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城市经贸高级职业学校

社会文化艺术专业实施性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与专门化方向

专业名称：社会文化艺术（专业代码 140100）

专门化方向：学前儿童保育、学前儿童教育、社会文化艺术管理、社会文化服务

二、入学要求与基本学制

入学要求：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基本学制：3年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文化素养，掌握音乐、美术、舞蹈等相关的知识与能力，具备社会

文化艺术组织能力、职业生涯发展基础和终身学习能力，能胜任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

培训、辅导、表演、管理等一线工作的技能人才

四、职业（岗位）面向、职业资格及继续学习专业

专门化

方向
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要求 继续学习专业

学前儿童

保育
幼儿园保育员

1:X4-07-12-04 育婴员

（四级）

2.4-07-12-01 保育员

（四级）

高职：

学前教育

本科：

学前教育
学前儿童

教育

早教机构教师、学前艺术培训

机构教师（钢琴、美术、舞蹈）

五、综合素质及职业能力

（一）综合素质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律意识。

2．理解婴幼儿保教工作的意义，认同学前教育岗位的专业性和独特性，热爱学前

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

3．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具有正确对待婴幼儿的态度与行为，具有正确对待婴幼

儿保育和教育的态度与行为。



4．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学前教育政策

和法规知识。

5．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应用文写作能力。

6．具有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能使用教学软件和办公自动化设备。

7．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8．具有健康的体魄，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达到国家规定的中职学生

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

9．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乐观向上，有亲和力。

（二）职业能力（职业能力分析见附录表 1）

1．行业通用能力

（1）沟通与合作能力：能使用符合学前儿童年龄特点的语言进行保教工作；具有与

幼儿、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具有与同事、家长进行有效沟通合作的能力。

（2）音乐表现能力：具有一定的五线谱或简谱视谱即唱及一定的听音记谱能力；具

有演奏一定数量初级钢琴作品的能力；具有为简易的幼儿歌曲伴奏的能力；具有一定的

音乐表现能力。

（3）舞蹈表现能力：能掌握正确的形体姿态、舞蹈的基本组合；具有初步的形体表

演和舞台综合表现能力；具有一定的汉族民族民间舞蹈表演能力。

（4）基础绘画能力：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素描、色彩等专业基础知识，具有初步的

儿童简笔画绘制能力及运用色彩语言表现情感的能力。

（5）环境创设与利用能力：能初步掌握幼儿园环境创设的方案设计、手工制作及、

具体实施的策略与方法；能创设有助于促进幼儿成长、学习、游戏的教育环境；具有合

理利用资源，为幼儿提供和制作适合的玩教具和学习材料的能力。

（6）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能力：具有制定阶段性教育活动计划和具体活动方案的

能力；具有教育活动中观察、指导等组织实施能力。

（7）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能合理安排和组织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将教育

