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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保教人员的专业发展直接影响着学前教育质量的提高,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对
幼儿园保教人员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现实困境进行了分析,从国家、园所及保教人员自身三方面角度出发
提出了促进其专业发展的现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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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nurses and teachers directly affec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l plight of kindergarten nurses and teachers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country, the kindergarten and the nurses themsel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it proposes a realistic way to
promote i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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