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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教。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促进乡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优化现有支持服
务体系,笔者运用调查法,以毕节市28个乡村幼儿园276名幼儿教师为调查对象,了解乡村幼儿教师专业
发展支持服务体系现状,分别从政府和幼儿园的角度提出乡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优化的
策略与建议。
[关键词] 乡村幼儿教师；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880.47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upport Service System in Guizhou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yu Mo, Congliang Sun, Hong Pan
Biji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bstract] To cure the poor is to cure the foolish, and to help the poor is to help the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and optimize the existing support service system, the author uses the methods of text analysis and survey to
analyze the representative documents issued in recent ten year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Taking 276 preschool teachers from 28 rural kindergartens in Bijie City as the survey object, it
understa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upport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and
kin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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