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专业（二年制） 

人才培养方案（2019 版） 

 

 

 

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       

主笔：    谢章勇  马梦晓      

审核：        傅韫华          

 

 

二○一九年八月 



 1 

 

一、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学前教育（670102k） 

二、入学要求 

中等幼儿师范毕业生 

三、基本修业年限 

二年 

四、职业面向 

所属 

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 

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 

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

术领域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和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举

例 

教育体育大

类 

（67） 

教育类

（6701） 

学前教育

（8310） 

幼儿教育教师

（2-09-05） 

幼儿园教师、幼

儿园班主任、保

育员、营养指导

师、教科研人员

等 

幼儿园教师资格证、

保育员证、高级育婴

师资格证、营养师资

格证 

A B C D E F 

五、培养目标与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适应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立足河南，面向全

国各地，培养思想政治素质良好，师德高尚，具有教育情怀，掌

握扎实的学前教育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能够在

幼儿园从事教育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合格教师。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 5 年后在素质、知识和能力方面具有如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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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 

1.素质 

（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

策，遵守教育法律法规；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修养，富有爱心、责

任心、耐心和细心；工作中能勤于学习，不断进取。 

（2）理解幼儿保教工作的意义，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具有

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认同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性和独特性，注重

自身专业发展；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积极开展协作与交流。 

（3）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身体健康，乐观开朗；具有一

定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2.知识 

（1）掌握不同年龄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相关知识，

熟悉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和特点以及幼儿个体之间的发展差异，

在此基础上掌握相对应的幼儿发展策略与方法。 

（2）在区分幼儿园教育和小学教育的不同的基础上，熟悉

掌握幼儿园教育的目标、任务、内容、要求和基本原则；知道幼

儿园课程的综合性特点，在掌握幼儿园主题课程的基本内涵和工

作要求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幼儿园健康、语言、社会等各领域教

育的学科特点与基本知识；掌握幼儿园环境创设、一日生活安排、

游戏与教育活动、保育和班级管理的知识与方法；熟知幼儿园的

安全应急预案，掌握意外事故和危险情况下幼儿安全防护与救助

的基本方法；掌握观察、谈话、记录等了解幼儿的基本方法和教

育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 0-3 岁婴幼儿保教和幼小衔接

的有关知识与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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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艺术欣赏

和表现知识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知识。 

3.能力 

（1）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帮助幼儿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

让幼儿感到温暖和愉悦；建立班级秩序与规则，营造良好的班级

氛围，让幼儿感受到安全、舒适；能够创设有助于促进幼儿健康

成长、学习、游戏的教育环境；合理利用资源，为幼儿提供和制

作适合的玩教具和学习材料，引发和支持幼儿的主动活动。 

（2）具有在幼儿园一日活动中做好保育工作的能力；能运

用疾病预防、安全防护与救助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保护学前儿童

健康发展。 

（3）充分利用与合理设计游戏活动空间，提供丰富、适宜

的游戏材料，支持、引发和促进幼儿的游戏；鼓励幼儿自主选择

游戏内容、伙伴和材料，支持幼儿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游戏，

充分体验游戏的快乐和满足；引导幼儿在游戏活动中获得身体、

认知、语言和社会性等多方面的发展。 

（4）能够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其发展制定阶段性的教育活

动计划和具体活动方案；灵活运用各种组织形式和适宜的教育方

式开展教育活动；活动中，能为幼儿提供更多的操作探索、交流

合作、表达表现的机会，支持和促进幼儿主动学习。 

（5）有效运用观察、谈话、家园联系、作品分析等多种方

法，客观地、全面地了解和评价幼儿；有效运用评价结果，指导

下一步教育活动的开展。 

（6）能与幼儿友好相处、交往、互动与合作，能调动家庭



 4 

 

和社会的幼儿教育要素；与同事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和资源，共

同发展；能初步解决家长在幼儿教养过程中的问题，并利用自身

的专业优势，指导家长开展优质的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7）主动收集分析相关信息，不断进行反思，改进保教工

作；针对保教工作中的现实需要与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制定

专业发展规划，积极参加专业培训，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六、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毕业时总学分要达到 122 学分；在素质、知识

和能力等方面应达到以下要求： 

（一）素质 

1.认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以立德树人为己任，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系统了

解师德规范和国家及各地市关于发展学前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能够将师德认识内化为师德认同，并能在教育见习和实习

