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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

3—6岁是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基的重要阶段，

也是为幼儿做好入学准备的关键阶段。帮助幼儿科学做好入

学准备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内容。幼儿园应深入贯彻

落实《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充分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实施科学的保育

教育，同时将入学准备教育有机渗透于幼儿园三年保育教育

工作的全过程，帮助幼儿做好身心各方面准备，实现从幼儿

园到小学的顺利过渡。

《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以下简称《幼儿园

指导要点》）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准备为目标，围绕幼儿入

学所需的关键素质，提出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和

学习准备四个方面的内容，每个内容由发展目标、具体表现

和教育建议三部分组成。发展目标部分明确了与幼儿入学准

备关系最密切的关键方面；具体表现部分提出了对幼儿实现

入学准备的合理期望；教育建议部分明确了发展目标的价值，

列举了有效帮助幼儿做好入学准备的一些教育途径和方法。

实施《幼儿园指导要点》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准备。幼儿入学准备教育要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

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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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准备几方面的有机融合和渗透，不应片面追求某一方面或

几方面的准备，更不应用小学知识技能的提前学习和强化训

练替代全面准备。

2.把握重点。入学准备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幼

儿园应从小班开始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积极的态度和

良好的习惯等身心基本素质。同时，应根据大班幼儿即将进

入小学的特殊需要，围绕社会交往、自我调控、规则意识、

专注坚持等进入小学所需的关键素质，提出科学有效的途径

和方法，实施有针对性的入学准备教育。

3.尊重规律。幼儿园应充分理解和尊重幼儿学习方式和

特点，把入学准备教育目标和内容要求融入幼儿园游戏活动

和一日生活，支持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

等方式积累经验，逐步做好身心各方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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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心准备

发展目标 具体表现 教育建议

1.向往入学

1.初步了解

小学，对小学生

活充满期待。

2.希望成为

一名小学生，愿

意为入学做准备

对小学生活充满向往，有上小学的愿望，是幼儿开启小学学习

生活的情感动力，也是重要的入学心理准备。

1.建立积极的入学期待。发现每个幼儿对小学学习生活的兴趣

点，多从正面引导，减少幼儿对小学学习生活的压力和负面感受。

如：组织幼儿讨论、分享对小学的认识、期待和担心，通过同伴的

交流和老师的针对性引导，强化入学期待，缓解入学焦虑。

2.帮助幼儿初步了解小学生活。大班下学期，通过参观小学，

与小学生面对面交流、体验小学课堂等方式，帮助幼儿初步了解小

学的学习生活

2.情绪良好

1.能经常保

持积极、稳定的

情绪。

2.遇到困难

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具备一定的情绪调控能力，有助于幼儿

积极适应小学新的环境和人际关系。

1.帮助幼儿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成人经常保持良好的情绪状

态，感染和影响幼儿。以欣赏、接纳的态度对待幼儿，对幼儿的合

理需求给予及时、有效的回应。避免因成人的不当做法给幼儿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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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不 开 心 的 事

情，不乱发脾气，

不迁怒于他人

负面情绪，如：在集体面前比较幼儿之间的长处和不足、大声呵斥

幼儿、总是表扬别的孩子已经学会了什么等等。

2.帮助幼儿学会恰当表达和调控情绪。成人用适宜的方式表达

情绪，以平和的心态处理不愉快的事情，为幼儿作出榜样。选择能

给幼儿带来情绪情感体验的故事、角色扮演活动等，引导幼儿恰当

表达消极情绪，学习积极应对和化解的方法。如：发现幼儿不高兴

时，接纳他的消极情绪，在他平静后主动、耐心地听他讲述不开心

的事情和原因

3.喜欢运动

1.积极参加

多种形式的户外

活动。

2.能连续参

加体育活动半小

时以上

喜欢运动，初步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有利于幼儿增强体质，保

持充沛精力和良好情绪，少生病、少缺勤。

1.鼓励幼儿积极参加户外活动。充分保证幼儿每天的户外游戏

和体育活动时间。提供方便、灵活多样的体育活动材料，开展多种

形式的游戏和体育活动。鼓励、支持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

2.发展大肌肉动作。根据大班幼儿运动能力发展特点和个体差

异，适当增加运动量和运动强度，提高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增

强力量和提高耐力。鼓励幼儿坚持锻炼，不叫苦、不怕累。
4.动作协调

1.手部动作

协调，能使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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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锻炼精细动作。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鼓励幼儿学会正确、熟