灵活地渗透到一日生活中；能科学照料幼儿日常生活；能及时处理学前儿童常见事故。

（8）激励与评价能力：能通过有效观察、谈话、家园联系、作品分析等多种方法，

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评价学前儿童。

（9）反思与发展能力：能主动收集与分析相关信息，不断进行反思，改进保教工作，



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2．职业特定能力

（1）学前儿童保育方向：

①具有观察分析婴幼儿生长、发育情况并独立完成保育工作的能力。

②具有婴幼儿常见疾病的预防、护理能力以及意外伤害的防范与急救能力。

③具有合理配制各阶段儿童膳食的能力；具有认识和掌握与喂养不当相关的疾病并

掌握相应的食疗方法与预防方法的能力。

④具有进行婴幼儿早期教育的能力。

⑤具有科学合理设计亲子游戏活动方案和组织与指导能力。

（2）学前儿童教育方向：

①具有开展学前儿童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能力、指导能力与协调能力。

②具有一定的幼儿园班级管理与园务管理能力。

③具有演奏一定数量初、中级钢琴作品的能力和音乐表现力；具有为简单歌曲

伴奏和儿童歌曲弹唱能力。

④具有一定的舞蹈表演能力和儿童舞蹈创编能力。

⑤具有一定美术绘画与创编绘制能力并有相应的鉴赏、应用能力。

⑥具有组织开展学前儿童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活动的能力。

3．跨行业职业能力

（1）具有适应岗位变化的能力。

（2）具有学前教育培训机构的组织管理能力。

（3）具有创新和创业的基础能力。



六、课程结构及教学时间分配
（一）课程结构

(二)教学时间分配

学期
学期

周数

教学周数 考试

周数

机动

周数周数 其中：综合的实践教学及教育活动周数

一 20 18
1（军训）

1 1
1（入学教育）

二 20 18 2（幼儿园保育实训） 1 1

三 20 18 1（幼儿园教育活动见习） 1 1

四 20 18 1（幼儿园教育活动见习） 1 1

五 20 18
2（学前教育与培训/婴幼儿保育综合实训）

1 1
1（育婴师综合实训/钢琴、舞蹈、美术综合实训）

六 20 19
18(顶岗实习) /

1
1(毕业教育) /

总计 120 109 28 5 6

必

修

课

程

选

修

课

程

德育课程：1.职业生涯规划 2.职业道德与法律 3.经济政治与社会

4.哲学与人生

文化课程：1.语文 2.数学 3.英语 4.体育与健康 5.计算机应用基础

6.公共艺术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任选 普通话、书法、音乐

限选
1.心理健康、职业健康与安全、环保教育

2.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1.学前儿童卫生学 2.学前儿童心理学 3.学前儿童教育学 4.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践 5.音乐基础（乐理/视唱/声乐）6.

美术基础（绘画、手工）7.钢琴基础 8.舞蹈基础

专

业

技

能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选

修

课

程

平

台

课

程

方

向

课

程

学前儿童保育 学前儿童教育

婴幼儿健康与保育

2.婴幼儿早期教育

3.亲子游戏设计与指导

4.育婴员实务

5.育婴员综合实训

6.婴幼儿保育综合实训

1.钢琴

2.儿童舞蹈与创编

3.美术

4.钢琴、舞蹈、美术综合实训

5.学前教育与培训综合实训

任

选
插花、茶艺等



七、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类别 学科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公共基础课

程

必修课程

语文 3 3 3 3 4

实习

数学 3 3 3 3 5

英语 2 2 2 2 4

德育 2 2 2 2 3

体育 2 2 2 2 2

计算机基础 4 4

选修课程
普通话 1 1 1 1

书法 1 1 1 1

社团活动 1 1 1 1

小计 19 19 15 15 18

专业基础课

程

艺术基础常识 2 2 4

基本乐理 2 2 4

学前儿童卫生 2 2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2 2

学前教育学 2 2

小计 4 4 6 6 8

专业技能课

程

幼儿美术 2 2 2 2

舞蹈训练 2 2 2 2

钢琴基础训练 2 2 2 2 2

视唱练耳 2 2 1

声乐训练 1 1 1 1 1

小计 7 7 9 9 4

合计 30 30 30 30 30



八、主要专业课程教学要求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内容 能力要求

学前儿童

卫生学

（64）

（1）学前儿童卫生学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2）学前儿童生理特点及卫生保健；

（3）学前儿童的生长发育及健康评价；

（4）学前儿童的营养与膳食卫生；

（5）学前儿童常见疾病及其预防；

（6）学前儿童意外事故的预防和急救；

（7）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

（8）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制度；

（9）幼儿园的环境卫生

（1）了解婴幼儿的生理解剖特点、生长发育规

律和卫生学基础知识；掌握学前卫生保健

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2）能制定和执行婴幼儿的生活制度，合理调

配婴幼儿的膳食并培养婴幼儿良好的生活

卫生习惯；

（3）能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婴幼儿的身心疾病和

传染病；

（4）能做好预防幼儿意外事故的安全工作；

（5）积累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在托幼机构

科学地展开幼儿卫生保健、健康教育等保

教工作

学前儿童

心理学

（68）

（1）学前儿童心理学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2）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