中转化为师德行为，体现知行合一；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卓越教师。 

2.对幼儿以及与幼儿有关的活动有浓厚的兴趣，渴望从事学

前教育工作，认同幼儿园教师工作的专业性，能意识到学前教育

工作对幼儿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富有游戏精神，意识到游

戏在幼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积极主动地

参与校内外各种有益的专业学习和实践活动。 

3.拥有较为宽厚的人文底蕴和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具有一

定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内心富有积极的情感，对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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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持有端正的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二）知识 

1.熟知《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试行）》、《幼儿园

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等国家颁发的关于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要

纲领性文件，能准确把握相关文件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并能

就相关内容进行深入解读；系统掌握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及

学习特点，能准确说出学前儿童和小学生在学习方式方面的主要

区别；熟悉不同年龄阶段（3-4 岁、4-5 岁、5-6 岁）学前儿童的

年龄特征和活动方式。 

2.了解国内外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发展历史，知道每个历史

时期国内外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特点和取得的成就；熟悉学前教

育史上著名教育家的基本教育思想和主要观点；全面掌握幼儿园

教育的目标、任务、内容、原则和方法等相关知识；知道幼儿园

课程具有综合性特点，熟练掌握幼儿园主题课程的内涵、特征及

课程设计的基本要求；准确把握幼儿园五大领域课程的学科特

点，知道各领域课程设计的基本要求和思路；知道游戏是幼儿的

基本活动和成长需要，能准确说出幼儿游戏对幼儿成长的价值和

意义；熟练掌握幼儿园各类游戏的内容、玩法、作用和教师的指

导要求；了解研究幼儿的常用方法（观察、记录、谈话等）以及

这些方法的操作流程和要求；了解幼小衔接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主

要内容，准确说出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和幼小衔接的不同之处。 

3.掌握基础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掌握艺术欣赏

和艺术表现的基本方法、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懂得计算机 office

办公软件、制图工具以及小视频制作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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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 

1.能结合主题需要、班级特点、自然和社会等因素，通过绘

画、手工等方式进行班级环境创设。 

2.能基本处理幼儿常见病和突发事故以及幼儿的常见行为

问题，协助保育员做好班级常规保育和卫生工作；熟悉幼儿园一

日活动流程，能配合班级教师完成一日活动的组织工作。 

3.能根据幼儿发展需要为其提供相适宜的游戏环境和游戏

材料；能尊重幼儿的游戏需要和支持幼儿的游戏活动；能根据不

同的年龄、不同的游戏类型、对幼儿的游戏活动进行认真观察、

适时介入并做出必要的指导。 

4.能根据要求设计幼儿园主题教育活动方案，并通过绘制主

题网络图的方式对主题下的系列活动进行归纳整理；能根据要

求，结合幼儿年龄特点和学科特点，独立撰写幼儿园五大领域教

育活动方案以及相应的说课稿，并能通过微型课或者说课的形式

进行活动展示；会使用 Word、WPS 等进行文字编辑、会使用 PPT、

Flash 等进行课件制作和微课制作；能较为熟练地弹奏常见的学

前儿童歌曲，并能有感情地演唱和表演这些歌曲。 

5.会使用常见的学前儿童发展评价表，并能据此对幼儿的相

关发展做出评判；能通过观察、谈话、作品分析等方式了解幼儿

的需求，会使用观察表、白描或深描式的记录方式为幼儿的成长

做记录手册；能运用学前教育专业理论对典型的学前教育实践案

例进行分析和判断。 

6.能使用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语言与其交流，能认真听幼儿

讲话、和幼儿一起做游戏；喜欢参与团队活动，在团队活动中能



 7 

 

充分发挥其作用；乐于帮助别人，必要时会寻求他人帮助。 

7.能使用现有的调查问卷开展一定范围的教育现状调查，会

使用 SPSS、EXCELL 等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并形成较为规范的

调查报告；结合自身的已有知识和能力，兴趣和需要，对自己的

职业发展做出相适宜的中长期规划。  

七、课程设置及要求 

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及实践性课程。 

（一）公共基础课程 

包括公共基础必修课程、公共基础限选课程和公共基础任选

课程三部分。应准确描述课程目标、主要内容和教学要求，落实

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 

1.公共基础必修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体育、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就业指导、大学生创业基础、心理健康教

