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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导语部分

 第一自然段——突出依法制定和国家意志。

1.目的。 ① 促进专业发展； ② 建设高素质队伍；
③深入推进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

2.依据。 ① 《教育法》； ② 《教师法》；
③《幼儿园管理规程》； ④ 《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 ⑤《3—6岁儿童学习发展与指南》；
⑥《世界儿童权利公约》； ⑦其他。

3.研制。《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
（教师【2015】2号）



第二自然段——突出专业性和合格底线

1.园长定位。履行幼儿园领导与管理职责的专业人员。

2.素质要求。三维素质：

①专业精神；②专业知识；③专业能力

3.标准定位。合格园长的底线要求。

4.标准价值。

A.引领园长专业发展的方向目标与基本准则；

B.是“3个标准”的重要依据——

①任职资格标准；②培训课程标准；

③考核评价标准。



第二部分 主体内容部分

一、基本理念
①理论思想；②信念；③理论的信念化。

（一）以德为先——

①道德是行为的方向；② 道德是行为的动力；

③ 道德是智慧的源泉；④道德是幸福的源泉；

⑤无德则无一切； ⑥道德是真善美的统一体；

⑥追求七大道德。(自然、人类、 社会、职业、家庭、
学习、交往和自我道德)



1.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党的领导。（路线、方针、
政策、法规、核心价值观、履行权利和义务、维
护儿童合法权益）

（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民主、平等、正义、法制）

（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热爱幼儿、热爱教职工、

热爱幼儿园；热爱教育、热爱教学、热爱管理、

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热爱人民；服务国家、服

务人民、责任担当）

3.履行职业道德。（立德树人、为人师表、公正廉

洁、关爱师生、尊重人格、爱岗敬业）



（二）幼儿为本（育人为本）——

①以幼儿的人性为本；

②以全体幼儿为本；

③以幼儿的天性为本；

④以幼儿的全面而个性化发展为本；

⑤以幼儿成长成人成材成功为本；

⑥以保教质量优质为本；

⑦以幼儿的康乐幸福为本；

⑧以幼儿的兴趣和自主活动与游戏为本；

⑨以动作思维、形象思维为本；

⑩以生活体验和获取感性认识为本。



1.促进幼儿康乐成长。（出发点和落脚点、快乐幸
福健康有意义的童年）

2.尊重学前教育规律。（科学发展、内涵发展、特

色发展、全面发展、全体发展、个性发展、平等
对待、尊重差异、创设适宜教育环境）

3.树立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素质教育观、教
学观、课程观、管理观、服务观、 质量观、环境

观；儿童观、成长观、成人观、成功观、成才观
、全面发展观、个性发展观、健康观、学习观、
游戏观、活动观、自主观、基础观等）



（三）引领发展——

①引领方向和目标；②引领价值和追求；

③引领行为和实践；④ 引领创新和发展；

⑤引领思想和理论；⑥引领制度和政策；

⑦引领体制和机制；⑧ 引领培训和推介；

⑨引领信息和服务；⑩引领管理和评价；

⑾引领课程和教学；⑿ 引领保育和教育；

⒀引领文化和特色； ⒁引领园所和师幼。



1.改革发展的带头人。

（—园所发展、教师发展、幼儿发展、家长幼儿教

育的素质发展、社区学前教育发展）。

2.把握正确的办园方向。

（—创建现代幼儿园制度—依法办学、自主管理、

民主监督、社会参与、内外协调、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全面统筹、协调发展；

—理念先进、制度科学、科学管理、民主管理、

规范管理；德法并举、言传身教）



3.尊重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引领教师专业发展。

①专业发展规律。（自主发展、个性化发展；阅读研
讨、实践体悟、改革创新；专家引领、同伴互助、
自我反思；实践取向、问题导向、经验升华、行动
研究、课题研究、任务驱动、以点带面、急用先学
、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工作和学习与研究合三为
一）；

②引领教师专业发展。（专业理想、专业信念、专业
目标、专业精神、专业道德、专业智慧、专业形象
、专业信誉；专业定位、专业结构、专业自主、专
业风格、专业素养、专业实践、专业成就）



（四）能力为重——

①理论认知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

②学习继承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

③业务能力和领导管理能力；

④理论转化为实践行为的能力（知行转化能力）；

⑤认知改造发展自我的能力和认知改造发展社会与他人

的能力；

⑥智慧能力（智商）、情感能力（情商）、意志能力（意商）、
个性化能力（个性商数）和行动能力（行动

商数）；

⑦能力的实体内容和载体是方式和方法。



1.知行合一。（教育与管理理念先进、领导力
和执行力强；理论与实践结合、知行互化、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突出）

