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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对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性别比例失衡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重点

探讨这种失衡给教育和社会带来的影响,分析学前教育专业男女生比例失衡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及幼儿教育更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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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教育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国家综合竞争力

年级

总人数

男生人数

男生所占比例

2017 级

943

21

2.23

2018 级

728

14

1.92

2019 级

846

25

2.96

五年一贯制

552

24

4.35

合计

3069

84

2.74

强弱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提高教育质量势在必行。而对于保证教育质量
而言,教师无疑是最重要的。而高质量的幼儿教师队伍离不开高质量的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源。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是未来幼儿教师的主力军,
这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质量和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幼儿教育中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男女生比例统计表
(%)

教师的质量和结构。
人们常用“阴盛阳衰”来形容学前教育专业男女生比例失衡这一现象,

表1数据显示,幼儿教育的职前教师---学前教育专业男女生比例已严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衡以及会产生哪些不利影响呢?本文通过对武汉城

重失衡,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幼儿教师队伍的男女比例构成,影响幼儿

市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男女生比例现状的调查,分析高职院校学前教育

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

专业男女生比例失衡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影响,最后提出建议和对策。

2.2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男女生比例失衡的原因
由表2可知,男生不愿选择学前教育专业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幼儿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教师社会地位偏低(63.11%),幼儿教师工资待遇不高(62.60%),幼儿教师

1.1研究对象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发展空间有限(58.21%)以及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普遍较低(65.14%)等

1.2研究方法

是男生不愿选择学前教育专业的主要原因。
表2

1.2.1文献研究法
根据研究的内容需要查阅并收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书籍、报刊、杂志
以及网上资料,收集了有关我国学前教育专业男女比例失衡的论文及文献
等相关文献,为本研究打下基础。
1.2.2访谈法
就研究的有关问题对学前教育、教育学方面的专家、教授进行访谈,
获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为本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依据。
1.2.3问卷调查法
依据调查的目的,遵循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制作了问卷调查表,并对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对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非学前教育专业男生随
机发放调查问卷,共发出500份问卷,回收473份,回收率为94.6%。

男生不愿选择学前教育专业原因统计表
原因

百分比(%)

幼儿教师社会地位偏低(社会认知偏差)

63.11

幼儿教师工资待遇不高

62.60

幼儿教师发展空间有限

58.21

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普遍较低

65.14

传统观念影响

43.29

男女性格差异

38.26

幼儿家长不信任

34.57

父母不支持

17.96

师范专业政策优势弱化

28.73

基础教育中教师的性别失衡影响

20.13

高中教师填报志愿影响

9.76

其他

8.37

1.2.4统计分析法

2.2.1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偏低

对比所发放的问卷,并运用Microsoft Excel对所收集的原始数据进

大众认为,我国教育系统中社会地位排名：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幼

行整理、分类,然后用 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对收集、访谈、问卷所获

儿教师,而女幼师的社会地位又高于男幼师,男幼师的社会地位处于教育

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系统的最底端。幼儿教师社会地位不高直接降低了幼儿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导致教育人才的不足,尤其是男教师的稀缺和流失。

2.1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男女生比例现状
表1所显示的是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在校男女生人数情

2.2.2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不高
我国自古以来素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社会,教师被认为是

况。2017级、2018级、2019级和五年一贯制男生所占比例分别是：2.23%、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幼儿教师肩负着培养祖国未来花朵的使命,是高尚的

1.92%、2.96%和4.35%,男生总体占比仅有2.74%,显而易见男生所占比重极

职业,同时也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压力。劳动报酬高低应取决于劳动

低,呈现严重的不协调。

所创造价值的多少,幼儿教师理应获得更多的报酬,而目前我国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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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水平整体不高。因此工资待遇不高成为男生不愿就读学前教育专业
的主要原因之一。

需要重塑幼儿教师的社会认同度。公众认为幼儿教师只是看护孩子的
“阿姨”,尤其轻视男幼师的想法应该利用媒体给予正确的引导,让公众认

2.2.3幼儿教师的发展空间有限

识到男幼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需引起高度重视。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幼儿教师只有经常到“外面的世界”开拓眼

