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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引进、模仿到中国化的过程。新
中国成立以前，学前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著作编写、理论研究、行业协会、专业刊物等方面已经奠
定了一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学前教育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逐渐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教育学二级学科。
对其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将有助于进一步探明我国学前教育学的发展方向，促进其科学化和中
国化发展。

一、发展历程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科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学科初建阶段（1949~1976年）、
学科重建阶段（1977~2000 年）和学科稳步发展阶段（2001~2019 年）。
（一）初建阶段（1949~1976 年）
从 1949 年到 1951 年，我国学前教育界主要是改造新中国成立之前建立起来的旧式学前教育体

系。首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初等教育司下面设立幼儿教育处，建立了国家学前教育领导体系，
对学前教育开始规范管理。其次，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规定》明确我国实施幼儿教育的组
织为幼儿园，初步明确了学前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再次，对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和“单元教学”开展
批判。从 1952年到 1956年，我国学前教育界全面学习苏联的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布了在苏联专
家指导下制定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1952）等规章制度。利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契机，国家
在 6 所大学设置了学前教育专业，同时设置了两所幼儿师范学校，以承担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
任务。幼儿师范学校课程设置中的“三学”“六法”为我国学前教育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1957 年到 1966 年是我国学前教育学科的艰难探索时期。1957 年，新中国第一本幼儿教育刊物

［摘 要］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学科初建（1949~1976 年）、
学科重建（1977~2000 年）、学科稳步发展（2001-2019 年）三个阶段，在学科基础、学科性质、学科使
命、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做了持续探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完备的学科。今后我
国学前教育学科应进一步强化学术意识，提高研究能力，提升学科体系建设水平；加强本土化研究，
使学科建设成果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实践；加强学科队伍建设与国际学术交流，充实和完善学前教育
学科体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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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正式公开发行，但由于受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该杂志于 1958 年停刊。
《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也因过多引用苏联的内容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而遭到批判。1960
年幼儿教育处被撤销，1961 年高等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全部停止招生。“文化大革命”时期，学前
教育遭到严重破坏，从事学前教育科研工作的研究院所以及高等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等都被停办或
撤销，学前教育理论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纷纷分流或转岗，造成了学科发展的时空断裂。
（二）重建阶段（1977~2000年）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开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学科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学

科地位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198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研究生培养的学科和专业
目录中增设了学前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不断发展壮大，到 1987年
共有 22所师范院校设置了学前教育专业，1984年和 1993年更是分别有师范院校开始招收硕士研究
生和博士研究生，学科地位和人才培养层次不断提高。二是研究阵地初步建成，学术交流平台逐步完
善。1978年 7月，国务院批准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同时设立幼儿教育研究室。1992年，中国教
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并于 1995 年设置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游戏与
玩具、学前教育课程、学前教育管理、学前健康教育 5个专业委员会。《学前教育》于 1980年在北京复
刊，此后《幼儿教育》《早期教育》《学前教育研究》《幼教园地》《上海托幼》等杂志相继创办。三是学术
研究内容不断丰富。陈鹤琴、陶行知等人的教育思想重新得到重视，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于 1991 年
11 月在浙江省宁波市举办了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等四位教育家的幼儿教育思想研讨会。
这一时期关于学前教育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对儿童观、课程、教师等主题进行了重点研究。四是广
泛开展课题研究，研究主题逐渐丰富。自 1979年起，学前教育开始纳入国家教育科研规划，并从“七
五”规划开始有了独立的学前教育研究课题，且数量逐渐增多，涉及“幼儿素质的研究”“幼儿教育体
系研究”“幼儿家庭教育研究”“幼儿师资素质研究”“幼儿教育理论体系研究”“幼儿园课程政策研究”
“农村幼儿教育研究”等多方面主题，学科建构意识明显增强。五是学科研究成果显著。1989年，由黄
人颂教授主编的《学前教育学》作为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第一本学前教育学专业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
社出版。随后，一系列教材相继出版，从不同视角深入研究了学前教育学的基本理论，深化了我国学
前教育学的教材体系建设。
（三）稳步发展阶段（2001~2019年）
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学前教育学科的独立性和科学性不断提升，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学科建

设取得很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学前教育学分化出学前教育原理、
学前课程论、学前教育史、比较学前教育等研究方向，同时形成了学前教育管理学、学前教育心理学、
学前教育评价等交叉学科，标志着我国学前教育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二是研究主题丰富，研究队
伍不断壮大。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课题数量及层次有了很大提升，研究主题不断扩展。中国学前教育
研究会从“十五”规划开始课题的立项与管理工作，促进了学前教育学术研究的繁荣。地方院校和幼
儿园研究人员的比例不断增大，大批青年学者加入到学前教育研究队伍中来。三是学术交流日趋频
繁。从 2004年开始，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的组织下，全国有关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通过密集的学
术交流探讨了学前教育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开创了我国学前教育学科建设的新局面。与此同时，国
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提升了我国学前教育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水平。