（3）学前儿童感知觉；

（4）学前儿童注意；

（5）学前儿童记忆；

（6）学前儿童想象；

（7）学前儿童思维；

（8）学前儿童言语；

（9）学前儿童的情感与意志；

（10）学前儿童个性的发展；

（11）学前儿童的人际交往

（1）了解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

点，并能结合幼儿园见实习经历，将知识

运用于实践，为实践服务；

（2）能识记必要的普通心理学知识，丰富自己

关于心理学相关知识、专业术语的储备；

（3）能运用观察法定期去幼儿园做观察记录，

并及时分析，不断深化和提升对幼儿心理

学的认知和了解

学前儿童

教育学

（64）

（1）学前儿童教育学概念、任务和意义；

（2）学前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3）我国幼儿园教育目标、任务和原则；

（4）教师和幼儿；

（5）幼儿园课程；

（6）幼儿园环境；

（7）幼儿园教学活动、游戏活动、区域

活动、日常生活活动；

（8）幼儿园与小学、家庭、社区的关系

（1）掌握学前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

基本原理；

（2）了解中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基本观

点；

（3）理解和能运用幼儿园教育和教学原则的理

论；

（4）会编制幼儿园课程；

（5）理解和熟悉幼儿园教学、幼儿园游戏、幼

儿园一日活动和节日、娱乐、劳动活动的

组织方法和指导策略；

（6）掌握幼小衔接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幼儿园教

育活动设

计与实践

（158）

（1）幼儿园活动目标的确定；

（2）组织幼儿园教学活动的方法，幼儿

教师的教学技能；

（3）幼儿园游戏活动指导；

（4）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5）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1）能正确认识“五大领域”教学活动在幼儿

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2）能制定幼儿园活动目标；

（3）能设计与指导幼儿园游戏活动、语言教育

活动、数学教育活动、健康教育活动、科

学教育活动、社会教育活动、美术教育活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内容 能力要求

（6）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7）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8）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9）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10）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11）幼儿园综合教学

动、音乐教育活动；

（4）掌握幼儿教师教学基本技能，培养组织指

导幼儿园游戏活动、教学活动和生活活动

的能力；

（5）提高运用学前教育学和学前心理学知识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音乐基础

（乐理/

视唱/声

乐）

（64）

（1）音和记谱法；

（2）节奏和节拍；

（3）装饰音及其常用记号；

（4）音程与调式；

（5）单声部视唱，混合拍子及变拍子视唱，

八度以内的自然音程视唱；

（6）五线谱视唱；

（7）歌唱发声基础知识。歌唱发声器官

的生理构造及作用、歌唱的姿势、歌

唱的呼吸；

（8）歌唱发声的基本技能。咬字吐字技

能、连音、顿音、二声部歌唱技能、

真假声过渡歌唱技能、共鸣调节、气

息控制

（1）了解音乐的基本原理、音高记谱法则、音

程和弦的构成、调式调性等方面的基本知

识；

（2）掌握学习音乐的基本方法和能力；

（3）具有运用基本乐理知识，理性认知、分析、

鉴赏和表现音乐的能力；为继续学习其他

音乐科目奠定基础能力；

（4）掌握五线谱常用调、调式、节拍、节奏乐

曲的视谱即唱的能力；

（5）具有基本的音高、节拍、节奏、调式、旋

律的感知和记录能力；具有一定的音乐听

觉、感受和表达能力；

（6）了解科学的发声方法，具有正确运用呼吸、

共鸣、位置与吐字四要素的能力；

（7）掌握一定的歌曲演唱与音乐表现的技能、

技巧

美术基础

（绘画、

手工）

（64）

（1）平面形。平面形画概述、平面形画

的方法；

（2）素描。素描基础知识、石膏几何体

素描写生、静物素描写生；

（3） 色彩。色彩的基础知识、水粉画、

装饰色彩画、油画棒（蜡笔画）、彩色

铅笔画、彩色水笔画；

（4）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

（5）纸艺。包括剪纸、剪贴、折纸、纸

雕、纸塑等基本操作方法与技能；

（6）布艺。包括布艺作品的制作方法、

布艺针法、布艺作品的装饰、布艺玩

具的制作；

（7）综合材料。各种工具与材料、不同

的制作方法

（1）掌握素描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

能，能用正确的观察方法和丰富的绘画表

达语言，准确、生动、深刻地表现对象；

（2）了解绘画造型的基础知识，能运用线条表

现物体的空间关系，形成立体感；

（3）了解配色的基本规律和方法， 提高色彩

修养，培养色彩的审美品味，能运用色彩

语言表现情感；

（4）了解手工劳动技术活动的一般过程，运用

一定的手工技术原理和方法进行技术活

动；

（5）能选择合适的材料和工具，运用合理的技

术的方法，进行实际加工制作；

（6）培养热爱劳动、尊重技术、精益求精的良

好品质，初步建立手工劳动的价值观、服

务社会的责任感

钢琴基础

（64）

（1）钢琴弹奏的正确方法；

（2）钢琴基本技能训练；

（3）一定数量初级钢琴作品的演奏训练；

（4）歌曲伴奏技巧，幼儿歌曲弹唱技巧

（1）正确掌握钢琴弹奏的基本技法；

（2）会演奏一定数量初级钢琴作品；

（3）能为简易的歌曲伴奏；

（4）掌握歌曲伴奏技能、技巧； 掌握幼儿歌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内容 能力要求

