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19, 9(6), 724-72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19.96117

Effective Way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 and Kindergarten
in Xi’an
Guohong Ma
Primary School Affiliated to Xidi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nd

th

th

Received: Oct. 22 , 2019; accepted: Nov. 5 , 2019; published: Nov. 12 , 2019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focus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 and kindergarten is
mainly o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ir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kindergartens affiliated to universities, and the cooperation mode of teachers’ education and preschool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Xi’an municipal govern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an effective way to form a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 and kindergartens,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way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 and kindergartens in Xi’an and realize a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 and kindergartens in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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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合作的重点多集中于两者的合作办学、高校附属幼儿园的集团化办学、高
校教师教育与学前教育合作模式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本文探索在西安市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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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参与的“校–官–园”合作共赢的有效途径，以提高西安市学前师范院校与
幼儿园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实现西安市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的合作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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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合作是指学前师范院校的自身发展必须与一定区域内的幼儿园教育发展相结
合，以此来带动学前师范院校发展与当地的幼儿园教育水平的提升[1]。
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是教学、科研和服务。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服务都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
的实际需要[2]。学前师范院校的第三个职能就是为社会服务，服务当地幼儿园教育，是学前师范院校实
现第三职能的一个重要体现。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学前教育课程改革带动了学前教育领域内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使
得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之间的协作互动关系来有了巨大的发展，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之间的互补性
成为两者之间的重要基础和资源，协作互动促进了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的教师专业发展、促进了双方
学校功能的建设、构建了新型的学习共同体。
学前师范院校与地方幼儿园合作发展，就是要在学前师范院校和地方政府及幼儿园成员单位之间形
成发展共同体，制定共同的发展目标，大力推进学前师范院校人才培养和地方学前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3]。在共同发展目标的引领下，学前师范院校和幼儿园建立良好的共同发展关系，充分发挥在各自领域
的优势，进行深度合作，共同产出高质量的协同创新育人成果[3]。
2014 年 8 月，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高师院校与地
方政府、幼儿园应建立“权责明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鼓励高师院校与幼儿园和教育
行政部门积极探索“协同教研”、“双向互聘”、“岗位互换”等教师发展新机制[4]。高师院校学前教
育类课程教师深入幼儿园和教育行政部门兼职任教、挂职实践。此外，实施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模式改
革，构建厚基础、强能力、重融合的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培养一批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综合素质全面、
保教能力突出的卓越幼儿园教师[4]。幼儿园全程参与幼儿教师培养，积极利用学前师范院校专业的智力
支持和优质资源，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

2. 西安市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合作的现状
目前，西安市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合作的重点多集中于两者的合作办学、高校附属幼儿园的集团
化办学、高师院校教师教育与幼儿园教育合作模式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2.1. 构建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以幼儿园为基地的合作类型
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是指在原有幼儿园建制的基础上，增加和强化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功能，使
每个幼儿园既是学前师范院校学生学习成长的摇篮，同时也是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基地[5]。它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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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师范院校和幼儿园联合建立的旨在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合作共同体，是“融幼儿教师职前培养、在职
培训和幼儿园教育改革于一体的组织形式，是经过共同重新设计和调整，具有多重功能的合作伙伴关系”[6]。
目前，西安市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学校运行的基本模式是合作小组——即由 2~3 名幼儿园骨干教师、5~10 名
学前教育专业的实习生以及 1 名高师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围绕幼儿园教育教学中实际问题组成合作小组，
通过共同努力实施幼儿园教育教学改革，设计组织教学计划，重新设计学前师范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2.2. 建立园际幼儿教师专业发展联盟——幼儿园合作、专家引领的合作形式
这种合作由西安市几所幼儿园自愿组成幼儿园发展联盟，其运作方式是运用学前师范院校专家学者
的力量和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的平台，组织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幼儿园改进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探索一
条立足西安市学前教育现状通过联盟推动西安市幼儿园发展的新路子。园际幼儿教师专业发展联盟的组
织与决策机构为“幼儿园联盟教学委员会”，负责联盟幼儿园的教学设计、教研开展和教师专业发展三
方面的工作。由联盟教学委员会引进全国各地的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负责与学前师范院校专家学者的沟
通交流，建立与全国各地优秀幼儿园的广泛联系。同时，联盟内部开展各种形式的内部交流与合作活动，
包括组织研讨、交流学习、分享经验等方式实现优质资源的相互利用[7]。

