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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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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2.华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严重面临资源不足、入园难、入园贵等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学前教育

法的缺失与缺位，导致了学前教育迟迟游离于国家教育体制之外，由此亦造成了幼儿园法人地位的缺失、教
师身份的模糊、经费投入缺乏保障等各种困境。从国际趋势和国内现状来看，学前教育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而解决我国学前教育法难以制定的困境则尤为关键。其核心在于明确学前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及终身教育

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坚持学前教育“公益性”“普适性”“基础性”与“快乐性”原则以及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

在学前教育中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对于立法的具体内容则建议加强对于幼儿园办学资格的审批和监

管，明确幼儿园教师的入职要求和基本职责，协调好学前教育法与其他教育法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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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is fac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resources, difficulty in admission and high cost of enrollment. In particular, the absenc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has resulted in the isol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rom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hich has
led to other dilemmas such as the lack of legal entity status for kindergarten, the vague ident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the lack of funding guarante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trend and domestic situation,
preschool education legisl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it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to tackle the existing
difficulties in the formul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role and posi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to stick to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wealth", "universality", "fundamentality" and "happines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that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in education should assume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terms of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legisla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approval and supervision of kindergarten's qualifications, clarifying the entry requirements and basic
responsibilities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and other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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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学前教育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与家庭教育相融

合，同时亦与基础教育相连接。一国之学前教育的普

及和健全与否，对强化义务教育质量、提升国民整体

素养乃至促进社会健康与健全发展，都具有举足重轻

的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因资源不足而造成的入园

难、入园贵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万千家庭，伴随全面放

开二孩政策带来的适龄儿童入园需求的激增，使得学

前教育普及、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各界的

强烈关注。但“供需关系”的严重失衡、公办幼儿园数

量的明显不足、教师队伍的后继乏人以及幼教经费得

不到政策机制的有效保障等问题，都直接影响了学前

教育进一步快速发展的步伐。据2017年7月教育部发

布的《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 数据显

示：当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98万所，但其中民办幼儿

园就达15.42万所，占了总体的64.3%；现入园儿童的总

人数为1922.09万人，而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的人数

则更高达4413.86万人。基于以上幼教热的现状，自

2010年以来，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并实施

了两轮三年行动计划，但入园难、入园贵的状况却仍

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目前我国学前三年的毛入园率

虽已高达77.4%，但由于学前教育没有纳入义务教育

体系，尤其是学前教育法的长期缺失，导致幼教发展

一直处在一种缺乏机制保障，缺少缜密规划的无序状

态之中。诚如以上所述，公办幼儿园与民办幼儿园数

量的严重倒置，使得近2/3的孩子被迫选择民办幼儿

园，而民办幼儿园的良莠不齐及营利性质又直接导致

幼儿园原本应该坚持的公益性、普惠性原则丧失殆

尽。就当前全国发展的整体状况来看，除了上海、江苏

等一些省市及浙江省的少数地区公办幼儿园的数量

占了总数的50%以上以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学前教

育的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形成。在相当多的区域，尤其

是中、西部地区公办幼儿园十分匮乏，普惠性教育资

源严重短缺。同时因为现代企业全面实行教企分离的

机制，大部分的企事业单位亦因办园成本高、用工风

险大、安全责任强以及主办单位属性变化等原因，纷

纷退出了企业办幼儿园的机制，而已有附属幼儿园也

面临着停办或改制的困境。再就新建城镇小区配套幼

儿园的情况来看，其建设进度与城市化扩张的速度相

比更是严重失衡，城镇学前教育资源的“短板”日益凸

显。以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入园难的矛盾主要

集中在城区，而农村学前教育则面临基本质量难以保

证、规范办学难以推进的难题。由于城市的吸附效应，

新建楼盘和住宅小区的不断增加，外来人口的不断涌

入，亦使得适龄入园儿童的数量急剧增加。然而小区

配建的幼儿园即使建成也往往因为审批交付手续的

繁杂而难以迅速移交地方政府管理。再加之缺乏硬性

管理规定和刚性举措，即使移交政府教育部门管理的

也难以办成普惠性的幼儿园。由于学前教育尚不属于

义务教育范畴，办园资金往往得不到有效保证，入园

贵的问题也一直催化着各界对于学前教育发展现状

的忧虑与关注。此外，师资配备不足，设施缺口较大。
新建公办幼儿园往往因为未能及时通过有关部门的

审批，而导致大部分幼儿园处在教师无编制、待遇无

保证的困难境地。民办幼儿园也同样因为经费问题，

使得其教师队伍更加不稳定、教师整体素质不高。上

述问题都给学前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发展造成了严重

的障碍与阻力。
2017年5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第

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意见》指出，到2020
年，要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而全国学前三年的毛入园率也要达到