育、军事理论及训练等。 

2.公共基础限选课程，包括大学英语、蒙学选读、大学生文

化素养、阅读与写作、大学生健康教育、社会科学概论、自然科

学概论、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学生需选择 212 个学时（14

学分）的课程。 

3. 公共基础任选课程，需从学校统一开设的关于国家安全

教育、节能减排、绿色环保、金融知识、社会责任、人口资源、

海洋科学、管理等人文素养、科学素养方面的选修课程中选择不

低于 40 个学时（2 学分）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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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课程 

一般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并

涵盖有关实践性教学环节。应准确描述各门课程的课程目标、主

要内容和教学要求，增强可操作性。 

1.专业基础课程 

含师范专业基础课程和学科专业基础课程。包括普通话与教

师语言、教师礼仪、课件制作、书写技能、幼儿歌曲伴奏等。 

（1）普通话与教师语言 

教学目标：熟悉普通话的发音标准和要求，了解教师语言的

特点，能使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交流，同时掌握从事学前语言教

育教学所应具备的语言表达技能，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

能，对幼儿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的语言训练和指导。 

教学内容：教师口语概述、一般口语交际与训练、口语表达

分类训练、教学口语训练、幼儿语言特点、教师口语风格等。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能热情主动地参与交流

活动，积极锻炼自己使用普通话进行口语交流的能力。同时，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讲故事、朗读、演讲等活动，在不断的实践中规

范自己的语言，锻炼自己的能力。 

（2）幼儿歌曲伴奏 

教学目标：掌握钢琴弹奏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好的

音乐表现能力和感受能力，能够胜任将来的音乐教学对钢琴演奏

的要求，并顺利完成音乐教育活动。重点培养学生弹奏幼儿歌曲

简易伴奏和编配幼儿歌曲伴奏的能力。 

教学内容：钢琴基本常识、弹奏的基本要点与非连音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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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音奏法、C 大调、G 大调等。 

教学要求：通过该课堂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做到了解钢琴

演奏的基本常识，能熟练弹奏简单的幼儿歌曲，同时，激发其学

习乐器的兴趣、培养良好的乐感、自学能力和音乐表现能力。要

求学习过程中，学生要自觉练习并养成爱护、保养乐器的习惯。 

（3）幼儿舞蹈创编 

教学目标：熟练掌握芭蕾基训、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的基本

内容及基本动律，具有正确的身体姿态，动作协调。在此基础上

会设计和创编幼儿舞蹈。 

教学内容：芭蕾基训、民族民间舞、幼儿舞蹈等。 

教学要求：该课程要求学生不仅熟练掌握基本动作及其规

范，更强调学生用心投入去表演，突出感情在表演时的表达。同

时，要求学生对幼儿身心特点有清楚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去设计

适合幼儿表演的舞蹈。 

（4）幼儿美术创作 

教学目标：掌握一定的美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锻炼图像

传达、艺术设计与制作能力，提高美术鉴赏能力以适应幼儿美育

工作。培养现代人格特质，发展健康个性。 

教学内容：美术鉴赏、图案、绘画、设计与制作幼儿美术作

品等。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首先学会欣赏绘画作品，了解艺术作品

的美，在此基础上，引导幼儿来感受美和表现美。同时，要求学

生充分了解幼儿身心特点，尤其是幼儿对美的感受和理解能力，

基于此，引导幼儿使用画画等方式来表达内心对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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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幼儿歌曲演唱 

教学目标：在掌握歌唱基础理论知识和正确的运用歌唱器官

基础上，掌握正确歌唱的姿势、发声、呼吸、共鸣、吐字咬宇以

及歌唱情感艺术表现处理的方法等，能熟练演唱常见的幼儿歌

曲。 

教学内容：歌唱器官和发声的基本原理、歌唱声音的分类和

音色、歌唱姿势、呼吸的训练、发声训练、不良声音的纠正方法

以及幼儿歌曲演唱的方法等。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歌曲演唱的基本方法，同时，能声