2.3. 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的区域合作类型
2.3.1. 利用学前师范院校人才资源，通过“挂职”“支教”等方式实现区域合作[8]
西安市的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学前师范院校有组织地派遣学前教育专业的教
师、师范生到相关的幼儿园任职锻炼。通过“挂职”锻炼，学前师范院校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幼儿园的发展
需求，为教学研究提供第一手的实践资料；同时通过在幼儿园教学一线的实践，有利于学前师范院校教师
获得科学研究的素材。学前师范院校掌握幼儿园教育教学的现实状况和各种需求，才能够及时地修改人才
培养方案，适当地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准确地确定学前教育专业的办学定位，培养符合幼儿园教育
教学需求的专业人才。此外，学前师范院校对幼儿园新教师进行系统的岗前培训，有组织地派遣师范生进
行各种形式“支教”和“实习”，也能够丰富幼儿园的校园文化，尤其是给幼儿带来所需的关爱和教育。
2.3.2. 优势教学资源互补，通过共建“图书馆”“实训室”等方式实现区域合作[8]
西安市的学前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所取得的先进教学成果、教学方法、教育模式可在合作的幼儿
园进行实施，合作幼儿园为学前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育研究和科学研究提供实践基地。学前师范
院校一方面通过先进的教学、科研成果提升合作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通过共建专业图书馆、
实训室等资源的共享机制，为幼儿园教学活动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
2.3.3. 利用学前师范院校专业优势，为幼儿园教师提供职后培训
一方面，利用“国培”、“省培”等培训平台，学前师范院校通过在职培训和顶岗培训等方式为幼
儿园教师提供培训机会，为幼儿园在职教师专业成长提供专业支撑；另一方面，学前师范院校通过函授、
面授、网络教育等多种方式为幼儿园教师提供在职学习的机会，系统地提高幼儿园教师的学历和专业能
力。此外，通过“挂职”、“支教”等方式，加强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教师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为双
方提供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

3. 建立西安市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合作的有效途径
3.1. 建立系统性、长期性的有效服务机制
学前师范院校和地方幼儿园的合作是地方学前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其合作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
境：合作共同体的形成、合作机制的确立、合作文化的塑造、教育行政部门的参与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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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师范院校服务幼儿园，需要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前师范院校以及幼儿园三方面的系统合作。
一方面，学前师范院校应该积极与西安市教育行政部门沟通，取得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建立系统的服
务机制。另一方面，西安市地方幼儿园也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积极与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申请，争取与学
前师范院校的合作机会，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学前师范院校服务西安市地方幼儿园不是一项短期活动，
而是根据西安市学前教育发展的特点，需要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长期的合作。西安市教育行政部门可
根据学前师范院校与地方幼儿园分布、办学质量的实际状况，由学前师范院校和地方幼儿园自愿选择、
自愿结合，按照就近指导原则建立系统性、长期性的有效合作关系。

3.2. 立足西安市学前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确保合作顺利进行
学前师范院校为了更好地服务幼儿园，应当对幼儿园教育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进行充分调研，有针
对性地为幼儿园提供相应的服务，避免“千篇一律”、“重过程、轻结果”等不良结果的出现。西安市
学前师范院校对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要立足于西安市学前教育发展和幼儿园教育教学的现实情况，
培养符合西安市学前教育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此外，对于西安市幼儿园教师，特别是民办幼儿园教师的
职后培养，应当符合公办和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不同诉求。由西安市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组织学前师范院
校及幼儿园相关部门及人员会谈协商，初拟合作项目计划，组成专门机构开展双方的互动。为保证合作
计划的顺利开展，各级政府应提供一定的政策、经费支持和保障。

3.3. 以人为本，实现师范教育与学前教育的和谐发展
学前师范院校必须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模式，需要与幼儿园建立起合作关系，从而保证学前教
育专业的师范生能够在幼儿园得到充分的实习实训锻炼。同时，幼儿园也可以通过与学前师范院学前教
育专业合作定向培养需要的学前教育人才[9]。
学前师范院校服务幼儿园，归根结底是对“人”的服务。西安市学前师范院校不管是直接对地方幼
儿园的幼儿服务，还是为地方幼儿园的师资服务，都应该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实际需求，关心他们的身心
健康。同时，西安市地方幼儿园也要关心进行服务的学前师范院教师和师范生的专业需求和身心健康。
服务地方幼儿园，既是对西安市学前师范院校的挑战，也是西安市学前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发展的
机遇。西安市幼儿园教育存在很多现实的复杂的问题，需要学前师范院校、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三
方面的有效合作来解决。西安市学前师范院校应当树立主动为地方幼儿园服务的意识，充分利用自身的专
业优势，为西安市的地方幼儿园输出各种优秀的教育资源。在西安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导下，通过多
种合作机制的探索与实践，建立学前师范院校与幼儿园参与的“校–官–园”合作共赢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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