85%以上，其中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公办幼儿园和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在园幼儿总数的比

例）更要达到80%左右。《意见》还要求通过新建或改扩

建的方式创立一批新的公办幼儿园，同时建立健全学

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及构建教师队伍建设的支持体

系等。以上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固然十分

具有前瞻性，然而笔者以为，如果没有学前教育法的

制定，没有在法律框架体系内的明确规范，要想解决

理顺管理体制、健全投入机制、创立运行保障制度以

及严守普惠性、公益性办园原则和保障教师身份待遇

的难题，仍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大力呼吁并抓紧把

学前教育法的制定提上议事日程，不仅是切实保障我

国当前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对解

决“入园难”“入园贵”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根本保证。

二、学前教育立法的国内外现状

诚如以上所述，学前教育是人之初的“教育”，是

个体终身发展的起始与奠基的阶段。学前教育完善

与否，对于巩固和提高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质量与效

益，乃至全面提升国民的整体素养、改善社会风气都

具有奠基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重要价值与意义。现

36· ·



复旦教育论坛 2018 年第 16 卷第 1 期 Fudan Education Forum 2018． Vol．16，No．1

代社会的发展证明，学前教育的普及与否亦不仅关乎

每一个家庭子女的身心发展，同时更关系到一个地区

乃至一个国家基础教育的根基是否扎实、是否具有终

身发展潜质的前提条件。所以学前教育的普及非常

重要，而普及的重要基础就是需要得到法律的认可与

保障。
（一）学前教育立法的国际趋势

如将学前教育置于更大的视野中去定位，其与国

家当下正在努力构建的终身教育体系有着密切关系。
众所周知，终身教育指的就是从摇篮到拐杖的教育，

因此学前教育不可或缺。而纵观世界诸国，如美、英、
法、巴西、墨西哥、瑞典、匈牙利等，都制定了专门的学

前教育法，或在相关法律中对学前教育的普及作出了

具有针对性的具体规定。由此不仅为学前教育的普及

提供了高阶位、强制性与权威性的立法保障，同时也

有效地解决了普及过程中所遭遇的现实问题。
（二）学前教育立法的国内现状

衡量一国之教育体系是否发达，其重要的标准之

一就是看这个国家有无完整的、连贯的教育立法体

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已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九部教

育法律，但学前教育法却长期处在缺失的状态。我国

目前对学前教育进行规范的主要依据是《幼儿园管理

条例》[2]以及《幼儿园工作规程》[3]。前者由国务院批准

制定于1989年8月20日，其中规定了国家对幼儿园的

基本要求和管理的基本原则。但就条例的层级来看，

其仅处于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的第四层级。法律层次

较低也导致了法律规范的效力较弱，这也致使有效推

进学前教育的发展以及协调其他法律关系和规范各

主体的行为等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公布于1996年3
月的《幼儿园工作规程》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的基本原则，为加强幼儿园的科学管理，规范办园

行为，提高保育和教育质量，促进幼儿身心健康而制

定的，其对促进和规范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亦起到了

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教育

管理体制和办学机制的巨大变化，学前教育也面临着

幼儿园办园体制和投入机制的巨大变革。为此2015年

12月14日第48次教育部部长办公会议就专门审议通

过了修订的《幼儿园工作规程》（2016年3月1日正式施

行）。修订的内容包括强化安全管理，规范办园行为，

完善幼儿园内部管理机制，注重与法律法规和有关政

策的衔接等。但总起来说，该规程仍局限于幼儿园办

学的具体规范，对学前教育的整体发展依然缺乏高屋

建瓴的顶层设计与精细规划，不能完全给以涵盖学前

教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时代特征，也不能完全满足

社会需求。
（三）中央层面的立法进程

尽管我国颁布的关于学前教育的正式文件只有

上述两部，但就学前教育立法的进展而言，业界和政

府都已给予了高度关注。从2003年到2017年，国务院、
教育部以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都对学前教育

