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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is a serious shortage of excellent male teachers in kindergartens, so normal colleges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enrollment of male students. However, many problems exist in
the pre-job education of male kindergarten teachers, such as, inappropriate curriculum design,
nega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which hinde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male teacher.
Therefore, this paper tries to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pre-vocational
education of mal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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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幼儿园优秀的男幼师严重不足，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也在逐渐增加对男生的招收，然而，男幼师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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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消极心理等，制约着男幼师的培养质量，鉴于此，本文
尝试提出了改善男幼师职前教育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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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社会对幼师数量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同时家长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学前教育
问题，大部分家长已经认识到幼儿园基本都是女教师的弊端，渴望幼儿园能够增加男教师的比例，以对
幼儿实施更为全面的教育影响。随着学前教育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男生进入学前教育专业，这为幼
儿园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准男幼师资源，然而高校对男幼师的职前教育仍存在一定问题，如何避免这些问
题，培养出高质量的男幼师，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2. 男幼儿教师职前教育存在问题
2.1. 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男幼师学习兴趣不高
在对多位幼儿家长的随机访谈中，我们发现目前幼儿园男教师问题已经得到了部分幼儿父母的关注。
44%的被访谈对象认为幼儿园有必要引进男教师，当被问到他们对男教师有什么期待时，大部分是希望
他们可以“爷们”点儿，通过以下访谈案例可以窥见一二，在一次与幼儿母亲的沟通中了解到，她特别
希望儿子在幼儿园能够由男教师来带，因为会带给孩子一些男性的特质，并且她还说到有次带儿子去上
早教，机构中只有两位男教师，其中一位特别“爷们”的老师，他的班早就名额爆满了，无奈只能选了
另外那位男教师。由此可见，很多家长非常看重男教师的男性特质。那么，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是
否具备这些特质，职前教育对这些特质的发展又有何帮助，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我们对多所高校培养方案的梳理发现，目前大多数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并未考虑性别因素，
男生与女生在校期间所学课程是相同的。幼儿园实践对男幼师的特殊需求并未被充分考虑在内，致使男
性的阳刚、大气、果敢、担当、气魄等气质，在现有课程体系下难以得到锻炼和发展。目前高校在专业
必修课程上突出钢琴、舞蹈、歌唱、玩教具制作、美术等，不仅不利于发展男生的男性特质，反而使男
生学起来比较困难，找不到学业成就感和职业归属感，这种缺乏针对性的课程设置，导致准男幼师学习
兴趣不高，已成为培养高质量男幼师的阻碍之一。

2.2. 职业生涯教育不足，导致男幼师资源流失
据调查显示，大部分的男生在选专业时，若是选择幼师这个专业，他们在一年级的时候排斥这专业，
二年级的时候被迫接受这专业，三年级的时候对这专业多少有点感情但是又不愿意从事这专业[1]。最后
导致了他们在毕业后“学幼师，却不干幼师”的迷茫，他们对学前教育专业的放弃，是宝贵学前教育资
源的流失和浪费。究其原因，高校职业生涯教育不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很多人在职前教育阶段缺乏对
专业的正确认识，不能根据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职业目标，导致他们在高校学习期间比较迷茫，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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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幼师，却不干幼师”，不知应何去何从。职业生涯教育不足，准男幼师对自己的职业缺乏足够的了
解，对其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殊价值认识不够深刻，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他
们对本专业缺乏兴趣和积极性。我们曾对幼儿园男家长进行过非正式的访谈，被问到的家长大都表示幼
儿园有必要有男教师，但当我们问到：“如果可以的话您愿意来幼儿园当老师吗？”这时，男家长们就
会面露尴尬，支支吾吾，很明显是不愿意的。可见，随着学前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大部分关注学前教
育的家长已经认识到男教师在幼儿园中的重要性，但受传统观念的制约他们个人却不愿从事这份职业。
这种矛盾心理不是个案，在整个社会中普遍存在，而这同样制约着准男幼师。对此，高校应该注重对准
男幼师的职业引领和心理健康教育，增加他们对专业的认识，强化对专业的兴趣，形成专业认同感。但
目前来看在这一方面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做的并不够，准男幼师很少得到相应的关注和引导，最终导
致其迫于种种压力而不得不放弃从事学前教育工作。

3. 改善男幼儿教师职前教育问题的对策
3.1. 基于实践需求设计课程内容
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应打破传统的一刀切的课程模式，在保证专业必备学科知识与技能学习的
同时，应增加课程的灵活性，具体可基于实践对男幼师的特殊培养要求，适当增加适宜于男幼师学习与
掌握的课程内容。对建构适宜男幼师课程所需考虑的问题，笔者进行了粗略的调查，发现其实幼儿园对
男幼师的需求，除了基本的幼师素养外，他们对男幼师的特殊技能特别关注，而这些特殊技能则主要包
括阳刚、大气的人格特质；组织特色体育课程的能力，开放的人际交往态度和能力；组织与领导能力等。
对应这些能力需求，现有课程培养方案中不足或欠缺的，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加大或增设，具体形式可
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而适当增加相应选修课程是最为简单易行的途径，例如，基于男幼师的阳
刚、果敢等特质，我们可以增设散打、跆拳道、篮球、足球等特色选修课程；基于组织与领导能力的现
实需求，可以以“园长班”的形式开设相应组织与管理类课程等，如此，准男幼师学习与其性别特质相
宜的课程，不仅避免了他们学习女性化课程内容的尴尬与压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课程学习中可以找到
自己的闪光点和特色，了解自己在幼儿园中的特殊价值，增加专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2. 基于专业需求，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是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综合测定，并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
长等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有效的计划。准男幼师
初进大学校门对专业的了解并不深刻，很多不知道接下来的大学几年自己要学什么，大学的生活应怎样
度过，自己毕业后可以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恰恰是因为这些不了解，导致准男幼师在接受职前教育时
出现了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则表现为学习的消极心理及对专业缺乏认同感，导致毕业时舍弃所学专业。
鉴于此，高校应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通过开专题讲座，请往届优秀学长返校交流分享等，全方位地
对准男幼师进行专业引领，深化他们的专业认识，增加专业情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最终帮助他
们树立对专业的信心，增强专业认同感，提高在校学习质量，提升个人专业素质。

3.3. 基于现实需要创设宽松、接纳的环境
很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幼儿教育就是女老师所从事的职业，对于男幼师的歧视和不认可，无形中增
加了准男幼师在校学习和毕业后职业选择的心理压力。鉴于此，学校作为一个小的社会，应该在职前教
育中为男幼师创设宽松接纳的环境，改善准男幼师的消极心理情绪，提高他们专业学习的热情与质量，
具体则需高校多关注男生的学习与生活，通过专业的引领使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与关怀，让他们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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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的价值与作用，找到集体的归属感，提高专业认同感[1]。虽然部分幼儿家长已经认识到男幼师的
重要性，但整个社会并未消除对男幼师的偏见，高校应积极联合社会相应部门，与此同时高校应与基层
幼儿园联手，共同为提高大众认识而努力[2]。通过宣传逐渐让社会了解男幼师的专业技术地位，知道他
们在幼儿园中的特殊价值，感受在男幼师身上彰显的并且也是女幼师不可替代的阳刚、帅气，果敢等鲜
明的特质，对幼儿有特殊的发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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