与练习 曲弹唱技能、技巧

舞蹈基础

（64）

（1）舞蹈基础理论知识；

（2）舞蹈常用术语和记录方法；

（3）舞蹈形体基本动作；

（4）舞蹈把杆基础训练；

（5）汉族民族民间舞蹈

（1）了解舞蹈的特点和作用；能分辨舞蹈的种

类；

（2）掌握舞蹈教学常用术语；学会简单的舞蹈

记录方法；

（3）掌握正确的形体姿态；掌握舞蹈的基本手

型、脚型、手位、脚位的做法；掌握芭蕾

手位组合；

（4）熟练掌握七个把杆基础动作；

（5）了解掌握汉族民间舞蹈的基本风格特点

婴幼儿健

康与保育

（98）

（1）婴幼儿健康与保育工作概述；

（2）婴幼儿生理特点及卫生保健；

（3）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及健康评价；

（4）婴幼儿的营养与膳食卫生；

（5）婴幼儿营养与保育工作的家庭指导。

（6）婴幼儿咳嗽、支气管炎、麻疹等常

见病的病因、症状；

（7）婴幼儿常见疾病的预防；

（8）婴幼儿常见疾病的护理常识与基本

方法；

（9）婴幼儿意外伤害的防范与急救；

（10）婴幼儿安全用药指导

（1）掌握婴幼儿健康与保育的基本理论和方

法；

（2）了解婴幼儿各阶段身心发育的基本知识和

营养素的基本构成；

（3）熟悉并掌握婴幼儿各阶段的营养需求、喂

养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4）能合理配制各阶段儿童的膳食；

（5）认识和掌握与喂养不当相关的疾病以及相

应的食疗方法与预防方法；

（6）了解婴幼儿常见疾病的典型症状与主要病

因；

（7）掌握婴幼儿常见疾病的护理常识与基本方

法；

（8）了解婴幼儿常见疾病的预防措施；

（9）能防范婴幼儿意外伤害，掌握急救措施

婴幼儿早

期教育

（98）

（1）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

（2）婴幼儿动作发展教育要点；

（3）婴幼儿语言发展教育要点；

（4）婴幼儿认知发展教育要点；

（5）婴幼儿情感与社会性教育要点；

（6）婴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的概述；

（7）婴幼儿行为观察的主要内容（感知

与运动、认知能力、情感与社会性的

发展）；

（8）婴幼儿行为观察的方法与手段

（1）了解婴幼儿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

（2）了解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科学理念、基本原

则；

（3）掌握婴幼儿早期教育的领域与主要方法；

（4）了解婴幼儿行为观察的意义、基本要求与

主要内容；

（5）能运用恰当的手段与方法观察婴幼儿的行

为，准确记录，并给予合理的分析

亲子游戏

设计与指

导

（68）

（1）亲子游戏概述；

（2）亲子游戏设计的目标；

（3）亲子游戏设计的原则；

（4）亲子游戏的主要内容；

（1）了解亲子游戏的目标与原则；

（2）掌握亲子游戏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3）能科学合理地设计亲子游戏活动方案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内容 能力要求

（5）亲子游戏的主要方法；

（6）亲子游戏的组织与指导

育婴员

实务

（30）

（1）《育婴员国家职业标准》；

（2）0-3 岁婴儿身心发展、营养与保育、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3）婴幼儿饮食、饮水、睡眠、二便、三

浴、卫生等生活照料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

（4）婴幼儿日常生活保健与护理基本技

能；

（5）婴幼儿大动作、精细动作技能训练；

（6）认知能力训练、语言发展训练、生活

自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训练；良好

情绪培养等教育方法

（1）了解育婴员国家职业标准的基本要求；

（2）理解 0-3 岁婴儿身心发展、营养与保育、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3）会进行婴幼儿饮食、饮水、睡眠、二便、