的立法给予了高度关注，表1即是关于学前教育法立

法进程的回顾。但耐人寻味的是，从1989年至今，时光

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学前教育法的制定却仍然停留

在口头或文件推动的状态。

表1 中央层面为推进学前教育立法所做的工作

（四）地方层面的立法经验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学前教育面临的区域性

困难，在国家层面学前教育法缺失的情况下，率先开

展了地方性立法的探索与实践。如继1998年青岛出台

了《青岛市托幼管理条例》之后，北京、太原、南京、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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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合肥等省市亦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地方性的《学前

教育条例》（见表2）。这些地方条例对学龄前儿童教育

权益的保障、地方政府应负的幼儿教育责任（如地方

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机制的建立、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

的投入、地方学前教育的管理与监督、保教人员的资

格与权益等）都做出了有效而翔实的规范，由此也为

全国性的立法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参考。纵观各

地方条例制定的具体内容，其突出的特征是对学前教

育的性质和地位予以了确认。但根据《立法法》第64条

规定，地方性法规只对如下事项作出规定：为执行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

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

性法规的事项。因此，对学前教育的性质和地位的确

认，本应该由更上位的“单行法”，即国家学前教育法

予以明确才是符合规范的。此外，地方政府责任的履

行亦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引领和监督[4]。

表2 我国已出台的地方性学前教育法规、条例与办法①

（五）学前教育立法的国际经验

就当今世界一些发达国家来看，大都非常重视发

展本国的学前教育，并且许多国家都在不同层面制定

和完善了本国学前教育的法律和法规，并依靠立法保

障了政府投资，规范了学前教育的办学行为。如在

1994年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中，第一项就规定

“所有美国儿童都要有良好的学前准备”。美国政府之

所以把“所有美国儿童都要有良好的学前准备”列为

国家教育目标法的首位，首先就是因为学前教育的基

础性，其次是对实现其他教育目标也有着重要而密切

的关系。再就美国的现状来看，联邦政府早在1979年

就颁发了《儿童保育法案》（Child Care Act），1990年又

通过了《儿童早期教育法案》（Early Childhood and
Education Act），同年还制定了《儿童保育和发展基金

法 案》（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Act），1995年则再次对其进行了修订 （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Amendments Act）[5]。英国也

在1989年颁布了《儿童法案》（Children Act）。澳大利亚

则更早在1972年就颁发了《儿童保育法案》（Child
Care Act）。为了规范学前教育体系，保障和不断提高

学前教育质量，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

法律法规，如《投资幼儿时期———国家早期儿童发展

战略》《学前教育及儿童保育国家质量框架》《归属、存
在和形成：澳大利亚早期学习大纲》，以及《国家教师

专业标准》等。一言以蔽之，制定学前教育法早已成为

国际潮流，其对学前教育的整体推进不仅起到了制度

性保障的作用，而且对学前教育步入法制化建设的正

确轨道亦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我国学前教育法为何难以制定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已经获得

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同

时面临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学前

教育事业的发展亦明显遭遇困境。为了进一步推进我

国学前教育事业的深入改革与发展，制定一部学前教

育法，已经是大势所趋、迫在眉睫，而这也是破解当前

学前教育面临的各种发展问题的切实保证。但正如上

文所指出的，多少年过去了，学前教育法却仍然迟迟

未能制定。以笔者的肤浅之见，学前教育法难以制定

的原因有以下几条。
其一，民营化、企业化、集团化的运作模式导致了

学前教育立法边界的模糊，学前教育“公益性”的特质

逐渐褪色。就我国而言，国家层面的教育立法，除了

《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外，其规范的对象一般都以政府

主办的公立学校为主。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

在教育领域倡导市场化与自由化的理念，加之学前教

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导致民间资本大量涌入学前

教育领域。而资本的逐利性，亦必然会使其投资领域

的营利性特征凸显。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谋取最大利

益，差异化、集团化的运作模式与竞争法则在学前教

育系统得以贯彻，一些民营企业则通过资本运作大量

收购公办幼儿园，并标榜专业化与特色发展的路线，

但其除了高收费外，对什么是特色、什么是专业化并

没有清晰的思路。而幼儿园公益性特征的不断弱化，

营利性特质的不断加强，亦导致了公办、民办不同性

质的幼儿园在学前教育立法中面临如何区分、如何界

定以及又如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涉及盈利性幼

儿园的内容予以协调和统一的问题。换言之，原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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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法中应该凸显的公益属性，却因为民办幼儿

