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什么是儿童早期发展？

儿童早期发展是指儿童在生命早期阶段的身体、情感、

社会交往、认知思维以及语言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幼

儿园的教育会对儿童成长，对他们的认知、社会性、

好奇心以及自信心等产生影响，并为终生学习打下牢

固的基础。

为什么要投资儿童早期发展？

参与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能够促进 :

• 语言的获得与发展；

• 大脑的发展；

• 认知的发展；

• 社会情感的发展；

• 身体和动作的发展；

• 入学准备；

• 提高在初、高等阶段学校学习的成绩；

• 投资儿童早期发展能够获得高达 1:17 的经济回报。

3–6 岁儿童早期综合发展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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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早期发展能够改变弱势状况 : 

高质量的早期关爱与启蒙可以帮助儿童摆脱不利的条

件，进而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医学杂志《柳叶刀》（2011 年 8 月）上发表的一系列

关于儿童发展的著名文章中指出：“通过投资儿童早期

发展，我们可以打破中低收入国家中千百万儿童和家庭

面临的不平等现象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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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报率

资料来源: Heckman, James and Carneiro, Pedro,  人力资本政策 (Human Capital Policy), 2003.

人类发展投资在各年龄段的回报率

学前教育学前教育

在校阶段

每一美元回报

年龄学前阶段
离校阶段

在职培训

学校教育 

美国经济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

对儿童早期发展领域四个主要的纵

向研究进行了经济分析，结果显示，

投 资 儿 童 早 期 发 展 能 够 获 得 高 达

1:15-17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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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重点：
      儿童早期发展 



中国在学前教育领域的投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 2001 年开始与中国政府合作，验

证优质学前教育对儿童，尤其是对贫困地区儿童的积极

作用，并积极倡导为学前教育投资。

在中国试点项目的经验以及相关的国际研究，促使中国

政府于 2010 年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到 2020 年，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0%”，并纳入公共服务。目前，

中国政府已经在第二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中将目标提

高为“到2016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75%”。2014 

年，入园率已经从2007 年的将近 45% 提高到了 70.5%。

然而目前西部地区的入园率要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了减少这一差异，2011 年，中国政府承诺投入高达

500 亿人民币（约合 83 亿美元）用以改善农村地区的

学前教育，尤其是西部不发达地区农村的学前教育。从

2009 年到 2014 年，全国新增幼儿园 7.2 万余所，同时

中国政府已投入约 17 亿元人民币（约合 2.8 亿美元）进

行学前教育师资培训。

2011-2015 周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学前教育项目点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在五个西部项目县开展学前

教育教师培训的试点项目。在五个项目县，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与当地省、县教育部门密切合作，提供幼儿

园教师培训和基本的幼儿园玩教具。这个学前教育项

目也被称为爱生幼儿园项目，正在通过培训教师逐渐

用以儿童为中心、以游戏为主的学习取代了小学化的

学习。在重庆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国务院妇女与

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合作，在幼儿园和社区探索 3-6 

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前教育模式。

从试点项目到政策倡导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致力于提高学前教育
质量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和各省、县的教育局共同合

作开展试点项目，这些部分项目经验为中国学前教育政

策的制定与有效实施提供了依据。

在“从基层开始”的工作理念的指导下，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与教育部一道通过试点项目探索适合弱势儿童，例

如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以及生活在西部农村的

少数民族儿童等的学前教育的有效模式。

联合国儿童基金
我们的工作重点：儿童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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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于乐 : 通过游戏进行学习

如果没有优质的幼儿园活动课程，或者教师不知

如何开展儿童活动，儿童只是机械地学习，认字

或反复学习加减法，那么上幼儿园对儿童来说就

没有一点乐趣。没有游戏和讲故事的时间会很快

让孩子们感到厌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在

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开展的学前教育试点项目正

在让孩子们的幼儿园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孩子们通过游戏进行学习，更加快乐、更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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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项目试点县的基线调研：为了验证在未来四年五个

县学前教育策略的有效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各试点

县开展了全面的基线调研。调查收集了儿童在认知、语

言、社会与生理发展等的状况以及教师专业能力水平等

方面的数据。基线调研结果将用于修订项目资源、指南

和改进项目实施策略。基线数据将与终期评估数据进行

对比，以说明学前教育项目试点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作用，

并期望籍此能够找出在贫困地区开展学前教育的有效模

式。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助力中国学前教育质
量的提升

爱生幼儿园

爱生幼儿园践行科学的儿童早期发展理念，通过创设安

全、健康、无歧视的幼儿园环境，通过实施有效的教学

方法，促进 3 － 6 岁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项目自 2009 年开始在贫困县进行试点，到目前为止项