三浴、卫生等生活照料；

（4）掌握婴幼儿日常生活保健与护理基本技

能；

（5）掌握婴幼儿大动作、精细动作技能训练，

认知能力训练，语言发展训练，生活自理

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训练，良好情绪培养

等教育方法

育婴员综

合实训

（30）

（1）育婴员理论考试内容复习、强化；

（2）育婴员基本技能训练与模拟；

（3）育婴员考前心理辅导；

（4）育婴员考试模拟训练

（1）了解育婴员工作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2）熟悉育婴员工作的基本流程；

（3）掌握育婴员考试基础知识与技能；

（4）熟练掌握育婴员实务中要求的各项基本技

能和相关教育方法

婴幼儿保

育综合实

训（60）

（1）婴幼儿饮食、饮水、睡眠、二便三浴、

卫生等生活照料基本技能实训；

（2）婴幼儿日常生活保健与护理基本技能

实训；

（3）婴幼儿大动作、精细动作技能训练；

认知能力训练、语言发展训练、生活

自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训练；良好

情绪培养等教育方法实训

（1）了解幼儿园或相关保育机构中保育工作的

基本内容与要求；

（2）熟悉保育机构中保育员工作的基本流程；

（3）熟练掌握婴幼儿饮食、饮水、睡眠、二便、

三浴、卫生等生活照料基本技能；

（4）掌握婴幼儿日常生活保健与护理基本技

能；

（5）熟练掌握婴幼儿大动作、精细动作技能训

练；认知能力训练、语言发展训练、生活

自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训练；良好情绪

培养等教育方法

钢琴（专

业方向）

（98）

（1）五升五降大小调的音阶、琶音、和

弦弹奏方法；

（2）复调作品的弹奏训练；

（3）车尔尼作品 599 练习曲以及相等程

度的曲目练习；

（4）一定数量初、中级钢琴作品的演

奏训练

（1）正确掌握钢琴的弹奏方法和触键技巧，培

养严格的读谱习惯和练琴方法；

（2）掌握五升五降大小调的音阶、琶音、和弦

弹奏方法；

（3）具有演奏一定数量初、中级钢琴作品的能

力；领会音乐语汇和内涵，提高音乐表现

力；

（4）能为简单歌（乐）曲伴奏；

（5）会弹唱儿童歌曲

儿童舞蹈

与 创 编

（专业方

（1）幼儿舞蹈基础理论知识；

（2）幼儿舞蹈基本动作；

（3）汉族民族民间舞蹈；

（1）掌握幼儿舞蹈创编的一般规律；明确幼儿

舞蹈创编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2）掌握幼儿基本舞步；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内容 能力要求