2.重视履职能力提升。（规划幼儿园发展、营
造育人文化、领导保育教育、引领教师发
展、优化内部管理、调适外部环境的领导
力与管理能力为重点）

3.重视专业能力提升。（自主发展、阅读研讨
学习应用、专家引领、实践反思、同伴互
助、课题带动、行动研究、园本研修、改
革创新、持之以恒）



（五）终身学习——

①学习=学+习即阅读、交流、咨询、观察、思考+应用、练习、实践；

②原“学与习”品质的修炼（理想、目的、动机、目标；信念、价值、

态度；意识、情感、兴趣、知识、能力、程序、方法、策略；行

为、习惯、风格等）；

③学习学前教育科学—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学前管理学+学前社会

学等、五大领域学科科学、文化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等；

④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理论学习；向他人学习

、向自己学习；向古人学习、向今人学习；向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

向先进的现代文化学习；向本国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向圣贤学

习、向普通人学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焉；师法真、善、美；行

动研究、行动学习；研究学习、学习研究。



⑤愿学、好学、乐学、恒学、活学、静学、巧学 、悟学、会学、

学会。

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实践到老，发展到老，自我开发

到老，走向自我实现。

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高人指路，自我感悟。

⑧读书、观察、咨询、研讨、交流、批评、反思、体悟是学习，

研究著书、应用实践、改革创新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

习。

⑨学生乾坤万物，习生宇宙世界；读书越千年，开卷跨万里；劳

动创文明，学习促发展。

⑩学习常态化=重要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享受方式+发展方式，

并使之常态化。



1.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意识、愿望、学习观、价值观、理想、

信念、动机、目的、目标、策略、行为、习惯、风格）

2.优化知识结构。（知识结构、思想结构、方法结构、科学文化

和艺术素养结构与水平）

3.与时俱进，持续发展。（中国与外国、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

观、继承与创新、方法与技术；改革与发展、趋势与动态）

4.创建学习型组织。（愿景、目标；政策、法规；体制、机制；

规划、计划；任务、项目；主题、问题；管理、评价；园长、

教师、幼儿、家长、社区公众等相关利益与学习发展共同体）



 二、基本内容

1.规划幼儿园发展

2.营造育人文化

3.领导保育教育

4.引领教师成长

5.优化内部管理

6.调适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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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理解与认识
（专业精神）

2.专业知识与方法
（专业知识）

3.专业能力与行为
（专业能力）



（一）规划幼儿园发展

1.专业理解与认识（专业精神）（1-3条，共3条）

①坚持公益与普惠。（大爱、根本、文化基因、定
向启蒙、人格奠基、影响深远）；

②重视发展与规划。（民智、愿景、目标、合力）；

③尊重规律与传统。（教、学、育、管、评；从实际
出发、因地制宜、继承优秀传统、创新发展品牌）。



2.专业知识与方法（专业知识）（4-6条，共3条）

①牢记使命，讲政治。（国家、民族、路线、方针、

政策、法规、制度、决议、讲话；《规程》、
《纲要》、《指南》、《世界儿童公约》等）；

②把握趋势，要借鉴。（内外趋势、顺势而为、
借鉴创新；改革、发展、特色；经验、教训；理
念、方法、技术）；

③ 掌握规划的理论和方法。（研制、撰写、执行、
评估、改进等）。



3.专业能力与行为（专业能力）（7-10条，共4条）

①分析诊断，发现问题，理清思路。（历史、
现状、未来；SWOT方法与技术；思路与对策）；

②内外参与、研制规划。（社区利益主体、家长、教师
、幼儿；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互动）；