因此,加强对幼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国务院2018年发布了

界,才能寻求自身更好的发展,从而扩大发展空间。而现在多数幼儿园要求

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学前教育是终

教师以牧羊人的身份“看护”学生,而这些都无需更为专业的知识辅助,

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

这就导致幼儿教师往往会因工作任务重、压力大等原因,无法使自身的专

业。
”从国家如此重视学前教育可知,幼师职业将来会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业技能和科研能力等方面得到提升,教师的专业发展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

这将吸引更多的男生主动投身于幼师行列。

制,从而降低了幼儿教师职业吸引力。
2.2.4男性对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普遍较低

3.2.2提高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
虽然国家、社会一直提倡男女平等,但现阶段男性在经济方面的压力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男性认为,照顾婴幼儿是女人的职业,

明显比女性高,是因为男性仍承担家庭的大部分开支。因此吸引男生报考

只有女性可以胜任,男性做幼儿教师有损尊严。男幼师的自我认同是围

学前教育专业的一个有效方式是提高幼师的工资待遇。与其他行业相比,

绕自我所展开的认同, 强调的是男幼师自我的心理与生理体验。男幼师

从事幼师工作的工资较少,而且不同地区、不同办园性质的工资待遇相差

都有自己的交际圈,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拿自己和他人比较,当发现和自

较大。因此提高幼师的工资待遇可以吸引更多男生报考学前教育专业,从

己不相上下的人甚至不如自己的人却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成就地

而有效缓解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男女生比例失衡的问题。

位时,会产生嫉妒、不安和挫败感。因此,他们对幼儿教师职业的认同感
处于较低水平。

3.2.3为男幼师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男幼师和女幼师相比,具有更高的成就欲望,他们渴望更快地得到成

2.3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男女生比例失衡造成的问题

长,渴望得到提拔、受到重用。而不管是外出培训,还是提拔升迁,女幼师

2.3.1不利于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开展

明显得到的比男幼师要多得多。因此幼儿园领导者要转变观念,改进激励

目前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由于男女比例失衡严重,给教学活动的

机制。为抑制男幼师的减少和缺失,幼儿园应该建立健全针对男幼师这一

组织与开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由于性别的差异,男女学生在性格、思维

特殊群体的评价体系和奖励措施,评价教师幼师工作要考虑性别的差异,

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女生比较乖巧、细心,擅长具体形象思维,偏爱

不能用机械教条的标准来评价男幼师。同时,除了设法加强男幼师的专业

纪律性强、环境稳定的教学活动。而男生表现更为主动,擅长抽象逻辑思

培训外,更重要的是幼儿园应该为男幼师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维,偏爱实践性较强、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他们优势互补、互相提高,对于
营造互补性的学习课堂十分有益。而如果男女生比例失衡,则不利于教学
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势必影响教学活动的整体效果。

3.2.4加强宣传教育,激发男性对幼师职业的认可度
解决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消除传
统观念,不能固化职业“性别”
。以从古到今优秀的男性教育家为示范,打

2.3.2不利于学生的个性成长和完善

破“教育是适合女性的最佳职业”这一传统观念,使得男性积极投身于幼

从学生个性发展来看,男女比例差异过大,会对学生的个性成长和完

儿教育事业,对幼师职业有清醒的认识并产生高度的责任感。只有学校的

善造成不利影响。男女比例差异过大,使得男生成为“边缘人”
。男生阳刚

男女幼师比例协调,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完整的校园世界。想要更多的男

之气在这种环境中无法得到培养,他们甚至可能沾染上部分女生的“公主

生选择学前教育专业,就需要实现男生对幼师的认可,努力完善好技能,实

病”,害怕困难,在学习中难以主动去参与竞争和创造,长此以往,对于他们

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将来进入社会中的性别和工作角色塑造都会产生较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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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重塑社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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