向）

（98）

（4）傣族民族民间舞蹈；

（5）蒙族民间舞蹈；

（6）维族民族民间舞蹈；

（7）藏族民族民间舞蹈；

（8）幼儿舞蹈创编方法

幼儿特点，掌握数个幼儿律动和幼儿歌表

演和集体舞；

（3）能用基本动作素材编创儿童秧歌组合；

（4）了解掌握傣族、蒙族、维族、藏族等民间

舞蹈的基本风格特点；能用基本动作素材

编创儿童舞组合

美术（专

业方向）

（98）

（1）简笔画基础技巧；

（2）简笔儿童人物画与卡通人物；

（3）图案与生活；

（4）图案的形式美；

（5）几何形图案、几何形图案的组织；

（6）图案色彩的基础知识；

（7）具象图案造型的途径与方法；

（8）线描画、幼儿线描画；

（9）儿童故事插图 ；

（10）图案纹样的组织形式；

（11）图案的多种制作技法

（1）能进行简笔画、卡通人物的绘制与创编；

（2）能进行故事画、创编作品的绘制；

（3）了解图案的一般常识，理解形式美的规律，

具有相应的鉴赏、应用能力；

（4）掌握图案构成的主要形式与方法，会制作

几种图案；

（5）能将所学技能用于幼儿园节日装饰和日常

的环境布置

钢琴、舞

蹈、美术

综合实训

（30）

（1）《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

（2）根据自己所学专业的艺术水准确定报

考的级别；

（3）考级机构招考要求；

（4）相关考级曲目、舞蹈技巧、美术技能

的训练

（1）了解《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基本

内容和考级机构招考简章；

（2）熟悉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基本流程与要求；

（3）掌握钢琴、舞蹈、美术相关基础知识与基

本技能；

（4）熟练掌握相关考级曲目、舞蹈剧目、美术

技能

学前教育

与培训综

合实训

（60）

（1）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组织幼儿教育

教学活动；

（2）参与所在幼儿班的区角布置和环境创

设，利用各种材料制作玩教具；

（3）进行幼儿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专题

研究，搜集实习总结的相关材料，撰

写实习日记、观察记录、实习总结

（1）熟悉实习幼儿教师的全部工作，熟悉幼儿

教师工作的性质和职责；

（2）掌握幼儿园常规教学内容；初步学会独立

组织幼儿园综合教育活动及组织幼儿游戏

活动的方法；

（3）熟悉幼儿园家长工作并能与家长进行良

好的沟通；

（4）能够独立带班，并能较好的完成指导教师

布置的全部教学活动

九、专业教师基本要求

1.专任专业教师与在籍学生之比符合要求；专任专业教师都具有学前教育或音乐、舞蹈、

美术等艺术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学历比例和职称比例均符合要求；兼职教师占专业教

师比例 25%，均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技术职称或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2.“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总数的 33%，3 年以上专任专业教师符合“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公布《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证书目录(试行)》的通知”

文件规定的职业资格或专业技术职称要求。

3.专业教师都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专业能力，能够开展理实一体化教学，具有信息化教

学能力。专任专业教师均能参加教学改革课题研究、教学竞赛、技能竞赛等活动。平均每两年

到企业实践不少于 2个月。兼职教师经过教学能力专项培训，并取得了合格证书，每学期承担

不少于 30 学时的教学任务。

十、实训（实验）基本条件

（一）校内实训（实验）

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及课程设置的需要，按每班 40 名学生为基准，校内实训

教学功能室配置如下：

教学功能室 主要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规格和技术的特殊要求

实验剧场

专业舞台灯光系

统
1

数字灯光控制台、≥2000W 的常规灯具、LED 效

果灯

专业舞台音响系

统
1

数字音频控制台、≥2000W 的功放、扬声器、数

字周边

三角钢琴 1 7 英尺及以上

舞台地胶 150m
2 ≥1.8m×4mm

音乐厅

多媒体系统 1 ≥4000 流明量投影仪

灯光系统 1 数字灯光控制台、≥2000W 的常规灯具

音响系统 1
数字音频控制台、≥2000W 的功放、扬声器、数

字周边

三角钢琴 1 7 英尺及以上

吸音、反音活动板 6 木质 2440mm×132mm

谱架 41 －

琴房
立式钢琴 1 台/6 人 118M+及以上

谱架 1 个/2 人 －

戏剧、舞蹈排

练厅

立式钢琴 1 118M+及以上

地胶 100m
2 ≥1.8m×4mm

把杆 1 木质 4m×5.5mm

多媒体系统 1 ≥3000 流明投影仪

音乐排练厅

立式钢琴 1 118M+及以上

各类乐器 40 乐队常规中、外乐器

谱架 41 －

美术基础实

训室

静物台 4 台面：≥600mm×800mm；台面离地：≥650mm

画板 40 版面尺寸：≥420mm×594mm

画架 40 木制和金属均可，可调节

静物灯 4 灯泡瓦数：40W-50W



教学功能室 主要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规格和技术的特殊要求

计算机辅助设

计实训室

电脑 41
PC 系列，安装有 Photoshop、Illustrator 等设

计软件和设计素材库

投影仪 1 ≥4000 流明

模拟仿真幼儿

活动室

长桌 6 人/张 高度：50CM-60CM

椅子 40 座高：30CM

多媒体系统 1

立式钢琴 1

玩具柜 多组 不高于 110CM

移动白板 1

各类玩具

模拟育婴实训

室

仿真塑胶婴儿护

理模型

1 个/2 人 塑胶

婴儿床 2 木质

护理台 2 安全和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多媒体系统 1

奶瓶、奶嘴、澡盆

等婴幼儿用品

若干

（二）校外实训

1.选择公办、民办幼儿园、其他亲子园、托儿所、育婴室、幼儿培训等幼教机构为校外实

训基地，以满足学生多种类型实践体验、积累教育经验和提升综合教育技能的需求。

2.每个校外实训基地的班额、规模等均可以满足相当数量学生实践需要的条件，能满足不

同年级学生专业发展阶段形成的认识实习、保育跟岗实习、教育跟岗实习以及顶岗实习的时间

梯度要求。

十一、编制说明

1.本方案依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的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2012]194 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制定中等职业教育和五年制高