③全员分担，落实规划。（规划层序化、规划—计划—

安排—方案、人力物力财力和制度保障）；

④评估规划，反思改进。（多方评估、全程评估、全方
位评估、诊断性评估、发展性评估）。



（二）营造育人文化

1.专业理解与认识（专业理解）（11-13条，共3条）

①文化育人，全面发展。

（—人的文化本性、文化的社会本性、人是文化的人、以文化人、选播文

化基因、实施文化启蒙；

—体智德美劳文化、衣食住行文化、自然文化、生活文化、节日文化、

节气文化；

—体系化、日常化、可视化、活动化、童趣化、生活化、创新化、实效

化、时代化；

—身心发展、体智德美劳发展；

—体质、体能、体态、体格、体魄发展；

—兴趣情感态度价值观发展、认知智慧发展、意志发展、人格个性发展；

—行为习惯发展）；



②文化熏陶，传统弘扬。

（—文化场、文化内化、文化践行、文化体验、文化认同、

文化兴趣、文化情感、文化态度、文化敏感、文化符号、

文化基因、文化启蒙）

—优秀传统文化、先进现代文化；

—优秀民族文化、优秀世界文化；

—自然生态文化、社会生态文化；

—优秀地域文化、优秀民间文化；

—优秀的生活享受文化即衣食住行文化；

—优秀的生存发展文化即勤俭耕读文化 ；

—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体育等文化）；



③尊重关爱，启迪心灵，培养习惯。

（—大爱至善，师幼为本；

—人格、权益；

—康乐、幸福；

—身体、情感态度、认知智慧、意志、个性；

—大行为、好习惯）



2.专业知识与方法（专业知识）（14-16条，共3条）

①有思想，有文化。

（—思想、政治、道德理论，教育思想；

—身正学高、德智双馨，德配位、智配事、体配德智；

—哲学、美学、心理学；

—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体育等修养；

—文化理想、文化信念、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文化意识、文化视野、文化知识、文化能力、文化

思维方法论、文化学习、文化创新 ）



②了解幼儿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方法。

（—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人类性；

—主体性、民主性、园本性、地域性；

—长期性、日常性、综合性、操作性、体验性、可

视性、童趣性、教育性、有效性；

—建立和完善幼儿园文化识别系统即CIS系统。

即理念文化MI、视角文化VI、行为文化BI、

环境文化EI）。



③掌握幼儿品德和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

（—知情意行多开端，一体化；

—身心互动、人格发展；

—理解和欣赏幼儿特有的兴趣爱好、探究发

现、体验感受、理解表达、奇思妙想、好

奇好问；

—顺序性、阶段性、差异性、不平衡性）



3.专业能力与行为（专业能力）（17-20条，共4条）

①创建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体现思想和理
念；优化园风和园貌；充满爱心和活力；宽容友善
与和谐；乐园家园和自主园；绿色生态与美丽；）

②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建立和健全节日文化；书
香文化、艺术文化、科技文化、体育文化、人际文
化、精神文化、礼仪文化、行为文化、规则文化、
幼儿文化、游戏文化、保育文化、教育文化、管理
文化、评价文化、自主发展文化等）



③尊重幼儿身心发展和最近发展区水平。

—(一日生活皆课程、一日生活皆学习、游
戏活动为基本；

—实施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

④整合凝聚幼儿园文化建设力量。

（—幼儿主体参与、教师主导参与、家长和
社区配合参与、专家学者指导参与）。



（三）领导保育教育（领导课程教学）

1.专业理解与认识（专业精神）（21-23条，共3条）

①保教结合。
（—安全健康首位，以保育为主，教育跟进，保教结合；
—发展期望合理即差异、最近区域内、中等强度期望）

②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值。即游戏课程化、生活课程化、
社会课程化、自然课程化、环境课程化。

（—学习健康。即尊重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重
视幼儿良好的品质培养；

—社会适应健康。即重视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性的发展；
—学前教育健康。即预防和克服小学化和成人化倾向，杜

绝学前教育异化现象）



③信任、理解和尊重教师的保教智慧和创造。

（—信任、理解、尊重、欣赏、鼓励、支持、

服务、宣传、推广；

—经验、智慧；

—革新、探究；

—个性、风格）



2.专业知识和方法（专业知识）（24-26条，共3条）

①掌握幼儿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与发展目标。
（—不同年龄阶段发展目标；
—保育教育目标）。

②熟悉和掌握保教的知识和方法。
（—环境创设、一日生活、游戏活动、自主活；
—个体活动、小组活动、大班活动；
—组织实施、评估改进；
—观察记录、分析研究、课程生成、反思研讨交
流、研究撰写提炼）