练地扣扣子、系鞋带、使用筷子；提供画笔、剪刀、小型积塑等工

具和材料，支持幼儿进行画、剪、折、撕、粘、拼等各种活动，锻

炼手部小肌肉动作

单的工具和材料

二、生活准备

发展目标 具体表现 教育建议

1.生活习惯

1.保持规律

作息，坚持早睡

早起、睡眠充足。

2.保持良好

的个人卫生，有

自 觉 洗手 的 习

惯，有保护视力

的意识

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有利于幼儿较快适应小学的作息和生

活。

1.逐步调整一日作息。在充分保证幼儿自主游戏时间的前提下，

大班下学期适当延长单次集体活动的时间，适当减少午睡时间。家

长应配合幼儿园调整作息安排，提醒幼儿早睡早起、按时入园；同

时以身作则，以规律作息的习惯影响幼儿。

2.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成人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引导

幼儿养成自觉洗手的习惯。不在光线过强或过暗的环境中读写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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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超过 15分钟

2.生活自理

1.能按需喝

水、如厕、增减

衣服。

2.坚持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

能分类整理和保

管 好 自己 的 物

品。

3.有初步的

时间观念，做事

不拖沓

较强的生活自理能力有助于幼儿做好入学后学习和生活的自

我管理和服务，增强独立性和自信心。

1.指导幼儿做好个人生活管理。大班下学期，适当减少一日生

活中的统一安排，帮助幼儿逐步学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喝水、如厕，

根据天气变化和活动需要增减衣物。

2.引导幼儿学会分类整理和存放个人物品。幼儿园和家庭都应

提供存放幼儿个人物品的设施设备，指导幼儿逐步学会分类整理和

收纳衣物、图书、玩具、学习用品等。

3.引导幼儿逐步树立时间观念。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幼儿在日

常生活和游戏中感受时间，学会按时作息，养成守时、不拖沓的好

习惯

3.安全防护

1.能自觉遵

守基本的安全规

则和交通规则，

有自我保护的意

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有助于幼儿适应新环境，避免发生

危险和伤害。

1.增强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关注幼儿自我保护意识和

能力发展的个体差异，引导幼儿了解校园、社区、交通等环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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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2.知道基本

的安全知识，遇

到危险会求助

安全要求，学会保护自己。如：在陌生环境中，学会注意设备设施、

人群聚集等情况带来的不安全因素。

2.指导幼儿学会求救的方法。指导幼儿在遇到危险时，能提供

必要的信息，选择有效的求助方法，如：知道向成人求助或拨打求

救电话

4.参与劳动

1.能主动承

担并完成分餐、

清洁、整理等班

级劳动。

2.能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

劳动

参与劳动有助于培养幼儿良好的劳动习惯，提高幼儿的自理能

力和动手能力，增强自信心，培养初步的责任感。

1.引导幼儿承担适当的劳动任务。和幼儿一起制定班级劳动计

划，鼓励幼儿自主确定任务分工并有计划地完成。教师要关注他们

完成任务的情况，及时予以鼓励和指导。

2.鼓励幼儿参与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如：摆放碗筷、餐后整

理餐桌、洗碗、扫地、扔垃圾等，并指导他们学习正确的方法。家

长以身作则，分工做好家务劳动。

3.引导幼儿尊重身边的劳动者，珍惜劳动成果。帮助幼儿了解

父母及老师、食堂厨师、幼儿园保安等的工作特点，讨论他们付出

的劳动给自己带来的服务和便利，学会尊重和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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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准备

