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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科学化的中国幼儿教育道路 

——纪念教育家陈鹤琴先生

陶西平

今天，我想以“走科学化的中国幼儿教育道

路”这样一个题目，来纪念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这

里的关键词一个是“科学化”，一个是“中国道

路”。我想我们重温陈鹤琴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

时代意义就在于此。

有一个短片说如今做孩子很难，我想现在不仅

做孩子很难，办幼儿园也很难。如果你办国际幼儿

园，有人会说你缺乏民族传统，如果你办国学幼儿

园，有人会说你没有开放的思想；如果你让孩子学

的东西多了，有人会说你“小学化”，如果学得少

了，又说上幼儿园什么也学不着；如果把孩子培养

得很有礼貌、很守规矩，有人会觉得你太死板，如

果你这个幼儿园孩子很自由、很开放，又觉得你太

放任……。所以说，如何办园也还是很难的一个题

目。其中，可能存在着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在于文

化的碰撞。

2015年5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等六家机构协办的“2015世界教育论

坛”在韩国仁川举行。15年前，在塞内加尔的达喀

尔举行的世界教育论坛，制定了一个15年规划，其

中就如何推动教育的发展确定了六项目标。今年在

韩国仁川的论坛主题为“通过教育改变人生”。大

会总结了15年前所确定的目标实现的情况，同时也

讨论了未来15年世界教育发展的目标。本届论坛有

100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与会各方共同

发表了《仁川宣言》，设定了面向2030年世界教育

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仁川宣言》明确提出：“我们将确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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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免费、公共资金资助的、平等并有质量的中小

学教育。其中，普及为期不少于九年的义务教育，

并确保学习者获得相应的学习成果。鼓励提供至少

一年高质量的免费和义务学前教育，让所有的孩子

都有获得高质量儿童早期发展、看护和教育的机

会”。本届论坛高度重视教育质量。不仅提出了高

质量教育的目标，确保儿童不但可以上学，更应该

得到高质量的教育，最终使他们能够获得实现他们

潜能所需要的技能，过上健康富裕的生活。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本届会议上指出，获

得教育并不是一种特权，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

利，事关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必须进一步采

取切实行动，用知识“武装”年轻一代，以有效应

对二十一世纪的严峻挑战。[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指出，《仁川宣言》体现了

国际社会的承诺：让所有儿童和青少年获得有尊严

的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发挥他们作为全球公

民的潜能并为社会做出贡献；政府应提供终身教育

服务，使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全面发展；教育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通向世界和平和可持续发

展的钥匙。

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无论在规模拓展还是质

量提高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14年
年底，全国的幼儿园达到20.99万所，比上年增加

了1.13万所。其中，民办园有13.93万所，比上年增

加5831所。在园的幼儿总规模达4050.71万人，比

上一年增加了156.02万人。其中，民办园在园儿童

2125.3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35.12万人。幼儿园

的园长、教师2014年年底是208万人，比上年增加

19.52万人。2014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是70.5%，比

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这是我们国家近年来大力实施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成果。但是，我国学