③了解保教发展动态、改革经验和教育信息
技术应用的原理与方法。

（—国内外动态与经验；

—教育信息技术应用即保教、管理、评价
、研究、学习、翻转课堂、微课程等）



3.专业能力与行为（专业能力）（27-30条，共
4条）

①保教园本化。（政策法规园本化、保育教育园本化、
管理评价园本化、五大领域课程园本化和综合化、创
建特色和品牌）

②具备领导与管理课程的能力。（引领教师开发园本
课程即开发资源、优化结构、实现价值、创建文化；
科学化、个性化、多样化、丰富化、有效化的课程与
活动；不降低、不提高、不减课、课程活动化、课程
游戏化、课程儿童化）



③建立健全园长下班指导保教活动制度。
（—观课、评课、导课、说课、上示范课）

④领导和保障保教研究活动的开展。
（—问题导向、经验升华、继承创新；
—教研制度、改革制度、实验制度、保障制度；
—发展性评价制度即发展性幼儿园评价、发展性教师评

价、发展性幼儿评价等；
—诊断性评价；
—激励性评价 ；
—全面性评价；
—360度评价）。



（四）引领教师成长
1.专业理解与认识（专业精神）（31-33条，共3条）

①依靠教师办学。

（—尊重、信任、团结、赏识；

—办学以教师为本、办学的第一生产力）

②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第一行政服务责任人。园本培训、园本研修、促

进发展、服务发展、激励发展；

—第一专业发展责任人。自主发展、积极发展、自

觉发展、创造性发展）。



③尊重规律和权益，促进团队共同发展。

（—教师成长规律、教师发展需求、教师发

展共同体；

—专家引领、同伴互助、自我反思；

—教师发展权利和义务、教师接受培训的

权利和义务、教师学习、研究、探讨、

改革创新的权利和义务）



2.专业知识和方法（专业知识）（34-36条，共3条）

①把握幼儿教师职业素质要求，明确权利和义务。
（—专业精神、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行为；
—保教、管理、评价、学习、研究、创新、发展、

关爱、服务等权利和义务）。

②掌握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专家引领、同伴互助、自我反思；
—以问题为导向、以经验为基础、以体验为途径、

以内化为前提、以改进为目的、以园本为基地、
以实践为载体；

—掌握指导教师开展保教学习、实践与研究的方法）
。



③掌握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理论与方法。

（—园本研修即以问题为导向、以创

新为途径、以发展为目的，形成

学习型人格、学习型文化，实施

骨干引领、全员提升的研修策略；

—合作学习即自主性、合作性、民

主性、研讨性、分享性、和而不

同、各美其美、个性化学习）。



3.专业能力与行为（专业能力）（37-40条，共4条）

①保障教师专业发展。

（—了解需求、满足合理需求、引领发展需求。支持

鼓励参训；

—创造条件、创设环境、服务发展；

—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精力等保障）。



② 建立健全教师专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激励机制、评价机制；

—园本研修机制。即教研训一体化机制；

—教师个性化发展的长效机制。即教师职业

生涯规划制、导师制、轮岗交流制、推进

教育信息技术应用制、保教风格个性化要求 ；

—教师队伍发展规划、五年周期制、360学时制；

磨课制、说课制、微课制、网研制、课题制、

行动研究制）



③建立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落实师德规范和要求。即师德教育培训制

度、师德评比制度、师德示范制度、师

德一票否决制、师德体验制度、师德践行

日常化制度；

—提升教师精神境界。即理想信念、道德情操

、扎实学识、仁爱之心；

—依法保教、保护幼儿身心健康。即严禁歧视

、虐待、体罚和变相体罚、心罚和变相心

罚等违法行为）。



④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幼儿教职工合法权益
和多种待遇的长效机制。

（—关爱教职工身心健康、建立激励制度；

—维护生存权、享受权、发展权。学习权、研

究权、创新权。保育权、教育权、管理权、

评价权；

—满足受尊重权、收益权、多劳多得权、优劳

优酬权即物质、精神、机遇、培训、成长、

荣誉等收益权）。



（五）优化内部管理

1.专业理解与认识（专业精神）（41-43条，共3条）

①坚持现代幼儿园制度。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园长负责、民主参与、社会监督、

内外协调、形成合力、环境和谐；

—自觉接受幼儿、教职工、家长和社会相关利益主体的监督）
。

②坚持以德立园，以德治园。

（—榜样示范、人格魅力、专业引领；

—公正、律己、廉洁、奉献、学高、身正等非权力性影响力）
。



③尊重幼儿园管理规律。

（—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规范

管理；

—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管理、高效化管理；

—人文化管理、个性化管理；

—全员育人管理、环境育人管理、三教协调

管理）。



2.专业知识与方法。（专业知识）（44-46条，
共3条）

①把握国家的要求。
（政策法规要求、职能定位要求；管理标准要求）
②掌握幼儿园管理的理论方法和发展态势。
（原理、程序、方法、技术、手段、途径；动态、
趋势、经验、特点）

