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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全新的
要求下,幼儿教师的定位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传统的幼儿教育人才培养机制已经无法在当前的幼教人才培养过程
中发挥作用。在教师专业化背景下,重新规划幼师教育实习的指导流程,改变幼儿教师的实习教育模式,将加快幼儿
教师的专业成长。本文以教师专业化的宏观背景为论述出发点,思考如何在新时代的要求下优化幼师教育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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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Education Guidelines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teachers should become the supporters of
preschool learning activities, partners, guide", under the new requirements, the positioning of preschool teachers
is gradually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has been unable to
play a role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eacher
specialization, replanning the guidance process of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practice, changing the internship
education mode of preschool teachers, will accelerate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preschool teachers. Taking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teacher specializ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considers how to optimize the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practice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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