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指导方案的指导意见》（苏教职[2012]36 号）编制。

2.本方案充分体现构建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以项目课程为主体的模块化

专业课程体系的课程改革理念，并突出以下几点：

（1）重基础：学前教育具有启蒙性、整体性、全面性的特点，从事学前教育的教师必须

具备全面的综合素养。

（2）有专长：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对接岗位需求，依据本专业职业能力分析构建课程体

系，以培养学生的行业通用能力和专业特定能力。

（3）强实践：本方案注重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融合，结合本专业特点，开展整周的职

业资格考级考证综合实训。三年中除设置安排整周集中实习外，专业课程还将根据教学需要



安排分散见习活动，如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儿童行为观

察与分析等，体现了实践课程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4）促发展：本方案突出学前教育的专业性，并开足开全公共基础课程，为学生将来提

升学历、考取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打下良好基础，满足学生继续教育及专业发展的需求。

3.

（1）方案落实“2.5+0.5”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为 5 个学期，校外顶岗实

习不超过 1个学期。第 1至第 5学期每学期教学周数为 18 周，机动、考试周 2周，按 28-30

学时/周计算，第 6学期顶岗实习 18～19 周，按 30 学时/周计算。

（2）本方案公共基础课程与专业技能课程分别设有必修课与选修课。必修课指为保证专

业人才培养基本规格与质量，学生必须修习的课程。选修课分为限选课和任选课。限选课是

为不同专门化方向或学习目标的学生设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模块化课程；任选课是为拓展

学生知识和能力，发展学生个性和潜能，满足学生继续学习的需要而设定的课程。结合学生

个性发展需求和学校办学特色，可针对性开设任选课程。

（3）根据教育部《关于征求对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历史、体育与健康、公共艺术等 4 门

公共基础课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教职成司函〔2016〕187 号）精神，新增历

