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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实习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达成毕业目标、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教育教学工
作中的主要环节。当前高职高专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教育实习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社会认同感
较低、学校实习指导老师的经验欠缺、实习指导力度有待深入和实习评价和反馈机制不健全等。在“以
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强”的认证指导思想,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认同感、建立健全双导师制度、
建立健全实习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教育实习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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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Yanli Tian
Baoding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Educational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link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to achieve graduation
goals and improve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It is also a major link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include low
social identity, lack of experience of school intern instructors, internship guidance needs to be deepened, and
incomplete internship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In the certification guiding ideology of "promoting
construction with evaluation, promoting reform with evaluation, and promoting strong with evaluation",
improve the social identity of preschool teachers, establish a sound dual tutor system, establish a sound internship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and promot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internships And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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