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主席说， 教育很重要的任务
是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教

育怎样才能够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呢？ 我觉得重要的是培养好的习惯。

陶行知先生说过，教育是什么？教人变。
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 教人变坏的是坏教
育。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叶圣
陶先生说，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是培
养习惯。 幼儿教育要为人的一生打基础，必
须重视培养幼儿良好的习惯。

习惯是一个人素质的外在表现，是长期
养成的相对定型的反应倾向、思维方式和行
为方式。 这对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习惯不是单一的素质，反应倾向影响着价值
取向，思维习惯影响着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影响着行为方式，所以习惯是基础素质的重
要体现。比如说，面对飞驰而来的汽车，教师
张丽莉把学生推开的时候，有没有经过复杂
的论证过程呢？没有，就是一种习惯性反应，
看见车撞过来了，马上推开学生。 还有一位
教师，地震的时候自己先跑了，将所有的学
生扔在教室， 那个时候有没有思考的过程
呢？也没有，就是习惯性反应。还有全国最优
秀的司机吴斌，突然负伤之后仍然坚持着把
车开到路边，去世前保证了车上所有人的安
全。 这个时候有没有复杂的思考过程呢？ 没
有，就是一种习惯性反应。 这种习惯性反应
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

有一所小学设计了一道数学题，题目是
这样的： 一条船上载了 25 只羊和 19 头牛，
还有一位船长，根据已知条件，求出船长的
年龄是多少？ 就这道题，在每一个年龄段选
择20 名学生进行测试，结果发现高年级的学
生多半都有答案，中年级的学生有答案和没
答案的人数差不多。 这条船上羊的只数、牛
的头数和船长年龄没有必然关系，根本得不
出正确的答案。 这就是思维习惯，遇到一道

数学题，高年级学生的思维习惯是一定有答
案， 所以我想不出来那就说明我没本事，这
是惯性思维模式。

一张纸如果对折 ， 最多可以折多少
次？ 有人把这个问题问了美国学生 ，也问
了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马上想到，无数次，
从推理角度来看 ，一张纸当然可以折无数
次，这是思维习惯，遇到一个问题 ，我推理
得出结论。 但问美国孩子 ，他们会拿一张
纸去尝试，发现折了七次八次后基本不能
再折了。 这也是一种思维习惯 ，遇到问题
要实际操作一下 ，再得出结论 ，而不是简
单地给出答案。 这就是不同的思维习惯 。
我们许多时候往往受制于惯性思维 ，惯性
思维能够帮助我们迅速地认知这个世界 ，
也有助于遵守社会规则 ，但是一种刻板的
思维，往往难于突破常规进行新的创造。

乌申斯基说过一句话，好习惯是人在神
经系统中存放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会不断
增值，一个人毕生都可以享用它的利息。 这
句话也告诉我们，坏习惯是道德上无法偿还
的债务。 我们在幼儿教育阶段，是给幼儿培
养好的习惯、存放好的资本，还是欠下一笔
坏习惯的债务？

那么，如何培养好习惯？ 培养好习惯最
后要落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最近在网
上流行一段美国版的弟子规，美国孩子需要
掌握的 25 种基本礼节， 这些都是非常具体
的，比如说向别人询问事情要说请，借东西
的时候要说谢谢，门关着的时候要敲门之后
等候回应再进去， 收人礼物应该说谢谢，不
要给别人起绰号，等等。 这些最基本的行为
规则，很有参考价值。

爱因斯坦说过，如果人们忘记了他们在
学校里所学的一切，剩下的就是教育。 受教
育的过程中真正剩下的是什么？ 是习惯。 高
尚的道德也好，科学的思维也好，良好的行

为也好，最终归结为习惯。 习惯是怎么养成
的？ 习惯受潜意识的支配，而意识的积累就
会成为潜意识并根深蒂固地埋进大脑，不断
地积累形成自己的认识。

从养成教育来看，首先要引导，让孩子
知道应当怎么做。 包括安全教育，让孩子们
实际操作， 明白发生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
做，应该说哪些话。再一个是示范，示范就是
要让孩子看，到底怎么做。告诉孩子们，应该
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再一个是模仿，让孩
子学会做，比如说怎么穿衣服，怎么取食物，
怎么洗手。 日本的一所幼儿园，每一把椅子
上有一个垫子，这些垫子是家长制作的。 这
些垫子到底怎么用？ 教师跟我讲，这个垫子
可以打开，只要地震一发生，孩子们立刻把
垫子打开，顶在头上，这就是一个好习惯。 同
时，这也是日本的地震比中国次数多，伤亡
人数却比较少的原因。

