面是适应我们
逐步为“个体经济”或为“个体经济”的联合所取
国家工作中心的“经济建设”转向的要求，同时也
代；二是在学前教育结构上出现了“公退民进”和
是对世界范围重视早期教育，特别是重视早期智
“公小民大”现象，即民办园占比不断增大，公办
力开发趋势的回应。因而，这一时期学前教育的
园长期没有发展但发挥着质量的“骨干和示范” “教育性”样态明显，国家相关文件从名称到内容
作用。据统计，至 2009 年，民办园在学前教育结
要求把学前教育工作主要放在学前教育的规范
构中占比近三之二。
化、
科学化的发展和要求上，
重视教师的专业化发
2010 年以来，各地依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
展等。2010 年以来，
国家把学前教育定位为
“重大
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坚持“政府
民生工程”
“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来强调其重要
主导”下的“公民办并举”，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 性。可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学前教育社会性功
建设“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通
能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过三期“学前三年教育行动计划”实施，
“ 公民办
3. 公平性与多样性统一
并举”展现出学前教育普惠化样态：一是通过“新
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学前教育，公平性是其
改扩”等措施大幅度提高了公办园的比例；二是
基本特征和要求。但长期以来，我国基本的国情
较好地引导了民办幼儿园向普惠性转变，并逐步
是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这就决定了需要
［14］
建立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运行制度 。新时代
采取多种途径、
多种形式发展学前教育，
即通过多
的中国学前教育展现出新的面貌。
样性来实现其公平性。这种多样性在学前教育办
2. 教育性与社会性结合
园类型上包括公办与民办，形式上包括正规与非
与我国其它各级各类教育相比，学前教育机
正规的学前教育，
体现了学前教育样态的丰富性。
构“教育性和社会性结合”特性更为明显。新中
新中国成立初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我国学前
国 70 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始终既作为教育事业的
教育发展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多样态。从学
重要组成部分，对适龄儿童实施科学的早期教
前教育类型看，包括托儿所和幼儿园。从举办主
育，又作为社会服务机构扮演着解放妇女劳动力
体看，
包括机关、
部队、
学校、
工矿、
企事业单位、
农
和服务家庭的角色。但在不同时期，学前教育的
村社队、甚至个体等全社会力量。正是因为全社
教育性与社会性功能体现的侧重点不同。
会动员，各尽所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新中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就明确了学前教育教
国初期的一二十年间，
学前教育快速发展，
较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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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职工群众的托幼需求，做到了初步的普及普
惠。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推进，
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
国家
动员和依靠包括个体经济的社会各方面力量，多
渠道，多种形式发展幼儿教育事业。在这一背景
下，
我国学前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加快，
学前教育形
式更加丰富。除了快速发展的民办园出现多种多
样形式外，
公办园也出现了公民办合作办园形式，
包括公建民营、
名园办分园、
委托管理、
民办公助、
［16］
购买服务、集团化运营、股份制办园等 。另外，
社区有小区配套幼儿园、
社区办园点、
学前儿童看
护点等多种形式；
农村则办理乡镇中心幼儿园、
小
学附设幼儿园（班）、大村独立园，小村间联合办
园，人口分散地区举办有流动幼儿园、季节班、巡
回辅导站、
游戏小组、
流动大篷车等多种形式。正
是这些多样化的形式，
因地制宜的发展学前教育，
尽可能使更多的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保障学
前教育的公益性。

五、结语
学前教育机构是儿童入学前的社会机构，它
兼有服务家庭和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实施早期教
育、为推进社会公平打基础等多种社会功能。在
新中国学前教育 70 年的发展历程中，政治驱动是
主线，以人民为中心、
、幼有所育是发展学前教育
的根本目标。正是基于这一根本性的政治要求，
我国不断推进学前教育发展，使学前教育由新中
国 初 期 的“ 一 穷 二 白 ”走 向 了 现 代 化 的 普 及 普
惠。新中国不同时期学前教育的发展还明显地
体现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驱动。在改革开
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各经济单位之所以普遍办
理学前教育机构，其目的在于解决本单位职工的
后顾之忧，以有效地释放家庭劳动力，致使这一
时期的学前教育机构“托幼”性质和福利特色明
显。而新世纪前后 20 余年的社会化发展学前教
育，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深入推进的客观
反映。学前教育发展的质量目标驱动来自于国
家对学前教育阶段“教育价值”的不断认同，即认
为早期教育对于人一生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
响，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关键时期。改革
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质量目标驱动学
前教育发展突出，学前教育发展中的规范性、科
学性、专业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新中国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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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是在开放中推进发展进程的，
“ 借鉴与创
新驱动”使 70 年来的学前教育发展做到了向外学
习与立足国情的有机统一，成绩斐然，学前教育
的中国特色发展之路不断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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