发展目标 具体表现 教育建议

1.交往合作

1.能和同伴

友好相处，乐于

结交新朋友。

2.能与同伴

分工合作共同完

成任务，遇到困

难互帮互助，发

生冲突时尝试协

商解决。

3.能主动向

老师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需求

良好的交往和合作能力有利于幼儿入学后结交新朋友、认识新

老师，逐步适应小学新的人际关系。

1.扩展幼儿的交往范围。鼓励幼儿和不同年龄的伙伴、成人交

往，认识新伙伴。如：组织跨班级、跨年龄的游戏活动，创设自由

交往的机会，丰富交往经验。

2.丰富幼儿分工合作的经验。提供材料、创设条件，引导和支

持幼儿合作开展活动，体验合作的重要性。鼓励幼儿认真倾听同伴

的想法和建议，当意见不一致时说明理由，学习协商解决问题，达

成一致。同伴遇到困难时，鼓励幼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遇到冲

突时，指导幼儿尝试用协商、交换、轮流、合作等方法解决，不争

抢，不欺负同伴。

3.营造宽容接纳的师幼交往氛围。用尊重、接纳的态度与幼儿

交流，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不用对错简单评价，肯定

积极想法，满足合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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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诚实守规

1.能遵守游

戏和日常生活中

的规则。

2.知道要做

诚实的人，说话

算数

具有一定的规则意识、自觉遵守各项活动规则，有利于幼儿入

学后积极遵守小学的班规、校规，赢得同伴、老师的接纳和认可，

较快融入新集体。

1.增强规则意识，提高自觉守规的能力。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

培养规则意识，引导幼儿与同伴讨论制定游戏、班级活动规则并自

觉遵守。大班下学期，指导幼儿遵守集体活动的基本规则，做到举

手提问、轮流发言，别人讲话时认真倾听、不随意打断等等。

2.培养诚实守信的品质。对幼儿诚实和守信的行为及时予以肯

定。发现幼儿说谎、说话不算数时不要简单批评和惩罚，要耐心了

解原因，积极引导，帮助幼儿做到知错就改

3.任务意识

1.理解老师

的任务要求，能

向家长清晰地转

述并主动去做。

2.能自觉、

具备任务意识和执行任务的能力，有助于幼儿适应小学学习生

活的要求，逐步做到独立完成各项学习任务。

1.强化任务意识。大班下学期，有意识地布置一些与入学准备

相关的任务，如：准备明天要带的玩具材料和学习用品、每天自己

整理小书包等，为适应小学生活做准备。

2.培养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成人要创造条件，通过持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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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成老师安

排的任务

任务安排，鼓励、支持幼儿独立完成任务。教师不宜将任务直接布

置给家长

4.热爱集体

1.喜爱自己

的班级和幼儿

园。

2.愿意为集

体出主意、想办

法、做事情。

3.初步形成

爱家乡、爱祖国

的情感

对集体的热爱有助于幼儿适应班级和学校的环境，初步建立对

集体、家乡和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1.培养集体荣誉感。营造温暖的集体氛围，创造条件和机会，

鼓励、支持幼儿为班级和幼儿园的集体活动定计划、做准备并积极

参与。如：和幼儿共同策划，开展节庆、参观、运动会、主题游戏

等多种活动，帮助他们在参与活动的同时体验成就感、荣誉感。

2.激发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开展爱家乡、

爱祖国的教育，如：参观博物馆、科技馆等当地文化场馆，帮助幼

儿感受与体验家乡和祖国的发展变化；鼓励幼儿结合节假日外出旅

行等经历，分享自己家乡的风景名胜、风物人情、特色美食等；结

合升旗活动，向幼儿介绍国旗、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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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准备