情并茂地演唱熟悉的幼儿歌曲，在演唱过程中，注意情绪的表达

和运用。 

（6）幼儿园手工制作 

教学目标：充分掌握手工制作的基本方法、技巧，敏锐地发

现、运用各种常见的材料进行艺术创作。会根据幼儿园主题需要

创设幼儿园主题墙。 

教学内容：平面纸工、立体纸工、泥塑、缝、补、勾、织、

绣、以及利用废旧材料进行手工制作。 

教学要求：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把握不同材料的

特点和相应的加工制作技巧、掌握基本的造型规律与方法，提高

平面及立体造型能力以及手、眼、脑协调活动的能力。使学生能

在以后的工作中运用这些技能为幼儿制作玩具、教具以及布置幼

儿活动的场所。 

2.专业核心课程 

包括幼儿游戏与指导、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学前教育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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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实践、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等。 

（1）幼儿游戏与指导 

教学目标：使学生了解儿童游戏的相关理论学说，认识幼儿

游戏的特点和教育作用，掌握各类游戏的特点，能够根据幼儿发

展的实际水平指导幼儿游戏，能较好地运动游戏形式组织幼儿的

教育教学活动。同时，通过实际训练，使学生掌握设计与创编游

戏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创编各类教学游戏的能力。 

教学内容：幼儿游戏概述、角色游戏、表演游戏、结构游戏、

体育游戏、智力游戏、音乐游戏等。 

教学要求：该课程要求学生了解儿童游戏的相关理论，在理

解游戏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幼儿游戏的特点和教育作

用，树立正确的学前教育观念；使学生掌握各类游戏的特点，能

根据幼儿发展的实际水平指导幼儿游戏，能较好地运用游戏形式

组织幼儿的教育教学活动；通过相关的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一

定的表演、构造等基本游戏技能，掌握设计与创编游戏的基本方

法，初步具备创编各类教学游戏的能力。 

（2）儿童故事讲述 

教学目标：了解和掌握幼儿童文学的特点及创作要求，初步

掌握儿童诗歌、童话、寓言、儿童故事、画图读物以及儿童科学

文艺等各种常见的儿童文学体裁的知识，能熟练开展儿歌故事讲

述、儿童诗歌朗读等实践活动。 

教学内容：儿童文学概论、图画书、儿歌、儿童诗、谜语、

童话、寓言、儿童故事、小说、儿童科学文化、儿童戏剧等。 

教学要求：通过该课堂的学习，要求学生明确幼儿文学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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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及创作要求，明白儿童文学的审美、认知、娱乐和教育作用。

了解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基本掌握儿童诗歌、童话、儿童故事

等各种体裁的特征和种类，并能运用于作品分析。 

（3）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教学目标：掌握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基本理论以

及各年龄阶段心理发展特征的基本知识；学习掌握研究学前儿童

心理的基本方法和操作技术，形成运用科学的理论知识指导幼教

实践，分析解决幼儿教育中实际问题的能力，运用观察、实验、

测验、社会调查等方法，探索发现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和特点

的能力及创新的能力， 

教学内容：新生儿心理的发生、婴儿心理的发展、先学前儿

童心理的发展、学前儿童心理的发展、学前儿童感知觉的发展、

学前儿童注意的发展、学前儿童记忆的发展、学前儿童个性及其

社会性的发展、影响学前儿童发展的因素等。 

教学要求：该课程要求学生全面掌握学前儿童心理学的基本

概念、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趋势、学前儿童认知、情感、社

会性和个性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

及其表现差异等相关知识，学会运用所学的儿童心理学理论知

识，分析解决幼儿园和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培养知识应

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4）学前教育原理 

教学目标：对学前儿童的教育问题（包括为什么教、教什么

和怎么教等）形成基本的认识和态度，掌握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

基本知识与技能，树立正确的学前儿童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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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学前教育的基本概念与幼儿教育学研究的任务、

内容；学前教育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中外著名幼儿教

育学家的基本观点；我国幼儿园教育的目标、任务和原则；全面

发展教育与体、智、德、美各育的概念、目标和任务、内容和实

施；幼儿教师应具备的素质、能力和专业发展；幼儿园与家庭、

小学相互配合的意义和内容等。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领会和掌握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最必需的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在对基本概念认识的基础上，

学会正确地联系运用，提高学习和研究学前教育科学理论及从事

学前教育管理的能力，为今后从事学前儿童教育工作打下良好的

基础。 

（5）幼儿园课程实践 

教学目标：能够正确理解课程，树立正确的课程观念，进一

步了解幼儿园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掌握

课程开发的基本流程，熟悉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并能运用理论

来指导教育教学实践。 

教学内容：幼儿园课程概述、国内外经典幼儿园课程理论和

模式、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幼儿园课程的实施、幼儿园课程的评

价等。 

教学要求：了解幼儿园课程的有关理念以及经典的幼儿园课

程理论与方案，理解幼儿园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

程评价等四个课程的基本要素，明确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开发的基

本步骤；学会设计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并能利用微型课进行课程

的组织，；树立科学的幼儿园课程观念、理智地看待现有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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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课程模式，能根据幼儿园实际情况审慎地进行园本课程开发。 