前教育目前在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都还有

较大差距。所以，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走好科学化

的中国幼儿教育道路。

有一位专家曾做过一个比较研究。该研究选取

了六个国家的幼儿教材，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分析和

比较发现：西方的幼儿教育理念比较关注的是自我

和自主，强调个人意志和自由；而东方的幼儿教育

理念比较关注的是克己奉公，强调集体精神和规范

行为。研究还发现，日本、韩国幼儿教育教材基本

上体现的是东方理念，而中国的教材从理念上已经

基本上接近西方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幼儿教育出现了两种情况。一

种情况是大量的西方幼教理论引入中国，比如福禄贝

尔、蒙台梭利、马拉古奇等人的理论。另一种情况是

大量的西方幼教实践也引入中国，比如法国的“做中

学”，德国的“自然森林教育”，新西兰的“儿童学

习故事”等实践也在我国产生很大影响。我国的幼儿

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基本

上学习的是西方幼教理论，以西方幼教理论作为自己

的专业知识基础。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的幼教体

系，从纲要制订到教材编写，都更多地体现了西方的

教育理念。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借鉴，

有助于推进我国幼儿教育的科学化。

但是，事实上还有很大差距。今年5月份我们到

农村去调研，发现农村地区普及学前教育大部分都是

采用依靠附设学前班的方式来实现。没有幼儿教师，

就把不能胜任教学的小学教师调到学前班去。所以，

目前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理念上没有注重实践化，在实

践上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科学化。因此，我们今天学习

陈鹤琴教育思想与实践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就在于

要走一条科学化的中国幼儿教育的道路。

陈鹤琴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是中

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在他之前曾有很多教育

家，也涉及到了幼儿教育，但是从理论与实践结合

的角度，给中国的学前教育奠定基础的应该是陈鹤

琴先生。实践证明，陈鹤琴的幼儿教育理念既符合

中国国情，又适应儿童心理发展特点，并最终在实

践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化的幼儿教育理

论和思想体系。 
我们学习陈鹤琴先生，走科学化的中国幼儿教育

道路应该遵循四个方面的原则：追求理想，不脱离中

国实际；借鉴西方，不盲目模仿西方；重视理论，不

忽视立足实践；全面育人，不放松生态改善。

一、追求理想，不脱离中国实际

陈鹤琴先生既追求理想的幼儿教育，但同时又不

脱离中国的实际。1914年，陈鹤琴自清华大学毕业后

赴美留学，在邮船上，他改变了学医的初衷。意识到

要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应该从教育抓起，而儿童教

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因

此，他决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儿童事业。他的

理想也得到一同到美国求学的陶行知先生的赞赏。后

来，他们一同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

陈鹤琴对儿童无限热爱。他说：“我是喜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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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 最近电视上演了一个

关于最美教师的影片，有人问到最好的老师是什么

样的。她说：“最好的老师是我喜欢孩子，而且孩

子也喜欢我，而孩子因为喜欢我，所以也喜欢我教

的东西。”其实，这些陈鹤琴先生早就做到了。他

呼吁整个社会都来“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一

切为儿童”。针对旧教育传统的弊病，陈鹤琴创立

了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学说，其中最有影

响、最具生命力的就是“活教育”理论，主要包括

目的论、课程论、方法论。“活教育”理论体系的

形成以1947年陈鹤琴主编的《活教育的理论及实

施》出版为标志，这是一种有吸收、有改造、有创

新、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我们学习陈鹤琴先生

的教育思想，还要特别注意他提出的旧教育的问

题，即没有“动手”能力。即使到了今天，我们

现实的幼儿教育中依然存在着如何把“死教育”

变为“活教育”的困境。“活教育”不仅在历史

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也依然富

有指导意义。

（一）“活教育”的目的论： “做人，做中国

人，做现代中国人”

陈鹤琴指出，“做一个中国人与做一个别的

国家的人不同。做一个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

家……为自己国家的兴旺发达而努力。”他满含

深情地写道：“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

遇，……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建

树科学民主，这便是中国人当前的生活内容与意

向，而活教育就是要求做这样的中国人、现代中国

人。”陈鹤琴先生概括出来了幼儿教育的目的就是

“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他还进一步阐释了

现代中国人的概念，即“我们要做世界人，便要爱

全世界的人类”；“爱那些站在真理一面的人类，

真理是不会泯灭的，真理是我们做人、做中国人、

做世界人的最高准则。”所以，做中国人也不是单

纯的有中国国籍的人，而是一个站在真理一边的中

国人。[2]

陈鹤琴认为，“做现代中国人”有具体的要

求，那就是：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建设的能力；

要有创造的能力；要能够合作；要乐于为社会服

务，为人民服务。

（二）“活教育”的课程论： “大自然，大社

会，都是活教材”