目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同时还将继续开发新的资源。这

些优秀的资源被汇总成为“学前教育资源包”，主要针

对农村幼儿园，帮助幼儿园教师改善教学实践。该资源

包包括一套爱生幼儿园材料和以故事为基础的入学准备

材料。

UNICEF ECD 项目地点分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点分布

以故事为基础的入学准备课程是为基础水平的教师开

发的，目的是帮助农村学前班或大班儿童做好入学准

备。课程围绕八个经典的中国故事，设计了一系列关

于语言和数学等的入学准备活动，供教师开展活动时

参考使用。课程有助于农村幼儿园的教学从传统的机

械学习向更具互动性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转变。

为了确保该套材料能在新疆使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

将材料翻译成了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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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人口与幼儿园分布状况

中国大约有 2.74 亿儿童，占全球儿童人口总数

的 14%（2013 年数据）。

3 － 6 岁儿童大约有 4500 万，占全国儿童总数

的 16%。其中 1170 万儿童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

成为留守儿童，500 万儿童随父母流动到城市

（2010 年数据）。

2014 年，全国共有 21 万所幼儿园，其中 13.73

万所幼儿园分布在乡村和镇区。全国共有在园幼

儿约 4050.71 万。

数据来源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中国儿童发展指标图集
（2014）》(http://www.unicef.cn/en/index.php?c=index&a
=lists&catid=60) 与教育部数据

爱生幼儿园系列材料（3-6 岁）

• 教育指南

• 课程计划指南

• 评估手册

• 入学准备活动教师手册

• 入学准备活动培训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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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生幼儿园项目未来规划：教育部拟通过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目前在五个项目县的试点，进一步完善教师培

训模式，并推广爱生幼儿园这一适合贫困地区的幼儿

园质量提升模式。

幼儿园安全友好环境建设指南

中国政府提出在 2020 年前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各地

新建了大量的幼儿园，为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教育

部共同开发，并于 2013 年印发了《幼儿园安全友好环

境建设指南》，其中详细说明了如何在幼儿园创建一个

儿童友好的环境，包括幼儿园房舍内部和室外活动场地

的装修、布置和设施设备的配备等。相关的教育规划者

和建筑管理者们目前正在对指南进行实地运用，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指

南的内容。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并支持了教育部 2012 年颁布的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研发工作。《指南》

有助于广大教师和家长了解 3 － 6 岁儿童应具备的知识

和能力，并形成对儿童发展科学合理的期望和共同目标。

2014 年，来自 34 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人员参加了指

南的国家级培训。另外面向家长的指南宣传也得到了热

烈的反响。2014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过微信发布的指

南仅在头几天就获得了超过 370 万的点击量。

《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未来计划：教育部目前正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该指南，并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在

最贫困地区探索实施指南的有效策略。

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资源包

在政府宣布要提高学前教育入园率之后，许多幼儿园，

尤其是位于农村和资源匮乏地区的幼儿园，不得不使用

一些不合格的教师。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邀

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出相应的教师培训策略。

为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部和中国学前教育研究

会共同开发了一套针对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培训资源包。

资源包引入了 5+3 的培训模式，即首先是五天的集中培

训，然后是受训者个人的学习，数月后再进行一次为期

三天的集中培训。教师培训资源包共包括 23 个模块，

例如：

• 《幼儿园教育指导规划纲要（试行）》解读；

• 幼儿园一日活动安排；

• 师生共创幼儿园班级环境；

• 幼儿园游戏活动的开展与指导；

• 幼儿园家长工作的开展与指导。

每个培训模块都包括培训文稿，并配有相关视频照片材

料。

联合国儿童基金
我们的工作重点：儿童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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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佑君和我电话聊天。她向我描述了在重

庆忠县爱生幼儿园发生的可喜变化。她说到老师

的专业能力如何得到了提升，幼儿园的环境又如

何得以改善，孩子们的活动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

彩。能听得出来，她又兴奋又自豪。”

马琅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 教育官员

参见 UNICEF 官方微博 “ 把乡村幼儿园变成儿童乐土”
(www.unicef.cn/e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51
&id=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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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未来计划 : 未来四年，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和教育部将根据五个县 400 多所幼儿园的试点经

验和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资源包的试用经验，纳入并推

广适用于全国农村的幼儿园教师培训课程和培训策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支持教育部开发幼儿园教师能力测

评系统，系统预计于 2016-2017 年开发完成，届时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将支持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使用该系统，

促进幼儿教师培训更适合教师的水平和需要，从而使培训

更为有效。

幼儿园质量评估与监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目前正在协助教育部开展幼儿园质量

评估工具的研究。

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将协助教育部起草学前教育

法以及学前教育督导、监测与评估指南。

探索政府支持民办幼儿教育机构的模式

为确保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能够获得高质量、

能负担得起的学前教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进行

一项关于学前教育公办和民办伙伴关系的研究。该研

究的目的是为政府开发一种为民办幼儿园提供能力建

设培训、督导和监测的同时提供资金补贴的伙伴关系。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等倡导工作

