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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云南省 F 县十一所幼儿园园长的访谈发现,村一级民办幼儿园在师资与教学质量等方面
都存在落后于公立幼儿园的现象,而政府的扶持政策往往与教学质量、学生数量和校园硬件等指标挂钩,
这就造成了民办村幼在发展过程中处于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本调查旨在从教育公平的视角进行应对
策略研究,力求分析转变村级民办幼儿园困境的道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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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village-level
kindergar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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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the principals of eleven kindergartens in F County, Yunnan Province, it
was found that the village-level private kindergartens lag behind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terms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quality. The government's supporting policies are often linked to the teaching qualit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the campus hardware,, which has caused the predicament of a vicious circ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village children. The purpose of this survey is to conduct research on coping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equity, and strive to analyze the ways and methods to transform the plight of
village-level private kindergar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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