（6）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 

教学目标：了解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和我国颁布的关于发展

学前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能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法

律法规，并能利用现有知识进行幼儿园教育案例分析。 

教学内容：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幼儿园

教师专业标准》、《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工

作规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和解析。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相关的知识，更能结合社会

现实，利用相关知识，对幼儿园教育领域内的案例进行深度解析。 

3.专业选修课程 

包括奥尔夫音乐教育艺术、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学前教

育科学研究方法等课程。学生须选择不少于 64 学时（4 学分）

的课程。 

（1）奥尔夫音乐教育艺术 

教学目标：掌握奥尔夫音乐教育的基本特点、基本规律和基

本内容和方法，能组织各类型的奥尔夫教育活动。 

教学内容：奥尔夫音乐教育的概述、奥尔夫音乐教育的基本

内容和方法、奥尔夫音乐教育实操。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能够领会奥尔夫音乐教育的内容，把握

住奥尔夫音乐教育活动组织实施基本要领，能自己创造性地利用

现有条件组织相适宜的音乐教育活动。 

（2）蒙台梭利教育方法 

教学目标：掌握蒙台梭利教育的基本特点、基本规律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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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方法，能组织各年龄班的蒙氏教育活动。 

教学内容：蒙台梭利教育的概述、基本内容和方法、蒙台梭

利教育实操。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能够领会蒙台梭利教育的内容，把握住

蒙氏教育活动组织实施基本要领，能利用蒙氏教具开展相适宜的

教育活动。 

（3）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指导 

教学目标：掌握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基本原则和

基本要求，熟悉学前儿童家庭教育中常见的问题及类型，能有针

对性地提出改进方案，帮助家长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能对

家长进行学前教育观念的宣传和指导工作。 

教学内容：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基本原则和基本

要求，学前儿童家庭教育中常见的问题、类型及指导。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要掌握这些基础知识，同时要大量阅读

相关专业图书，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了解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

基本现状和特点，能撰写相关的调研报告。 

（4）学前教育研究方法 

教学目标：通过学习学前教育研究方法，让学生了解和掌握

有关学前教育研究领域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备从事学前教育教

学研究活动的初步技能和能力，对学前教育研究工作形成正确的

认识和态度，从而增强从事学前科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学内容：绪论、学前教育研究基本知识、学前教育研究基

本过程、常见的学前教育研究方法（观察法、调查法、文献研究

法、行动研究法、教育实验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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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让学生通过

学习本门课程，具备良好的教育科研素质，能运用所学知识与理

论正确分析学前教育领域的热点现象和问题，用初步掌握的学前

教育科研技能和能力开展教育科研活动，激发职业兴趣，稳固专

业思想，培养一定的职业责任感，成为一名合格的学前教师。 

（5）幼儿园案例解读 

教学目标：能利用学到的专业知识和理念，去科学合理地分

析和判断学前教育实践中出现的案例，针对需要改进的教育案

例，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并能提出理论依据。 

教学内容：幼儿园教育案例的特点和要素、幼儿园教育案例

中的教育学、心理学要素分析、幼儿园教育案例中的师德和政策

分析、优化教育案例的策略等。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动多个渠道收集和整理典型的教育案例

文本，同时，要求学生在教育见习和实习中的观摩环节中，学会

自己去记录案例，并将案例进行分类整理。同时，学生要对国家

颁布的相关的教育政策和法律非常熟悉、能使用其相关条款进行

案例的解读。 

（6）幼儿园教玩具制作及环境创设 

教学目标：掌握幼儿园常见玩教具制作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能进行废旧物品的改造和自然材料的随机使用；结合幼儿园年龄

班特点，能进行班级主题墙的设计和制作，同时，和同伴合作，

进行幼儿园区角环境的创设。 

教学内容：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功能、原则、幼儿园环境的组

成要素、幼儿园室内外环境的创设、幼儿园玩教具制作的表现技



 17 

 