每年的五月是中国学前教育宣传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全力支持由教育部组织的面向全国父母宣传学前教育重

要性的国家级倡导活动。该活动每年都会确定一个宣传

主题，今年的主题为“给孩子适宜的爱”。此外，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新闻处和教育处密切配合，共同实施各种

面向大众的倡导策略和宣传活动。

5

第四个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在南京启动，时

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理驻华代表苏天明（Tim Sutton）在启动仪

式上说，“我们十分赞赏中国政府在全国，尤其是在弱势儿童集

中的中西部地区，对普及学前教育服务的强有力领导。在全球范

围内，要让所有的人都相信儿童早期发展在儿童的一生中是多么

的重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知道全球成百上千万的最

贫穷和最弱势的儿童仍然无法得到对他们早期发展的投资。我们

希望中国的成功经验以及政府的承诺能够为其他国家起到引领的

作用。” 

Pia Britto,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儿童早期发展主任（前排右三）, 

Chemba Raghavan,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办事处公室儿

童早期发展主任（前排左三）拜访教育部幼儿园质量评估工作团队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团队。

苏天明（左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理驻华代表

和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右四）为 2015 年学前教

育宣传月活动揭幕。

2015 年 5 月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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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促进每个儿童的权利和福祉。同合作伙伴一起，我们已经在全球 190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将我们的承诺变为实际行动。为了所有儿童的社会福祉，我们正努力帮助最易受伤害和被边缘化的儿童。

欲了解更多有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全球官方网站 : www.unicef.org 及中国官方网站 : www.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cn 

官方微博：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nicefchina 腾讯微博 http://t.qq.com/unicef 

微信公众账号 : unicefchina 

若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 Shantha Bloemen（白杉）, 电话：+8610 85312610, 邮箱 sbloemen@unicef.org 

或刘莉 (Liu Li),  电话： +8610 85312612, 邮箱 liliu@unicef.org

紧急状况下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及防灾
备灾工作

应对紧急状况下的教育需求一直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使

命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已整合到儿童早期发展行动方案

中。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了 8.0 级的大地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迅速做出应急反应开展抗震救灾，在

救灾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又迅速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学

前教育的重建。2009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四川的青

川、北川、什邡、绵竹和松潘以及甘肃的西河县等地震

灾害严重的地区分别支持建立了幼儿园，并丰富设施设

备、培训当地幼儿园师资，重塑幼儿园质量，使学前教

育“重建更美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与教育
部共同在全球倡导学前教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一起在全球倡导将儿童早

期发展列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中国参加

了 2015 年在韩国仁川召开的全球教育论坛，大会于 5

月 21 日通过了 2030 教育宣言。中国的参会突出了其对

学前教育的贡献并重申了其对 2015 后发展议程的承诺。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博士在论坛上分享了中

国在学前教育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

的成功经验，并强调中国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将学前教

育纳入到全球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目标当中。

科学育儿网

家长对优质学前教育信息和服务的需要越来越迫

切。为此，教育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2012

年共同创立了一个育儿信息资源的网站，2013

年开发出了自助服务终端，随后又在 2014 年推

出了手机应用程序，目前已有 150 万注册用户。

这一科学育儿信息资源平台共提供了 269 项儿童

早期发展的信息以及 200 多个微视频，内容涵盖

0 － 6 岁儿童发展的各个关键主题，如日常照料、

营养、喂养、疾病预防、免疫、教育及发展、安

全和保护等。

链接 : http://yuer.cbern.gov.cn/， 

App: https://appstore/cn/OiKPZ.i

科学育儿网由教育部向公众推出，在 2015 年韩

国仁川全球教育论坛上该科学育儿网被视为最佳

实践，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许多国家都对此表示

了极大的兴趣，希望能够学习中国的先进经验并

将这一成功模式复制到自己的国家。

家长们在浏览科学育儿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团队与 Pia Britto,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
球儿童早期发展主任（右一），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 ( 左五 )，
诺贝尔奖获得者 James Heckman ( 左六 ) 在全球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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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plans on ECD teacher training: In the next four 
years, UNICEF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xpect 
to complete a national teacher training package and 
training strategy. This will be based on experiences 
learned through the rural teacher training resource 
package and piloting it in 400 kindergartens in five 
disadvantaged counties. 

UNICEF will help to develop an assessment system 
for ECD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to 
rais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raining to 
all levels of teachers. The assessment system for 
ECD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should be 
completed in 2016-2017, when UNICEF will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them.