培养孩子养成好习惯，离不开激励。 儿
童都有一定的天分， 成人应该尊重孩子，发
现孩子身上的优点，从而给他编成故事来帮
助他， 这是培养孩子良好习惯很重要的方
式。 激励对于孩子养成习惯是很重要的，要
把激励融入日常生活中。

一所幼儿园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标志性
习惯。 我在日本看了一所幼儿园，很注重静
思，入园后有一分钟静思，放学之前也有一
分钟静思。 这么小的孩子闭着眼睛能想什
么？ 该幼儿园的负责人说，现在不知道他们
在想什么，但是他们会知道一天应该用一点
时间去思考。这种静思的习惯就是这所幼儿
园的标志性习惯。

从文化的角度说，幼儿园的文化就是幼
儿园生活的形式和习惯，良好的习惯养成是
建设幼儿园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就形成了幼
儿园的教育生态，教师与孩子在这种教育生
态中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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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 我国从 1985
年开始，用了 20 年的时间普及了

九年义务教育， 但学前教育至今没有完全
普及。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2010-2020 年 ）》把普及学前教育作为
重要任务， 要求各地政府调动一切社会力
量 ，到 2020 年要基本普及学前教育 ，有条
件的地方普及学前三年教育。近年来，各地
学前教育蓬勃发展，形势喜人。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学前教育师资比
较缺乏，水平不一，伤害儿童的事件也时有
发生。如何办好幼儿园，如何提高学前教育
的质量，是当务之急。

要办好幼儿园 ，教师是关键 。 教师要
热爱每一个孩子，不要把孩子分成三六九
等。 比如，有的幼儿园教师喜欢活泼开朗
的孩子，遇到比较内向的孩子，就不喜欢 。
教育事业是仁爱的事业 ，幼儿园教师要有
爱心 ，热爱每一个孩子 ，不能对孩子有偏

爱，因为每个孩子未来都是建设国家的栋
梁，都能成才。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幼儿园
教师要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学习方式和
学习特点 ， 要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
性，最大限度地满足和支持幼儿通过直接
感知 、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
要，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
训练。幼儿的情感是丰富的、细腻的，但又
是脆弱的。因此，幼儿园教师要非常细心，
细心地观察孩子的情绪 ，注意保护他们的
感情，不能用言语和暴力伤害儿童。另外，
幼儿园教师还应该有耐心。幼儿的认知能
力较低，适应能力较差，有时会犯错误 ，一
种习惯的养成需要教师反复地教他们 ，要
耐心地等待他们。

幼儿园不仅要建设成儿童的乐园 ，还
要建成教师学习的家园， 终身学习的共同
体。教师要把幼儿教育作为事业，把学习作
为动力，就不会倦怠，看到儿童的成长 ，就

会感到幸福。
幼儿园是幼儿认识世界的起点， 虽然

婴儿从呱呱坠地就开始从母亲那里认识世
界， 但幼儿园是有计划地通过游戏等各种
活动让幼儿认识周围的世界； 幼儿园是集
体教育的场所， 儿童在幼儿园可以学到与
别人交往、集体生活的能力和思想。我们要
让幼儿在活动中认识世界， 在活动中养成
习惯、形成品质。 0 岁至 6 岁是幼儿发展最
关键的时期，也是人生发展的最关键时期。
我们要从小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 养成自
信 、主动、开朗的性格，这对人的一生非常
重要。

我还想特别强调 ，目前民办幼儿园占
全国幼儿园总数的 3/2 之多 ，同样承载着
民族的未来。 我希望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对
民办幼儿园要格外重视一些 ， 要高看一
眼 ，要善待一点 ，大力扶持民办学前教育
的发展。

幼儿教师要研究儿童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国家教育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教师
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

幼儿教师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和支持幼儿

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

的需要，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

训练。

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提
出 ，到 2016 年 ，全国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达到 75%左右，“初步建成以公办园
和普惠性民办园为主体的学前教育服务网
络”。其中，两类园在“主体”中的占比，未设
底线， 即没有要求公办园与普惠性民办园
在“主体”中必须达到的最低比例数 ，实际
上等于放宽了公办园发展的时限； 也未封
顶， 即没有规定公办园与普惠性民办园在
“主体”中不得超过的最高比例数，实际上
等于扩大了民办园发展的空间。

