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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ead Start project is a pre-school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for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that takes “disadvantaged children and families” as funding object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ject include: clear funding objects and rich service content; coordinating the
strengths of all parties to form a synergy in education; insisting on the unification of fair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focusing on the coordination and connection of project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US Head Start project, attach importance to preschool education compensation, and incorporate preschool education into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ystem;
effectively mobilize the government, family, community and other forces to make full use of various resources; establis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quality of service institution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improve the training mechanism, and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e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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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端计划项目是美国联邦政府以“处境不利儿童及家庭”作为资助对象的学前教育扶贫项目，该项目的
主要特点包括：资助对象明确、服务内容丰富；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坚持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
相统一；注重项目的协调与衔接。鉴于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现状，有必要借鉴美国开端计划项目的成功经
验，重视学前教育补偿，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有效调动政府、家庭、社区等力量，充分利用
各种资源；建立绩效评价制度，加强对服务机构质量的监管；提高教师队伍质量，健全培养培训机制，
更好地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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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前期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学前教育事业的良好发展也关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美国开端
计划项目正是以学前儿童作为资助服务对象，且重点关注贫困儿童及家庭，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其提供
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服务，保障儿童的受教育权益和帮助家长获得新的就业机遇，从而促进教育
公平、维护社会稳定。考虑到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学前师资力量薄弱，教育
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有必要借鉴开端计划项目的有益经验，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探索出一个富
有活力的新思路。

2. 开端计划项目的起源与发展
开端计划项目是美国学前教育扶贫项目的一个子项目，它是一个联邦政府拨款资助的学前教育项目。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贫困问题与种族矛盾形势愈加严峻，为了解决由于贫困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平
衡不同阶层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发起了“向贫困宣战”的改革运动。
但由于美国贫困代际传递现象非常严重，大多数儿童在学前期没有机会接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公平的
教育机会，导致辍学率、犯罪率等显著上升，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因
此，美国开始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鉴于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匮乏、师资力量薄弱等因素加
剧了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负担，美国联邦政府于 1964 年 8 月通过《经济立法》，根据这项法律，美国推出
了保障低收入家庭孩子受教育权利的一些具体项目，其中就包括开端计划。
开端计划于 1965 年开始实施，主要为贫困家庭的学前儿童提供教育与健康、社会活动、家长参与等
服务，以满足儿童的教育、情感、社会、亲子关系等方面的发展需求，缩小他们与同龄儿童的差距，为
他们适应小学生活奠定坚实基础，从而让他们有能力改变家庭经济状况，提高社会地位，逐步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1]。在 1970 年至 2000 年这一段时间内，开端计划处于稳步发展阶段，美国联邦政府为了使开
端计划充分展现活力，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创新管理模式、扩展服务项目。但在这一阶段，美国开
端计划逐渐暴露出问题，诸如：贫困家庭的儿童学业成绩差、儿童保育与教育割裂、地方项目与公立学
校在教学方法和课程实施模式上衔接不当等。为了解决这类问题，维护教育公平，2007 年，美国参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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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出新的修订法案，意在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改革：改革开端计划的管理模式，强化州政府的责任，由
州负责开端计划，同时赋予家长参与开端计划的权力，继续保持开端计划政策委员会；加大财政投入力
度，严格审查地方项目，保证开端计划项目的服务质量；提升贫困儿童的认知水平，提高他们的学业成
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加服务对象的数量，如提高国家贫困线标准，扩大儿童参与，将居无
定所的儿童也纳入计划范围[2]。
经过美国联邦政府对开端计划项目的不断完善补充，该计划日益彰显其优势，使越来越多的弱势儿
童从中获益，该计划已经服务了 3500 多万 5 岁以下的儿童及其家庭，不仅为贫困儿童提供了教育发展的
机会，也为他们的家长提供了就业的新机遇，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同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前教师，
显著提升了学前教育质量，同时减少了社会问题的发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3. 开端计划项目的主要特点
3.1. 资助对象明确、服务内容丰富
开端计划以“处境不利儿童及家庭”作为服务资助对象，为他们提供教育、健康、营养、家庭福利、
亲子关系、社会适应等方面的综合性服务，主要目的是为弱势儿童提供学前教育补偿，发展他们的智力
与社会适应能力，丰富他们的认知与情感体验，以促进弱势儿童的入学准备，使其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
[3]。同时为家长提供一定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家长自我价值的实现，改善家庭条件，逐步突破贫困代际
循环怪圈。并且在开端计划相关法案中，对项目资助的对象也有明确的量化规定，如通过立法确立开端
计划资助标准(确定官方贫困线、资助名额)，以确保贫困儿童及家庭享受到资助服务。

3.2. 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教育合力，保障计划继续推行
由于美国学前教育普及化运动的发展，联邦政府设立了大量的州幼儿班，开端计划遭受巨大挑战，
造成开端计划地方项目与州幼儿班在生源、资金、师资等方面产生激烈竞争，加上开端计划的各个地方
项目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开端计划项目遭受巨大打击。因此，开端计划采取应对措施，整合资源，首先
与州幼儿班建立合作关系，协调各方力量资助贫困儿童，让儿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缓解隔离
问题；其次开端计划加强与家庭、社区的合作，在家庭合作方面，各州根据本州实际情况制定家庭合作
条款，促使家长参与地方开端计划项目的制定与实施，增进家长对开端计划的认同与支持，也有助于项
目质量的提高与继续推进，在社区合作方面，开端计划充分利用社区的人力、文化、地理位置等资源，
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服务项目，从而更好地融入社区文化，切实满足儿童及家庭的实际需求；再次开端计
划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项目捐赠，资助项目得以继续实施。