③熟悉幼儿园管理实务。
（园舍规划、卫生保健、安全保卫、教职工管理、
财务资产管理、保教管理、食宿管理、网络管理
等方法与实务）。



3.专业能力与行为（专业能力）（47-50条，共4条）

①建设好领导班子。

（—党政团结、党政分工、分工不分家、

党政一心、 党政分工合作长效机制 ；

—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把握办学方向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②建立健全幼儿园各项管理制度。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全员岗位责任制即园长、主任、教师、

保育员、保健医生、保安、厨师等岗位

责任制；

—财经管理制度；

—物资设施设备采购与使用管理制度；

—大型基本建设招投标制度；

—课程领导、管理与评价制度；

—保教制度；提高幼儿园管理科学化、制

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③建立教职工民主管理长效机制。

（—教职工大会议事制度、教代会议事

制度、园务例会制度、园务公开制度、

根据需要建立园务委员会；

—尊重和保障教职工民主与监督权利）

④建立健全幼儿园安全应急长效机制。

（宣传机制、教育机制、预防机制、预警机
制、应急机制、演练机制、应对机制、处置
机制）



（六）调适外部环境

1.专业理解与认识（专业精神）（51-53条，共3条）

①家园共育。

（—争取家长了解、理解、谅解、支持与合作；

—了解和满足家长合理需求；

—引领和发展家长的积极需求；

—民生工程、福利工程、保障工程；

—家园共育形成合力）。



②拓展幼儿学习与生活的时空。

（—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社区资源、日常

生活资源；

—开放合作、互动共赢）。

③发展幼儿社会性。

（注重引导幼儿、适当参与社会生活、丰
富生活经验、拓展活动空间）。



2.专业知识与方法。（专业知识）（54-56条，共3条）

①掌握有效沟通的策略与方法。

（—家长、社区机构和公众；

—宣传、公关、广告、谈判、推销的策略与方法）。

②掌握社区教育资源的功能与特点。

（—自然、社会、日常的课程资源；

—物质、精神、文化的课程资源；

—人力、财力、信息等课程资源）

（—文艺、体育、民俗、文物、社团、旅游等课程资源）
。



③掌握家园共育的知识与方法。

（—了解幼儿家庭教育基本情况即期望、目

标、知识、能力、内容、途径、方法、

效果等；

—开展家访活动、组织家长开放日活动、

开办家长学校、组织家长义工活动、组

织亲子活动等）



3.专业能力与行为（专业能力）（57-60条，共4条）

①建立对外合作交流机制。
(—“三教”协调、共育共管；
—园际互动、合作共进)

②开展公益性科学育儿的宣传。
（—利用家长学校、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和家访等形式进

行宣传和指导；
—利用社区场所和节日集会等形式向社区公众宣传指导；
—途径方法灵活多样，形式生动活泼、喜闻乐见、通俗易
懂；
—持之以恒、指导具体、榜样示范、家长互教等方式；
—更新观念、交给方法、提高能力）



③开发利用社区教育资源，丰富幼儿园教育活动。

（—自然、社会、社区、历史、文化；

—人事、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建筑

、旅游；

—工业、农业、服务业；

—医疗、教育、科技、文学、艺术、体育

等方面的优质资源）。

④争取人力资源，吸纳合理建议。

（—家长委员会、社会有关人事；

—参与保育、教育、服务、管理等工作）



第三部分 实施意见（实施要求）

 （一）本标准适用于国家和社会力量举办的

幼儿园正、副职园长。

 ——实施意见地域化和具体化。

 （二）教育行政部门园长队伍建设和管理

——重要依据。

（引领和导向作用；建设规划、资格标

准、选拔任用、培养培训质量保障体

系、园长队伍建设与管理机制；促进

学前教育政策与制度保障）。



 （三）园长培训机构实施培训的

——主要依据。

（职业特点、相关学科和专业建设；不同需

求、培训方案、课程设置、模式和方法改革

；加强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开展培训科学研

究、促进园长专业发展）

 （四）园长自我发展——基本准则。

 （专业发展规划、爱岗敬业、专业自觉、自

 主研修、成为学前教与管理专家）。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