那么， 如何实现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
动计划呢？

第一，珍惜“存量”。 到 2013 年底，全国
有 19.86 万所幼儿园 、3894.69 万名在园幼
儿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67.50%，称为
“存量”或“蛋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取
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要珍惜“存量”，就要
依法完善环境设施、规范管理、提高教师专
业素质，突显特色、提供优质服务，办好每
一所达到质量标准要求的幼儿园， 引导每
一名幼儿快乐健康成长。

第二，扩大“增量”。 到 2013 年底，全国
尚有 32.5%的适龄幼儿未入园。 从目前和
长远看，本着就近入园、方便群众的原则 ，
全国需要再新建 10 万所左右的幼儿园，才
能实现全体 3 岁至 6 岁适龄幼儿 “有园

上”、逐步“上好园”的目标。
第三， 在 “增量” 中提高入园率。 到

2016 年底，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
75%左右， 等于在 2013 年底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 67.50%的基础上， 新增加 7.5 个百分
点。 只有三年累计新增加 140.64 万名幼儿
入园， 即每年平均新增加 46.88 万名适龄
幼儿入园，到 2016 年才能实现 75%左右毛
入园率的目标。

第四，在珍惜“存量”、扩大“增量”的同
时，同步提高质量。2014 年至 2016 年，按每
年平均新增加 2.5 个百分点计算， 在全国
普及 3 岁至 6 岁适龄幼儿学前教育， 要到
2027 年才能实现。 每一名幼儿每时每刻都
在成长， 他们的发育状况决定着民族的未
来。 各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 ，由
“责任主体”转到“主体责任”上来，认真落
实“机会与质量”同等重要的要求 ，使每一
名幼儿都能享有快乐美好的童年。

第五，民办园既要办好普惠园，又要办
好特需园。所谓“普惠性民办园”，是指具有
合法的办园资质， 保育教育质量达到同类
公办幼儿园水平， 受政府委托或资助提供
学前教育， 执行同类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
的民办幼儿园。

民办园是面向社会提供选择多样化学
前教育服务的供方， 政府是愿意替家长承

担一部分培养成本的买方。 供方与买方经
过协商，作为供方的民办园，同意降低向家
长收取的全额保教费，不足部分由政府（买
方）采取多种方式给予足额补助，将民办园
办成普惠园，三方（民办园、家长、政府）只
是一种提供服务与购买服务而形成的契约
关系。因此，这样的普惠园依然属于原法人
拥有，依然属于民办性质，依然保有独立自
主办园的权益。

如果政府将选择办普惠园的民办园视为
被收编、改编，捆住了他们的手脚，迫使其与
公办园“同质化”，普惠性民办园就会感到失
去了自我，或迟或早会放弃选择普惠之路。

各地政府要将 “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
园”的各项优惠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要防止以办普惠性民办园为名， 将保教费
压得过低，政府补助过少，致使普惠性民办
园无力改善办园条件、无钱聘请优秀教师、
无法提供优质保教服务，造成低水平运转，
逐渐丧失活力，使在园幼儿受到伤害。

公办园与民办园，因为办园主体不同、
资金来源渠道不同， 其性质和职能各不相
同。因此，评价公办园的“公益性”与评价民
办园的“普惠性”，各地政府应该制定不同
的评价标准，引导“公益与普惠 ”在各自的
领域，开创新局面、提高新水平，各发其力、
互促共荣。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专委会名誉会
长，历任内蒙古教育厅厅长、教育部民族教育
司司长、国家副总督学、教育部专职委员

在2015中国学前教育（大连）论坛上，论坛主席顾明远先生亲临现场致开幕词，陶西平先生作主报告。郭福昌、叶延红、芬兰驻华大使馆

科学与教育参赞MikaTapaniTirronen等分别作主题报告。本期将他们关于学前教育发展的思想与智慧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思想
引领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孩子，都与我们有关……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习惯是一个人素质的外在表现，是长期养成

的相对定型的反应倾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反

应倾向影响着价值取向，思维习惯影响着思维方

式，行为习惯影响着行为方式，所以习惯是基础素

质的重要体现。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 陶西平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席、 亚太
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联合会名誉主席

各地政府要将“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园”的

优惠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要防止以办普惠

性民办园为名，将保教费压得过低，政府补助过

少，致使普惠性民办园无力改善办园条件、无法

提供优质保教服务，使在园幼儿受到伤害。

如何实现

第二期三年行动计划
□ 郭福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