有了幼儿教育的目的论，就需要通过课程设计

来实现。传统教育“把书本作为学校学习的唯一材

料”，读书和教书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针

对这样的问题，陈鹤琴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

材料”，并进一步概括为“活教育”的课程论。将大

自然、大社会作为活教材，这是“活教育”的课程论

跟“死教育”的课程论最根本的区别。

1928年，陈鹤琴负责全国幼稚园课程标准的

拟定工作。他旗帜鲜明地提倡“整个教学法”，即

主张教师应该把教学内容整个地、有系统地教给儿

童。 整个教学法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幼教改革重要的

课题，而如何把需要学的各个方面有系统、整个地

教给儿童，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929年，陈鹤琴负责编制《幼稚园课程暂行标

准》就以幼稚教育总目标、课程范围（包括音乐、

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

点等7个方面的内容）、教育方法等三大部分组成。

他还从教学实践角度提出了17种教育方法及要点。

1951年春，陈鹤琴发表了《幼稚园的课程》一

文，详细地论述了新时期我国幼稚园课程编制的十

大原则：“是民族的，不是欧美式的；是科学的，

不是封建的；是大众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是儿童

化的，不是成人化的；是发展的、连续的，不是孤

立的；是配合目前形势和实际需要而不是脱离现实

的；是适合儿童身心发展促进儿童健康的；培养五

爱的国民公德和民主、团结、勇敢、守纪律的优良

品质；陶冶儿童的性情，培养儿童的情感，要养成

儿童能够说话的技能。”[3] 

 从1928年陈鹤琴负责制定《幼稚园课程暂行标

准》，到1951年发表《幼稚园课程》的十大原则，

体现了陈鹤琴幼稚园课程思想的逐步发展过程，

《幼稚园课程》的发表，也标志着陈鹤琴幼稚园课

程思想的形成。

（三）“活教育”的教学论：“做中学，做中

教，做中求进步”

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这是我们现在

所谓克服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关键所在。最近，

督导部门也对幼儿园小学化倾向进行了专项督导。

在督导过程当中出现的分歧，就是什么是小学化，

到底是孩子学了小学的部分内容叫小学化，还是不

要用小学的教学方式来进行学前的教育，这两个看

法不是很一致。有的人提出来，美国提出要在近期

实现下放大学5%的课程到高中，要高中的学生有

50%选修大学的AP课程。那这是不是叫做高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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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呢？我认为，可能主要不在于课程内容，而在于

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加适应孩子的年龄特点。

因此，“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是我

们防止学前教育小学化改革的重点。陈鹤琴的“活

教育”理念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他充分肯定传统

的书本知识。第二，知识讲授过程中，强调儿童在

与自然、社会的充分接触中，通过自身观察和活动

获得知识和经验。通过这一过程获得的知识，才能

真实、亲切，还会进一步激发儿童学习和研究的兴

趣。“活教育”的课程形式不但要符合儿童活动和

生活方式，而且要符合儿童与自然、社会环境的交

往方式。随着课程内容的改变，其组织形式也因之

变更。

1944年，陈鹤琴在实验活教育筹划会议上提出

了“五指教学法”来实践活教育，也被称为“五组

活动”①。他把五组活动用人的五个手指做比喻，

五组活动包括儿童的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

动、艺术活动、文学活动。 这五组活动在儿童成

长中结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系统、互相联系、不可

分割的教育网。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的课

程模式。“活教育”的课程以活动中心和活动单元

为形式，打破了传统的以学科组织为主的模式。有

人认为这种“以活动为中心、以活动为单元”的

课程形式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从西方引入的。其

实，当年陈鹤琴先生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就已经

提出来了。

1941年陈鹤琴发表“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

主张：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

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

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

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大自

然、大社会都是我们的活教材；比较教学法；用比

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

的命令；替代教学法；注意环境、利用环境；分组

学习，共同研究；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教师

教教师；儿童教儿童；精密观察。[4]