园的大量涌现，而处在难以清晰区分与明确界定的困

境之中。
其二，幼儿园办园主体及投入机制的变化，地方

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由于一些地方政府

在理解上的偏差，对中央提出的关于学前教育事业应

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方针认识不足，反误以为地

方政府对学前教育可以少投入甚至不投入；有些地方

政府还采取企业改制的办法，要求公办幼儿园自筹资

金甚至停拨教师人头费，由此导致一些地方“卖”园风

盛行。如有将公办幼儿园的产权变卖给私人企业或个

人的，也有将公办幼儿园推向市场而撒手不管的。一

方面，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与政府监管，社会上

各种民办幼儿园的资质及办园条件都缺乏应有规章

制度的保障与制约，导致其身份地位至今尚未明晰；

另一方面，又因为民办幼儿园的风起云涌，尤其是他

们打着各种特色的“招牌”，甚至公开争抢公办幼儿园

的师资和生源，导致了公办幼儿园原已狭窄的发展空

间更加趋于萎缩。换言之,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已

经导致幼儿园办学主体及其性质的根本逆转。
其三，学前教育属性的界定与整体归属困难。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反映在

教育领域的国家投入也得到了稳步增长。对此把原来

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拓展到十二年的呼声不绝于耳。诚

然这一拓展也面临了前拓还是后延的两难困境：如把

义务教育延伸至高中，那么初中后的普高与职高的分

流就难以协调与规范；而如把义务教育朝前推移，人

们则又担心应试教育的恶习将蔓延至幼儿园。就国外

状况看，延伸至高中的居多，其中有出生率大幅度降

低的原因，也有把普及高中看作是提升国民整体教养

的战略考量，故而普及高中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发展的

基本趋势。然而我国情况略有不同，相对义务教育延

伸到高中而造成大学升学的巨大压力，学前三年纳入

义务教育对减低年轻父母经济压力等意义更为重大。
但当前的焦点是如何基于幼儿的立场对学前教育的

性质予以科学而准确的界定，以免再度陷入应试教育

的泥淖。这也是学前教育法急需明晰的重要课题。
其四，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及其责任主体不

明。学前教育经费是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也直

接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及发展

投入力度。尽管近十年来我国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

有所增长，但从总体来看，学前教育经费占整体教育

经费的比例仍然较低，直到2011年初等教育的经费仍

然是学前教育经费的3倍之多[6]。我国对学前教育经费

投入的严重不足不仅导致了目前幼儿园的数量和质

量无法满足社会民众的需求，而且还极大地弱化了学

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原则。由于学前教育经费制

度的建设首先需要明确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应当承

担的相关责任，同时亦需要处理好与初等、中等和高

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关系，因此如何给予明确界定

与合理分配亦是学前教育立法需要破解的一大难题。
其五，幼教教师身份认定、教师编制及职称评定

机制建立的困难。当前，我国幼儿教师的待遇普遍偏

低、社会地位不高，不少师范类幼教专业的学生甚至

离职转行，由此导致目前全国缺失合格幼儿园教师约

280万之多。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所以幼儿园至

今没有建立教师准入制度，在岗教师也没有专业进修

或培训的严格规则与途径，由此亦造成了幼教教师专

业素质的整体偏低。此问题对立法而言也是一大考

验，因为如果通过立法明确建立教师准入制度，那么

一些基本规定和要求就可能会导致一大批不合格的

在职幼儿教师下岗，那么幼教缺编的状况就会雪上加

霜。幼儿教师的编制不仅能起到稳定教师队伍的重要

作用，而且还与幼儿教师有无参加职称评定乃至得到

职务升迁机会有关。因此如何解决以上幼儿教师的从

业资格、编制职称与待遇问题，都是学前教育法必须

重点予以解决的难题。
除此以外，导致学前教育法难以制定的原因还有

很多。如政府在推进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地

位，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应该承担怎样的推进义务等问

题，新的立法都必须给出明确答案。

四、制定学前教育法何以可能？

以上在讨论了学前教育立法的重要性、紧迫性及

其面临的瓶颈与困难以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学前教

育立法的可能性问题。
（一）理论层面的可行性

首先，重视早教、重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我

国已经渐成共识。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学

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日益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亦多次