3.3. 坚持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相统一
开端计划经过不断改革创新，从一开始只强调社会公平逐步转向坚持公平与质量并重。美国联邦政
府逐年增加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扩大了贫困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开端计划加强与学前教育机
构(托儿所、早教中心等)的合作，让学前教育更多更好的惠及所有适龄儿童。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绩
效考核标准，严格审查开端计划的服务标准、财务支出、人事结构等，保证全国范围内的儿童享受到同
等质量的服务。其次为了提升开端计划的服务质量，各州开始使用课堂评估系统(关注课堂师生互动，注
重学生学习体验)、设立指定更新系统(联邦政府规定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对所有开端计划项目进行资质审
查，以保证机构服务质量)和修订《开端计划项目执行标准》，进而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质量。

3.4.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整体素质
在开端计划早期实施过程中，项目中的雇佣教师大多数是本社区的居民，一定程度上造成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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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开端计划项目管理者开始逐渐意识到教师质量关乎教育质量。因此联邦政府于 2007 年颁布了《开
端计划入学准备促进法》[4]，规定开端计划中的教师至少有一半获得教育学士学位及以上，并将开端计
划参与教师划分为四类，即学前教师、教学协调员、教学助理和指导教师，规定了相应的学历要求和划
分了工作内容；其次联邦政府拨付给各州技术援助资金，用于教师专业培训和教师福利待遇提高，同时
各州建立国家三级培训和技术支持系统，设立教师专业发展评估系统，如 CDA 证书质量评估、现场督查、
师生课堂互动评估等[5]，目的在于提高师资队伍质量，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高质量服务。

3.5. 注重项目的协调与衔接
开端计划注重协调同年龄阶段项目，联邦政府除了开端计划以外，还有上百个学前教育扶贫项目，
其中有些项目的目标与内容与开端计划相似，为了避免资源重合浪费，开端计划加大与其他扶贫项目的
合作力度，如与儿科协会、定期幼儿医疗检查项目合作；开端计划注重衔接不同年龄阶段的项目，首先
开端计划分为“早期开端计划”(面向 0~3 岁)和开端计划(面向 3~5 岁)，这两个计划衔接了从孕妇、婴儿
到学前儿童整个阶段的服务。其次，开端计划的目的是为贫困儿童做好入学准备，因此它强调衔接儿童
的义务教育阶段，巩固开端计划的效果，保证儿童继续接受教育，如要求开端计划安排家长和社区服务
机构做好儿童的入学过渡工作，确保儿童在学前期的记录转移至小学，保证儿童学习发展的连续性。

4. 开端计划项目对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启示
4.1. 重视学前教育补偿，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学前期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对这一阶段的儿童进行及时教育至关重要。由于我国学前教育
区域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与师资匮乏且大多数向发达地区倾斜，加上国家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不足
且学前教育管理体系不完善，造成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劲头不足，特别是中西部及贫穷地区的儿童无法享
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因此进行学前教育补偿至关重要[6]。鉴于美国开端计划取得的显著成效，我国可
以借鉴其经验，加大对贫困儿童及家庭的财政投入，健全监管机制和评估机制，保证实施效果；可通过
立法不断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程度，让每一位适龄儿童及时接受到教育，并将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
系，实施免费学前教育。

4.2. 有效调动政府、家庭、社区等力量，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发展学前教育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政府在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一方面
给予财政支持和立法保障，另一方注重协调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鼓励私人盈利性机构或非营利性机构、
慈善机构等创办优质的学前教育机构，以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的困境。其次在开端计划中，社区发
挥着重要作用，它被视为连接家庭与早期保教服务机构的“连接器”，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社区的人力、
财力与特色文化资源，并加强与家庭、幼儿园间的合作，建立起更多有质量保证的早期教育机构，普惠
到每个低收入家庭。再次在开端计划中，充分重视家长的参与，并且让家长获得学习与职业发展的机会，
因此，应重视家长的作用，让家长承担起教育儿童的必要责任，体现在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科学的教养方
法、给家长提供育儿技巧、亲子互动经验、读写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指导培训，并重视父亲角
色，鼓励父亲参与幼儿教育[7]。

4.3. 建立绩效评价制度，加强对服务机构质量的监管
我国应建立起监管学前教育经费使用情况的绩效评价制度，针对有些地方服务机构常年财政赤字和
服务质量低下的情况，必须通过地方政府审查才可继续获得经费支持，另外可以设立奖金，奖励优秀的
地方服务机构；同时中央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特定的政策性目标，经费投入向农村地区及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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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倾斜，给予这些地区一定的政策优惠[8]；同时在政府的经费支出中，可以留出质量改善专款，用于
改善儿童学习环境、提高教师福利待遇、交通设施完善等，进而提高服务机构质量，还要加强学前教育
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管力度，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4.4. 提高教师队伍质量，健全培养培训机制
教师质量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学前教育发展质量，高素质的幼儿教师可以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当
前我国学前教育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大多数高学历教师集中在沿海等发达地区，内陆及贫穷地区设施落
后，生活环境差，福利待遇低，且幼儿教师学历低、年龄大、能力薄弱、观念落后，种种都不利于幼儿
的成长发展。因此要提高幼儿教师队伍质量，首先，在高校设置学前教育专业，增加招生数量，健全相
应设施设备，可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建立合作关系，向其输入高质量人才，同时提高教师基本工资，
保障教师福利待遇，解决好他们的编制问题，提升他们的幸福感，让教师愿意留在贫困地区帮助弱势儿
童及家庭；其次健全教师培训机制，可在地方政府建立教师培训和技术援助中心，地方政府也可联合当
地高校、幼儿园建立学前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对新兴教师进行系统培训，提高其素质，从而保障学前教
育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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