二、借鉴西方，不盲目模仿西方

只有开放并善于借鉴，但不盲目模仿西方，才

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改革。陈鹤琴留美期间，师从

克伯屈、孟禄、桑代克、罗格等知名教授，他比较

系统地学习了美国的教育学说，掌握了心理学的实

验与研究方法。他特别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资

产阶级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他说：“最知名的教

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对

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他还强

调儿童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提倡“做中学”的教

学方法，提倡“实验”的精神。

1934年7月，陈鹤琴实地考察了欧洲11个国家

的教育。通过参观欧洲国家的新型实验学校以及对

相关教育问题的讨论，他对欧洲新教育有了切实的

感受，认识到现代世界教育的发展具有某些共同的

特征，比如各国都很重视“做中学”的教育理念，

而这正是值得中国教育借鉴的。 “做中学”不是简

单的老师讲，学生听，然后考试；而是重视学生动

手，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这也反

衬出我们传统教育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忽视了人的动

手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

陈鹤琴在借鉴西方教育学说的过程中，更注重

中国的国情，他指出：“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

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

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

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 
我们现在的实践实际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仅我们

的历史、我们的环境跟美国不同，我们整个的文化

的生态以及我们现在的家长需求也跟美国不同。

“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

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

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条件。”他

强调了要借鉴，但是一定要和国情相结合，这

一点仍然是我们现在进行改革时需要高度重视的

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国外的理论和国外的实践

是必要的，在一段时间里面模仿也是必要的，但

是如果只是一味模仿的话，中国的幼儿教育往前

走就很难适应现在时代的发展以及家长的需求。

所以，陈鹤琴为我们如何真正走出中国幼儿教育

道路提出了指南。他指出：“今日抄日本，明

日抄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

来。”这句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陈鹤琴在借鉴基

础上提出了“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教

育思想。这是在本国教育实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他从幼儿教育实践入手，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幼儿

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化、民

主化、大众化的现代幼儿教育之路。至今，仍值得

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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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理论，不忽视与实践结合

理论的指导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跟实践相结

合。现在理论跟实践脱节的现象在整个教育界都是

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拿出一些先进的理论来，我

们也可以拿出自己根据这些理论加以适度改造的理

论来，同时我们也可以举例来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

性，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整体的教育实践是跟理论

一致的。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我们

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好，理论表述得越来越深，而去

看看我们常态的教育实践，却跟理论的距离很大。

1920年，陈鹤琴的长子陈一鸣出生。陈鹤琴连

续808天坚持每天对孩子的身心发展进行周密的观

察，并用文字与摄影进行记录。他对孩子的身体、

动作、模仿、暗示感受性、游戏、好奇心、惧怕、

知识、言语、美感、思想等多方面的变化进行了

系统的观察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儿童心理

及教育的论文。

1923年，由东南大学教育科支持，陈鹤琴办起

南京鼓楼幼稚园，1925年成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

幼稚园，成为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对于

如何开展幼儿教育科学研究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要对于作为幼儿教育基础的儿童心理作全