在不同场合强调推进学前教育的必要性。把素质教育

融入幼儿教育，并从娃娃开始推进素质教育的思想已

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与行动。如幼儿教育被列入《面

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

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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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无疑奠定了幼儿教

育作为素质教育推进过程中第一环的重要地位。在此

背景下，呼吁制定国家学前教育法的呼声开始得到各

方的响应。
其次，对坚守学前教育公益性的原则已基本达成

一致。因为任何一部教育立法在酝酿制定之初，首先

需要明晰的就是它的立法宗旨与基本立场。学前教育

法的制定也不例外。虽然近年来民间力量介入幼儿教

育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始终坚持幼教的公益性原

则、严守幼教的惠民立场，以及明确政府在推进学前

教育事业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这都得到了从中央到地

方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政府部门的一致认同。换言

之，承认学前教育的公共属性[7]，认真贯彻落实学前教

育的公益性原则，这不仅是针对公办幼儿园而言，同

样也适用于民办幼儿园。而只有民办及私立幼儿园亦

开始重视幼儿教育的公益性原则，才能在立法层对民

办幼儿园的市场秩序予以规范，并形成公益性和特色

化相结合的办学模式。此外，彰显学前教育公益性的

立法理念，其目的还在于要明确政府的推进责任与监

管责任。在居民稠密区以公共资金的投入设置公办幼

儿园，这是政府应尽的义务。而对民间资本创办的民

办园，政府也必须负起对教育质量、办学行为、收费标

准等的监察与监管作用，以避免学前教育变成少数资

本运作者手中的敛财工具。综上所述，为了确保上述

公益性、普惠性原则的切实贯彻，为了保证学前教育

规范化、科学化的健康发展，立法手段十分必要。因为

唯有通过立法才能够进一步明确学前教育在整个教

育体系之中的重要地位；唯有立法才能明确政府的推

进责任，并由此确保学前教育公益性原则的回归。
（二）实践层面的有效性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进一步着手优化学前

教育的投入结构和明确投入性质。如在投入方向上，

由强调新建幼儿园转向对已建园正常运转与开张招

生的保障。又如在投入结构与性质上,开始适当降低中

央及地方用于新建幼儿园的投入比例，而转向对普惠

性幼儿园，尤其是公办幼儿园的建设与发展上。换言

之，唯“普惠”与“质量”而不唯身份，是又好又快地扩

大学前教育资源、提升幼儿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其次，各级地方政府对保障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