法和方法等。 

教学要求：本门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要求突出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课堂要强调学生相关技能的练习和提高，课下

要组织比赛、游戏等方式锻炼学生的相关能力，同时要鼓励学生

在教育实践中要多观摩、多操作。 

（三）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要包括专业实践（幼儿手工、儿童歌曲弹唱、儿童舞创编

及表演、说课和模拟课堂、幼儿保育、幼儿游戏、儿童故事讲述

等）和教育实践（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和教育研习）(见表 1)。 

表 1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一览表 

实践时段及地点 实践类别 实践项目 实践内容 实践形式 

1-5 学期（校内实训室） 专业实践 幼儿手工 

1.幼儿玩教具制作 

2.幼儿园环境布置 

3.幼儿园区角设计 

操作、练习 

1-5 学期（校内实训室） 专业实践 儿童歌曲弹唱 
1.儿童歌曲弹奏 

2.儿童歌曲演唱 
操作、练习 

1-5 学期（校内实训室） 专业实践 
儿童舞创编及

表演 

1.儿童舞表演 

2.儿童舞编排 
创作、练习 

1-5 学期（校内实训室） 专业实践 幼儿保育 
1.幼儿生活照料 

2.幼儿疾病护理 
操作、练习 

1-5 学期（校内实训室） 专业实践 幼儿游戏 
1.游戏设计 

2.游戏表演 
创作、练习 

1-5 学期（校内实训室） 专业实践 
说课及模拟课

堂 

1.说课 

2.模拟课堂 
创作、练习 

1-5 学期（校内实训室） 专业实践 儿童剧表演 
1.儿童剧写作 

2.儿童剧表演 
创作、练习 

1-5 学期（校内实训室） 专业实践 儿童故事讲述 常见儿童故事的讲述 研讨、练习 

2-5 学期（校外实习基地） 教育实践 教育见习 

1.师德案例观摩 

2.一日生活观摩 

3.教学和游戏活动观摩 

4.班级管理观摩 

观摩、研讨、

反思、总结 

6 学期（校外实习基地） 教育实践 教育实习 

1.师德体验 

2.一日生活观摩与实践 

3.教学与游戏活动观摩

与实践 

4.班级管理观摩与实践 

观摩、实践、

反思、总结 

6 学期（校外实习基地） 教育实践 教育研习 教研观摩与实践 观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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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总结 

（四）相关要求 

应结合实际，开设社会责任、安全教育、绿色环保、管理等

方面的选修课程、拓展课程或专题讲座（活动），并将有关内容

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将创新创业教育、劳动教育融入到专业

课程教学和有关实践性教学环节中；自主开设其他特色课程；组

织开展德育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和其他实践活动。 

八、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总学时为 2006 学时，每 16-18 学时折算为 1 学分。其中，

公共基础课总学时占总学时的 28.51%，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

时的 66.95%，各类选修课程学时占总学时的 13.76%，顶岗实习

为 1 个学期，安排在第四学期。 

表 2 课时比例分配表 

 课程体系 学分 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比例(%) 

公共基础

课程 

公共基础必修课程 20 320 189 131 15.95% 

公共基础限选课程 14 212 152 60 10.57% 

公共基础任选课程 2 40 20 20 1.99% 

专业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36 556 110 446 27.72% 

专业核心课程 14 208 160 48 10.37% 

专业选修课程 4 64 32 32 3.19% 

实践课程 集中实践教学 32 606 0 606 30.21% 

 合计 122 2006 663 1343 100.0% 

九、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学前教育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56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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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高职称人数比例 21%，硕士及其以上学位 16 人，高学历

人数比例 31%。双师型教师 31 人，双师型教师人数比例 56%。

本专业外聘一线的兼职教师 24 人，占比教师教育课程教师 35%，

他们具有丰富的学前教育教学和管理经验，专业知识扎实，实践

经验丰富。 

2.专任教师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具有学前教育、艺术教育、教育管理、学科教育等

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实

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

学研究；每五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教育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较好地把握幼儿园教学

需求，能广泛联系学前教育行业，了解学前教育对本专业人才的

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开展教科研工作能

力强，在本区域或学前教育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4.兼职教师 

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当地学前教育行业（幼儿园以及教育行

政部门）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具有扎实

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行业相关专

业技术资格，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

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需的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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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实训室和实习基地。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