史课程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明确规定“必修的基础性内容教学时

数不低于 36 个学时。



附表： 表 1 学前教育专业职业能力分析表

职业

岗位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 知识领域 能力整合排序

保育

员

清洁消毒 能够独立配制常用的消毒液
配制日常消毒液

的方法 一、行业通用能力

1. 沟通与合作能力

（1）能使用符合学前儿童年龄特

点的语言进行 保教工作；

（2）具有与幼儿、进行有效沟通

的能力；

（3）具有与同事、与家长进行有

效沟通合作的能力

2. 音乐表现能力

（1）具有一定的五线谱或简谱视

谱即唱及一定的听音记谱能

力；

（2）具有演奏一定数量初级钢琴

作品的能力；

（3）具有为简易的幼儿歌曲伴奏

的能力；

（4）具有一定的音乐表现能力

3. 舞蹈表现能力：

（1）能掌握正确的形体姿态、舞

蹈的基本组合；

（2）具有初步的形体表演和舞台

综合表现能力；

（3）一定的汉族民族民间舞蹈表

演能力

4. 基础绘画能力

（1）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素描、

色彩等专业基

础知识；

（2）具有初步的儿童简笔画绘制

能力及运用色

彩语言表现情感的能力

5. 环境创设与利用能力

（1）能初步掌握幼儿园环境创设

的方案设计、

手工制作、具体实施的策略

与方法；

（2）创设有助于促进幼儿成长、

学习、游戏的

教育环境；

（3）具有合理利用资源，为幼儿

提供和制作适

合的玩教具和学习材料的能

力

6. 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能力

（1）具有制定阶段性教育活动计

生

活

管

理

晨检、午

检及体检
能独立进行晨检、午检 晨检、午检的方法

进餐

能够指导值日生工作
1.值日生的指导

方法；

2.正确的进餐姿

势

能够向幼儿介绍饭菜的营养

能够指导幼儿自取食物

能够纠正幼儿不良的进餐姿

势

盥洗如厕

能够按照盥洗要求指导幼儿

盥洗
幼儿盥洗的程序、

方法和要求
能够培养幼儿爱清洁的习惯

睡眠
能够掌握个别幼儿的排尿规

律并及时提醒

遗尿发生的原因

和预防方法

配

合

教

育

活

动

室内教育

活动

能够按照教师的要求参与幼

儿的相关教育活动
1.不同类型的教

育活动的内容与

方法；

2.各种电化教具

的操作知识

能够对保育工作进行专题总

结，制作玩教具

能够帮助和指导个别幼儿参

与活动

室外教育

活动

能够根据气温和活动量随时

个幼儿增减衣物
体弱儿的护理方

法
能够照顾体弱儿、肥胖儿

安

全

工

作

常规安全

措施

能够观察幼儿的行为并杜绝

事故隐患

观察幼儿行为的

方法

防止意外

伤害
能够处理常见的意外事故

意外事故的处理

方法

培训

机构

教师

早

教

机

构

教

师

生活照料

能够创造健康成长的环境，

能够对居室、餐具、玩具等

进行消毒

具备婴幼儿卫

生、饮食、饮水、

睡眠及日常行为

习惯等方面的知

识

能够进行母乳喂指导，能够

制作泥糊状食品并能正确喂

食，能够设计符合年龄的食

谱和配置膳食

能够正确的喂水，培养喝水

习惯

能够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

能够对生长发育情况进行检

测，进行营养干预

1.掌握婴幼儿生

长发育指标；



职业

岗位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 知识领域 能力整合排序

划和具体活动

方案的能力；

（2）具有教育活动中观察、指导

等组织实施能

力

7. 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能力

（1）能合理安排和组织一日生活

的各个环节，将教育灵活地渗

透到一日生活中；

（2）能科学照料幼儿日常生活；

（3）能及时处理学前儿童常见事

故

8. 激励与评价能力

能有效观察、谈话、家园联系、

作品分析等多种方法，客观、

全面地了解和评价学前儿童

9. 反思与发展能力

能主动收集分析相关信息，不

断进行反思，改进保教工作，

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二、职业特定能力

1.学前儿童保育方向

（1）具有观察分析婴幼儿生长、

发育情况，独立完成保育工作

的能力；

（2）具有婴幼儿常见疾病的预防、

护理能力以及意外伤害的防

范与急救能力；

（3）具有合理配制各阶段儿童膳

食的能力；具有认识和掌握与

喂养不相关的疾病以及相应

的食疗方法与预防方法的能

力；

（4）具有进行婴幼儿早期教育的

能力；

（5）具有科学合理设计亲子游戏

活动方案和组织与指导能力

2. 学前儿童教育方向

（1）具有开展学前儿童教育教学

活动的组织能力、指导能力与

协调能力；

（2）具有一定的幼儿园班级管理

与园务管理能

力；

（3）具有演奏一定数量初、中级

钢琴作品的能力和音乐表现

力；具有为简单歌曲伴奏和儿

童歌曲弹唱能力；

日常生活

保健

及护理

2.掌握国家计划

免疫要求；

3.掌握简单的护

理知识；

4.掌握简单的意

外伤害的现场救

助程序及方法

掌握给患儿喂养的方法和简

单护理，识别常见病的表现

及反应

能够识别常见意外伤害的危

险因素，并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

教育活动

设计

及组织

能够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动

作发展水平选择和设计各种

游戏活动

1.掌握大肌肉动

作和精细动作的

训练方法；

2.掌握认知能力

和语言的训练方

法；

3.掌握不同类型

的教育活动的内

容与方法

能够进行认知能力和语言能

力的训练

能够根据发展水平选择和设

计社会行为和人格培养的游

戏活动

能够设计和实施个别化教学

活动。

家教指导

与培训

能够定期举办家长培训班，

并向家长传播正确的早期教

育知识和方法

具备正确的早期

教育观念

学

前

艺

术

培

训

机

构

教

师

幼儿舞

蹈、钢琴、

美术等教

学

能够了解不同年龄阶段幼儿

身心发展特点及教育规律；

具备幼儿舞蹈、钢琴、美术

基本的教学组织能力

1.掌握舞蹈、钢

琴、美术的基本知

识与技能；

2.树立正确的教

育观，掌握艺术教

育的科学方法



职业

岗位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 知识领域 能力整合排序

（4）具有一定的舞蹈表演能力和

儿童舞蹈创编能力；

（5）具有一定美术绘画与创编绘

制能力；具有相应的鉴赏、应

用能力；

（6）具有组织开展学前儿童音乐、

舞蹈、美术等艺术活动能力

三、跨行业职业能力

1.具有适应岗位变化的能力；

2.具有学前教育培训机构的组

织管理能力；

3.具有创新和创业的基础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