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逐步建立了合理机制。学前教育

经费投入的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最

大障碍。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要求“鼓励普惠性幼

儿园的发展”，这无疑为公平教育理念在学前教育的

落实奠定了重要基础。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就

发展普惠性幼儿园进行政策上的设计，其目的就是希

望形成普惠性幼儿园的质量标准、收费标准、教师基

本薪资标准、家长成本分担比例等一体化的机制。如

天津地区的财政已经将重点转向支持乡镇幼儿园和

农村幼儿活动站的新建、扩建及园舍的加固改造，以

提升农村学前教育的保障能力，同时还在城区扩大学

前教育资源的奖补资金。江苏省扬中市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提

出建立学前教育的成本分担机制，即“政府投入大部、
社会投入小部、家庭投入合理部”。其中规定公办幼儿

园的政府投入要占学前教育总投入的80%以上，剩余

部分则由社会举办者及家庭补充，由此建立一个健全

的成本分担机制。
其三，国家已经开始着力构建稳定的学前教育师

资队伍与科学管理的机制。任何一种教育机构的健康

与健全发展都需要有一支质量过硬的教师队伍，学前

教育的发展同样需要高质量师资队伍的保障。由于学

前教育尚没有立法，因此大部分教师的身份待遇问题

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乡村学前教师队伍更是

处在严重的瓶颈状态。对此从中央到地方已通过加强

各地师范院校学前教育学科的建设，来缓解缺教少师

的困境。具体做法包括：有效拓展各地高师、师专和幼

师的培养能力，创新师资的培养模式；同时积极面向

获取了教师资格证的师范毕业生、综合院校的毕业

生，甚至面向社会广开纳贤大门，招聘有意从事幼教

的人员，通过分层分类、有针对性的培训，合格后上岗

的形式，来扩充对幼儿教师的培养；除此以外，对就职

后的幼儿教师进行定期培训，同时建立系统的非在编

教师的工资标准、流动、晋升、福利等制度，以稳定和

发展幼儿教师队伍。
（三）具体内容层面的思考与建议

再从具体内容来看，若要制定一部规范、有效的

学前教育法，笔者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建议：

第一，是必须明确学前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及终

身教育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简言之，处在终身教育

的时代，学前教育必须明确它的“学前性”特质。学前

教育处在人的身心素质全面发展的起始阶段，其对个

体个性的养成、素质的提升以及人格的完善都起着最

初的奠基作用。因此学前教育的发展与完善与否，将

决定未来国家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成与败。
第二，是必须明确学前教育的“公益性”②与“普适

性”的坚定立场。换言之，学前教育必须坚持以公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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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原则，严守公平、公正与公益的理念。但在当前因

为学前没有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因此其公益性特质不

仅不突出，甚至有弱化的倾向。如学前教育机构发展

的不均衡，资源分配的不公正，政府资金投入的不充

足，管理体制的不健全等都是造成其公益性减弱的原

因之所在。因此在学前教育法中必须明确学前教育是

为个体全面健康且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其应该归属于

面向全体公民的国民基础教育的范畴 [7]，以保障其公

平与公正原则的贯彻与执行。
第三，是明确学前教育的“基础性”与“快乐性”原

则。学前面对的是全体适龄儿童的教育，这种教育同

具有选拔功能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具有本质的区别。简

言之，不论个体的智力水平、性格特征或家庭背景有

何差异，政府都需要对每个适龄儿童的学前教育权予

以有效保障。而强调教育的“学前”特征，又决定了我

们不可以把学前教育理解为是学校教育的“前缀”，而

必须在学前教育法中明确学前教育的基本宗旨是以

保护幼儿身心健康及快乐生活为主，同时切实贯彻以

游戏活动、行为习惯养成为核心的幼儿教育原则，其

中特别需要彻底防止应试教育的魔咒，回归幼儿教育

的本源。
第四，是必须明确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在学前教

育中所应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国务院及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对学前教育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应该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尤其是县级人民政府的教育部门

必须负起监管的责任，以具体负责学前教育的管理与

发展。
第五，是对幼儿园的基本设施及办园标准进行定

期核查与科学规定，尤其对幼儿园的办学资质必须从

严考量，其中包括园长与教师的资格准入，政府有关

部门必须加强审批和监管。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

点入手：（1）对幼儿园的基础设施、卫生安全、园所选

址、教师资质、师生比率等予以明确规定；（2）设立专

门的行政部门对不同性质的幼儿园进行资格审查，严

格按照有关规章制度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的抽查，

以确保幼儿园的各项活动安全而有效地进行。
第六，是必须明确规定幼儿园教师的基本职责与

基本待遇，完善幼儿园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制

度，以填补幼儿园教师的缺口。具体地说，就是幼儿园

教师必须具备专业的幼教上岗证，管理人员应具有相

应的从业经验；规定幼儿园教师的待遇不能低于同类

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并制定专项职务、职称评定机制。
高校应确保幼儿教师的培养质量并适当增加招生人

数，社会亦应鼓励有资质的退休教师重返幼教岗位或

招聘其他领域中具有幼教经验的退休教育工作者参

与幼教工作，以帮助解决幼儿教师缺口的问题。
第七，是需要协调好学前教育法与其他教育法的

关系，尤其是涉及民办幼儿园的条款与《民办教育促

进法》之间的衔接与融通。2017年修正的《民办教育促

进法》对学前教育进行描述的只有第12条，其就民办

学前教育的举办申请做了明确规定。但大量的涉及民

办幼儿园的师资培养、编制待遇、招生规则、收费标

准、质量监控等问题《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均没有提

及，为此在学前教育法中如何就民办园的上述问题予

以具体讨论，这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根据我国宪法第100条和第116条的规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

机关是省、直辖市、民族自治区以及较大的省会城市（或称计划单

列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②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是指这种教育需和义务教育一样为大多数甚

至全体公民所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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