National ECD assessment tools and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guidelines 

UNICEF is currently help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devise national ECD service quality-assessment 
tools for kindergarten quality. 

UNICEF will also assis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ECD laws and guidelines for supervision 
and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xploring a model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o ensure the access of children from middle and 
lower socioeconomic-level households to quality  
and affordable kindergartens, UNICEF is researching 
the potential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ECD.  
The study intends to generate a model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subsidies for universal access 
to private kindergartens while providing capacity-
building training, supervision and monitoring. 

National ECD campaign and ongoing 
advocacy for ECD 

May is national ECD month fo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UNICEF, when a national advocacy 
campaign on the importance of ECD targets parents. 
Each year a specific theme is chose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5, the theme is “importance 
of parental love for children”. The UNICEF 
Communication team also works with education 
colleagues on various communication and advocacy 
strategies throughout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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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pplaud the strong leadership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accelerate access to ECD services especially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majority of 
vulnerable children live.” said Tim Sutton, UNICEF China’s Acting 
Representative, at the launch of the fourth national ECD advocacy 
month in Nanjing on 22 May 2015. “Globally,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convince everyone of how critical this period of life is in a 
child’s life. We know millions of the poorest and most disadvantaged 
children are missing out from these investments.  We hope China’s 
experience and commitment can inspire other countries to do as 
China is doing.”

Pia Britto, UNICEF Senior Global Adviser on ECD (third from 
right, front row), and Chemba Raghavan, ECD Adviser, UNICEF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 Office (third from left, front row), 
visi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ECD quality-assurance tools 
team and UNICEF China team

Tim Sutton, UNICEF China Acting 
Representative (fourth from left) and  
Liu Limin, Vice Minister of Education 
(fourth from right) help celebrate at  
the 2015 national ECD month launch 

Advocacy campaign for national ECD month 2015

UNICEF China
12 Sanlitun Lu
Beijing 100600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CD in emergency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work

Responding to education needs in an emergency 
situation is a core element of the UNICEF mandate, 
which now includes ECD. After the immediate 
response and recovery to the massive 8.0-magnitude 
earthquake – the most devastating natural disaster 
to hit China in decades – struck south-western China 
on 12 May 2008, UNICEF next shifted to put ECD as 
a core element in its activities. In 2009, UNICEF set 
up ECD centres in Qing Chuan, Beichuan, Shifang, 
Mianzhu and Songpan counties in Sichuan, and Xihe 
County in Gansu, which were the most severely 
affected areas during the earthquake. 

UNICEF China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dvocating for ECD globally

UNICEF China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s 
advocating globally for ECD to be central to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China’s participation 
at the World Education Forum in Incheon, the 
Republic of Korea, which on 21 May approved the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2030, highlighted the 
country’s contribution to ECD and affirmed its global 
commitment to this agenda.  

Dr. Wang Dinghua, Director General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esented 
China’s succes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t the 
Forum. He shared China’s success story in addressing 
equity and recommitted China’s global commitment 
to making sure ECD is a central pillar of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Parenting portal

Parental demand for quality ECD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is increasing. In respons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UNICEF created a 
resource for parenting information that began 
with a computer website in 2012, followed 
by a kiosk service in 2013 and then a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in 2014, which at last count 
had received 1.5 million independent users. 
The resource includes 269 ECD messages 
and 200 micro-videos covering critical issues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from birth 
to age 6 years: daily care, nutrition and 
feeding, disease prevention, immu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and safety  
and protection. Link: http://yuer.cbern.gov.cn/

App: https://appstore/cn/OiKPZ.i

The parenting portal was presen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extremely well 
received as a best practice during the World 
Education Forum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 
May 2015, with significant interest from many 
countries in learning about the parenting 
portal and how to replicat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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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CEF China team with Pia Britto, UNICEF ECD Senior 
Global Adviser (far right), Wang Dinghua, Director General 
Basic Education 1 (fifth from left) and James Heckman, Nobel 
Laureate (sixth from left) during the World Education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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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using the ECD parenting website

About UNICEF:  UNICEF promotes the rights and well-being of every child, in everything we do. Together with our partners, we 
work in 19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to translate that commitment into practical action, focusing special effort on reaching the most 
vulnerable and excluded children, to the benefit of all children, everywher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UNICEF and its work visit: 
www.unicef.org

Visit UNICEF China website:www.unicef.cn

Follow us: Sina Weibohttp://weibo.com/unicefchinaTecent Weibohttp://t.qq.com/unicef

Wechat:unicefchina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Shantha Bloemen, UNICEF China, +8610 85312610, sbloemen@unicef.org or  
Liu Li, UNICEF China, +8610 85312612, liliu@unicef.org

3-6项目简介g.indd   6 2015-10-16   19:03:5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2 Sanlitun Lu
Beijing 1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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