面、系统、切实的科学实验；第二，要重视幼儿家

庭教育的科学实验；第三，对幼儿园的教育应进行

系统、深入地科学实验与研究，要办好示范性幼儿

园；第四，必须重视和解决幼教玩具、教具的科学

实验和制造。这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重大问题。[5]所

以说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视实验，重视实践是幼

儿教育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一点至今仍然

警示我们高度关注幼教科研中理论脱离实际，空喊

口号而忽视试验和实证的倾向。我们注重“做”，

不仅是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应体现在我们的教育

科研上。

四、全面育人，不放松生态改善

目前，我们的幼儿教育面临一个很突出的矛

盾，就是家园之间的矛盾。孩子所生活的社会、家

庭和园所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环境。如果我们

园所的教育不注意优化整个生态，特别是家庭教育

的改善，教育的效果就会大大减弱，甚至会培养孩

子的两面性。

1925年，陈鹤琴出版了专著《家庭教育》，包

括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以及教育孩子的具体方法。

这部书甚至被评为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家教经典。

陶行知先生发表书评《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称

作者“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系近

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这本家

庭教育书，如今依然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某

种角度来看，家长的需求有时候左右着幼儿园，因

为家长是幼儿园教育的评价者，家长教育的缺失也

会使幼儿园的导向出现问题。所以，需要对家庭教

育引起重视，给予家庭教育正确的导向。

陈鹤琴认为，儿童早期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关系

着人一生的发展。他在《家庭教育》中写道：“一

个人知识丰富与否、思想发展与否、良好习惯养成

与否，家庭教育应负完全的责任。”“家庭教育是

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关系到

国家的命运”。

陈鹤琴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我们有时也会面

临家长抱怨幼儿园，幼儿园抱怨家长的情况，协同

难度很大。过去的家长是通过养老大积累经验来培

养老二，现在一般是独生子女，没有办法积累这个

经验。因此，如何让家长懂得家庭教育，也成为幼

儿教育的一个重大的课题。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

幼儿园教育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现在讲家园共

育，关键在于观点一定要一致，方法一定要一致。

要使家长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教育者，就需要对家长

进行教育。陈鹤琴认为， 家庭教育的教育内容也

相当丰富，同幼儿园一样，也担负着儿童体、德、

智、美、劳等诸方面的教育任务。 
陈鹤琴对于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基本主张，

就是要全面改善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不仅在幼儿

园创设好的生态环境，在家庭里面也要有一个良好

的生态环境。孩子就像一棵树，要有土壤、肥料，

还要有水、空气和阳光，需要在这样的生态环境当

中成长。如果我们家庭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

境，孩子就很难健康发展。家庭应该为孩子入学

读书甚至一生的发展都打下良好的基础。《家庭教

育》一书，提出了“游戏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游

戏”的早期教育观念。 已经把对家庭教育的内容和

对家庭教育的指导的重要性阐述得非常清楚，这是

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如果我们帮助家长掌握陈鹤琴先生这些方法，

实际上家庭的生态环境就会有更好的改善。

家园共育，重视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全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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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生态环境，是提高幼儿教育水平与实效的重要

课题。

五、结 语

陈鹤琴说过，“我们希望新师资的培养，富

有劳动生产的技能，富有组织建设的技能，不但人

格、行为，可作人家的楷模，而且服务、为人，可

都做人家的榜样。不但要做一个优良的儿童教师，

而且要做一个优良的社会工作者”。当前，我国幼

儿教育事业发展得非常快。其中，是不是也存在一

些失误呢？一部分人在反思，我们幼儿教师的培养

是不是过早地取消了幼儿师范，虽然符合许多青年

通过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愿望，却导致现在农村极

度缺乏幼儿教师。如何真正提高幼儿教师的整体水

平，决定着我们整个幼儿教育的水平。所以，陈鹤

琴提出来幼儿教师应该有敬业、乐业、专业与创业

的精神要求。

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李克强总理提出

了要万众创业，大众创新。实际上包括了“互联网

+教育”，或者是“教育+互联网”。这需要我们

在各个方面进行创造。因此，幼儿园应该开展“微

创新”活动，不要只急于参加国家的重点课题或者

是省市的重点课题，应该鼓励每一位教师在他遇到

问题时，自己提出一个课题，并来研究如何解决。

把理论实践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创造。而“微创

新”有时候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最近一些幼儿

园开始搞“微创新”活动并对微创新成果进行奖

励，这样就能调动起幼儿园老师的积极性。幼儿园

老师当然需要物质的鼓励，但是也需要事业的发

展。当他自己有创造的激情，而他的创造获得承认

的时候，他的成就感会让他更热爱这个事业，所以

我们各个地区各个园应该把这种微创新的活动广泛

地开展起来。

“活教育”曾经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受到不公

正的批判，但“活教育”的科学理念和实践经

验至今仍然站在时代的前沿，我们应当还“活教

育”以应有的尊严，并借以推进幼儿教育的改革

与健康发展。

我们今天纪念陈鹤琴先生，应当继承和发扬陈

先生的献身精神、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把幼

儿教育真正办成活教育，走出一条科学化的中国幼

儿教育的道路，从而对我们国家幼儿教育事业改革

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五指活动具体包括：儿童健康活动（包括体育活

动、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心理卫生、安全教育等），儿

童社会活动（包括动物园、植物园、劳动工厂和科研机关

等），儿童科学活动，儿童艺术活动（包括音乐、美术、工

艺、戏剧等），儿童文学活动（包括童话、诗歌、谜语、故

事、剧本、演说、辩论、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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