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

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逃

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室（基地）应达到的基本要求 

（1）仿真幼儿园实训室 

配备交互式电子白板、教学实物展示台、投影仪、实木陈列

柜、幼儿园实木桌椅、奥尔夫音乐教具、各类桌面玩具、墙饰等

设备（设施），用于儿童故事讲述、幼儿游戏、说课及模拟课堂

等的实训教学。 

（2）区角活动实训室 

配备蒙氏教具、福禄贝尔教具、角色游戏配套玩具、建构游

戏配套玩具、各类幼儿绘本、墙饰、各类桌面玩具等设备（设施），

用于幼儿游戏、幼儿园区角环境创设等的实训教学。 

（3）幼儿保育实训室 

配备多媒体设备、实木陈列柜、排水设施、各类婴幼儿餐饮

用具、各类婴幼儿盥洗用具、各类婴幼儿如厕用具、各类婴幼儿

睡眠用具、各类婴幼儿消毒用具、各类婴幼儿疾病检查及处理用

具、婴儿人体模型、各类婴儿服装、各类婴儿玩具及图书等设备

（设施），用于幼儿生活照料、疾病护理等的实训教学。 

（4）幼儿手工实训室 

配备交互式电子白板、教学实物展示台、投影仪、实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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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陈列柜、数码相机、彩色打印机、烘干机、各类陶艺用具、各

类编织用具、各类绘画用具、各类雕塑用具等设备（设施），用

于幼儿玩教具制作、环境创设等的实训教学。 

（5）幼儿歌曲弹奏实训室 

配备钢琴、电子钢琴、操作台、琴凳、多媒体设备等设备（设

施），用于幼儿歌曲弹奏以及演唱等实训教学。 

（6）幼儿舞蹈编排实训室 

配备电脑、音箱、大镜子、地毯、多媒体设备等设备（设施），

用于幼儿舞蹈创编及练习等实训教学。 

3.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能提供开展教育见习、教育实习

以及教育研习等实训活动，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

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4.学生实习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的校外实习基地。能提供保育员、幼儿园教师等

相关实习岗位，专业实习基地达到 106 个，可接纳学生高质量地

实习；能够配备相应数量的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和管

理；有保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有安全、

保险保障。 

5.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文献资料、常见问题解答等的

信息化条件。引导鼓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

台，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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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资源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

实施需要的教材、图书及数字化资源等。 

1.教材选用有关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

学校应建立由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

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配备有关基本要求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试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等。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

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 

3.数字资源配备有关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

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数字资源，种类丰富、

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 

（四）教学方法 

根据学前教育专业特点，突出“能力为重”的课程特色，改

革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1.模拟课堂 

由教师制定主题、学生分组、课下准备、课上模拟，通过师

生共评、教育反思等，提高学生教育活动设计组织的能力，培养

学生的自学能力、团队意识、创新精神。该教学方法主要用于幼

儿园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如区域活动的组织、领域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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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等。 

2.现场教学 

将学生带入到幼儿园现场，在真实的教育情景下实施教育活

动，通过师幼互动、师生互评等，锻炼学生的教育实践能力。该

教学方法主要用于幼儿园游戏活动、班级管理等教育活动的组织

和实施，如幼儿园班级保教工作的管理、幼儿园游戏活动等。 

3.案例分析法 

案例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

容、呈现典型案例，学生分析讨论，设置具体的教育情景，培养

了学生在具体的教育情景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该教学

方法主要用于学前教育课程模块，如课程活动的组织、课程活动

的实施和评价。  

4.现场观摩 

带领学生到实践基地进行观摩教学，通过倾听、提问、评析

等多种方式，让学生观摩幼儿园环境创设和幼儿园教育活动的组

织，增进学生对幼儿园实践状况的了解，提升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的能力。例如在幼儿园环境创设、家园合作等部分。 

（五）学习评价 

以《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和《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及配套大纲为指导，科学、合理地

确定教学评价的框架和内容、评价的形式和方法，全面考察学生

的专业理念、师德、专业知识和能力，更好地促进优秀人才的培

养。 

课程考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采用闭卷考试与实践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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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方式，课程考核既要注重学习过程，又要注重学习结果，