二、研究进展概述

经过 70 年的探索，我国学前教育学科建设主要取得如下成果：第一，关于学前教育学的学科基
础，目前多数人的观点是学前教育学需要借助其他学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尤其要大力加强对
哲学、系统科学及有关边缘科学研究结果的吸收、利用和借鉴。 [1][2]第二，关于学前教育学的学科性
质，有的研究者强调其基础性，[3]将学前教育视为基础教育中的基础；有的强调其理论性，[4]将学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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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视为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有的则强调其学前性，[5]以突出学前教育学科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第三，关于学前教育学的学科使命，大部分学者认为学前教育学应承担基础理论研究、政策制度研
究、实践教学研究等三重使命。学前教育学科建设的本质就是要推动学前教育研究不断走向科学化，
以促进对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引领学前教育实践。[6]第四，关于学前教育学的研究
对象，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学前教育现象、[7]学前教育规律、[8]学前教育理论 [9]以及儿童、教师等研究
领域，[10]可以分别归结为“现象说”“规律说”“问题说”“内容说”。[11]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是我国学前
教育学科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五，关于学前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学
前教育学科体系主要包含六个部分：一是学前教育的历史发展，二是学前教育的理论基础，三是学前
教育的基本要素，四是学前教育的内容，五是学前教育的实施，六是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虽然这一
学科体系经过我国学前教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初步建立，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一学科体系
大多建立在教育实践需要和具体活动之上，还缺乏对学前教育学科自身内在逻辑体系的深入思考。
这可能与学前教育学在高校多被视为一门专业而非一个学科体系有关，如此定位限制了研究和实践
的思维视野。第六，关于学前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我国学前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式经历了
以构建学科体系为目的而采用的“体系范式”、大力开展应用研究的“实效范式”、解决学科归属问题
的“文化范式”等发展阶段。有研究者认为，学前教育学术界应当加强理论建设，努力形成“学术共同
体”，形成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和学科范式。 [12]在研究方法上，有研究者认为学前教育学没有自身独
特的研究方法，必须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研究者则认为学前教育学应当有自身独特
的研究方法。事实上，随着学科发展水平的提高，研究者开始考虑根据研究需要来确定研究方法，而
不再囿于研究方法是否是学前教育领域独有的。[13][14]

三、学科发展展望

（一）强化学术意识和学术研究，完善学前教育学科体系建设
学科体系是学科独立的重要标志，应当从学前教育学科自身的特点出发，尊重其内在发展逻辑

与规律，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为此，要强化学术研究意识，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处理好学科建设与实
践问题研究之间的关系，不能以对热点问题的研究来代替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学前教育研究者应
对那些关乎学科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提炼和深入分析，并通过深入研究构建起一个包含概念、
原理等要素的完整知识体系，并运用此学科知识体系去解释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预测、指导和规范实
践过程。加强学前教育学科研究，不仅包含对研究对象问题的研究，而且包括对学科本身的元研究，
就是要从学前教育学科的性质、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出发，不断加强对学前教育内在发
展规律的探究和认识，不断完善学前教育学科体系。
（二）加强本土化研究，使学前教育学科建设成果更好地为教育实践服务
随着我国学前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学前教育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前

教育学科体系就显得很有必要。本土化的学前教育学科建设需要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实践需
要，根据我国儿童的发展情况、文化特点和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学前教育实践和儿童发展，并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为世界学前
教育学科的发展贡献中国经验与智慧。
（三）加强学科队伍建设，提升学前教育学科建设水平
学前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研究队伍。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专业人才队伍不

断壮大，研究领域和研究范畴也不断拓展，但从整体上来看还不够成熟，尚未形成完善的人才队伍体
系，在学术研究上存在着理论建树少、学术争鸣不足等问题。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学前教育学科发展
的基础和前提，要改变人才队伍梯队建设不足、研究团队难以形成、学术研究多重复和低效的现状，
通过学科队伍建设来提升学前教育学科的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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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国际化学术交流，充实学前教育学科体系内容
尽管我国学前教育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但由于起步晚和研究不充分，在理论

建构、方法运用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趋频繁，我国学前教育学科建设应继续打
开视野，运用批判性思维去认识、了解和吸收国外学前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最新成果，不断丰
富我国学前教育学科体系内容，推动我国学前教育学科建设走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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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70 Years’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New China

Fulan Wa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initial subject establishment
（1949~1976），subject reconstruction（1977~2000），and subject steady development（2001~2019）. After
70 years of development，the disciplin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made continuous explorations
in research objects，subject nature，subject system，research methods，and has developed into a relatively
complete discipline. In the future，we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awareness and research ability
to enhance the discipline system construction；strengthen localization researches to make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erve the education practice bett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teams to raise the level of subject construction in preschool education；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to enrich and improve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preschool education.

Key words：discipline development，discipline construction，the disciplin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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