采用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形式；课程考核既要注重

教师的评价，又要注重学生自评。形成性考核的内容可包括：学

习态度、学习过程中的操作表现（如活动方案的设计、教育实习

过程中的反思讨论）、阶段性的技能测试成绩（如回琴检查）等，

终结性考核形式包括实践操作考试（如试教或抽取一首幼儿歌曲

现场弹唱）或理论考试两种。形成性考核由任课教师和学生共同

评价，终结性考核由实训指导师和专业教师共同评价。考核评价

方式中重点突出对学生学习过程及实际能力的考核。 

（六）质量管理 

1.学校和学院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

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

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

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

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学校和学院以及专业要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

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

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

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

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学校要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

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

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要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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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 学前教育专业（二年制）教学进程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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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教学进程安排表（二年制）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课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布 
考核类

型 
开课部门 一 二 三 四 

14 18 18 18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修课 

29116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54 28 26  3   考查 初等教育学 

291161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4 72 48 24   4  考查 初等教育学 

29116103 形势与政策 1 16 16 0 1 1 1  考查 初等教育学 

2911610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0 15 15 1 1   考查 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室 

29116105 大学体育Ⅰ 2 28 4 24 2    考查 体育学院 

29116106 大学体育Ⅱ 2 32 6 26  2   考查 体育学院 

291165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2 32 16 16  2   考试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9116108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1 14 14 0 1    考查 就业指导教研室 

29116109 大学生就业指导 1 16 16 0   1  考查 就业指导教研室 

29116110 大学生创业基础 1 16 16 0  1   考查 就业指导教研室 

29116115 军事理论 1 10 10 0 1    考查 军事理论教研室 

小计 20 320 189 131 6 10 6    

限选课 

29116207 大学英语Ⅰ 3 42 28 14 3    考查 外语学院 

29116208 大学英语Ⅱ 3 48 32 16  3   考试 外语学院 

291161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蒙学选读） 2 32 16 16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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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6206 大学语文（阅读与写作） 2 28 14 14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08011101 大学生文化素养 2 32 32 0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08011102 美术欣赏 1 14 14 0 1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08011103 音乐欣赏 1 16 16 0  1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小计 14 212 152 60 6 6 2    

公共任选

课 

 公共选修课 1 1 20 10 10       

 公共选修课 2 1 20 10 10       

小计 2 40 20 20       

合计 36 572 361 211 12 16 8    

 
专业基础

课 

29116410 教师职业技能综合训练Ⅰ 5 80 40 40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29116411 教师职业技能综合训练Ⅱ 2 32 16 16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29116401 普通话与教师语言 2 32 16 16  2   考查 语委办 

29116402 教师礼仪 1 14 7 7 1    考查 初等教育学院 

08011104 课件制作 2 32 16 16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29116203 书写技能Ⅰ 1 14 7 7 1    考查 语委办 

29116204 书写技能Ⅱ 1 16 8 8  1   考查 语委办 

08012105 乐理视唱 2 28 0 28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06 幼儿歌曲伴奏 5 76 0 76 2 2 1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07 幼儿舞蹈创编 5 76 0 76 2 2 1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08 幼儿美术创作 4 60 0 60 2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09 幼儿歌曲演唱 4 64 0 64  2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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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12110 幼儿园手工制作 2 32 0 32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小计 36 556 110 446 10 11 8    

专业核心

课 

08012112 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 2 32 32 0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14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3 42 42 0 3    考试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15 学前教育原理 3 42 42 0 3    考试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16 幼儿园课程实践 2 32 14 18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32 儿童故事讲述 2 32 16 16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19 幼儿游戏与指导 2 28 14 14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院 

小计 14 208 160 48 8 2 4    

专业选修

课程 

08012127 奥尔夫音乐教育艺术 2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28 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方法 2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32 幼儿园教育教学研究方法 2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29 幼儿园玩教具制作及环境创设 2         学前教育学院 

08012131 幼儿园教育案例解读 2         学前教育学院 

 小计 4 64 32 32       

合计 54 828 302 524 18 13 12    

实践教学 

29116115 军事理训练 1 46 0 46       

16001101 第二课堂 2          

16001102 劳动 1 16 0 16       

29116802 实训周、专业见习Ⅰ 1 56  56       

29116803 实训周、专业见习Ⅱ 1 5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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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6804 实训周、专业见习Ⅲ           

16001103 技能训练（不计入总学时） 6 150  150       

16001104 顶岗实习 18 384  384       

16001105 毕业考核（设计或报告） 2 48 0 48       

小计 32 606 0 606       

总计 122 2006 663 1343 30 29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