发展目标 具体表现 教育建议

1.好奇好问

1.对身边的新

事物感兴趣，有好

奇心和探究欲。

2.喜欢刨根问

底，乐于动手动脑

好奇心是终身学习的原动力。呵护幼儿的好奇心，尊重幼儿

好问的天性，有助于幼儿对周围世界保持持续的探究欲望，不怕

困难，积极主动学习。

1.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主动性。接纳、鼓励幼儿对新事物的

观察、提问等探究行为，避免简单打断或否定幼儿的奇思妙想。

如：把幼儿有浓厚兴趣的问题作为集体讨论的话题，鼓励幼儿分

享自己的发现和观点，支持他们进一步的探究想法和行动。

2.支持幼儿持续的探究行为。分析幼儿在探究活动中可能获

得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时间、丰富的材料支持幼儿持续、深入进

行探究，寻找问题的答案

2.学习习惯
1.能专注地做

事，分心时能在成

人提醒下调整注意

专注力、坚持性、计划性等学习习惯的养成，有助于幼儿入

学后更好胜任新的学习任务，且受益终生。

1.支持幼儿专注持续地完成任务。大班下学期，有意识地增

加需要一定专注力和坚持性才能完成的游戏和活动，保证幼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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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2.能坚持做完

一件事，遇到困难

不放弃。

3.乐于独立思

考并敢于表达。

4.做事有一定

的计划性

充足的活动时间能够专注地完成任务。对需要多次探索的活动，

要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鼓励支持幼儿持续完成，避免因活动

频繁转换干扰幼儿专注做事。

2.鼓励幼儿独立思考。为幼儿提供充分的时间思考、讨论和

表达自己的观点，接纳幼儿不同的想法。鼓励幼儿积极补充同伴

的观点，并说明理由；对别人的观点有不同意见时敢于大胆提出

质疑并陈述自己的观点。

3.引导幼儿有计划地做事。在一日活动开始前向幼儿介绍当

天的活动安排，鼓励他们说一说自己的活动计划，和幼儿一起回

顾他们的计划和完成情况，分析原因并调整。鼓励幼儿尝试有计

划地安排自己的活动，如尝试安排周末的活动或日程安排

3.学习兴趣

1.对大自然和

身边的事物有广泛

的兴趣，努力寻找

答案。

2.喜欢阅读，乐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让幼儿喜欢学习、爱上学习，具备一定

的学习能力比学到多少知识更重要。幼儿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和

基础学习能力有助于入学后适应不同学科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

更加主动、持久、投入地学习。

1.为幼儿提供广泛接触自然和社会的机会。经常带领幼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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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和他人一起看书

讲故事，遇到问题

经常通过图书寻找

答案。

3.对生活情境

中的文字符号感兴

趣，愿意用图画、

符号等方式记录自

己的想法和发现。

4.愿意用数学

的方法尝试解决生

活和游戏中的问

题，体验解决问题

的乐趣

触大自然，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帮助幼儿开拓视野，积累丰

富的感性经验，培养广泛的兴趣。

2.培养幼儿的倾听和表达能力。组织幼儿围绕生活和游戏中

感兴趣的事情进行讨论，分享自己的发现以及探究的过程、方法。

教师应给予充分的时间，鼓励和引导幼儿表达，接纳幼儿不同的

想法，不轻易打断幼儿讲话。对注意力不集中或不持久的幼儿，

通过适当的方式吸引他们参与到活动中来。鼓励幼儿听不懂时要

主动提问，对幼儿的提问及时予以回应。坚持每天和幼儿聊一聊，

说一说今天做的事情或看过的书等，帮助幼儿学习按照一定的顺

序、比较完整地进行讲述。

3.培养幼儿的阅读兴趣和能力。根据幼儿的阅读兴趣和活动

需要提供和更换图画书，并给予幼儿充足的阅读时间。鼓励幼儿

自主阅读，保护他们对符号、文字的兴趣和敏感性。经常和幼儿

一起讨论书中内容，加深他们的阅读兴趣和理解，鼓励幼儿根据

情节、图书画面对故事结果进行预测或续编、创编故事；通过绘

画、手工、搭建、表演等方式再现故事情节、人物关系，促进幼
4.学习能力

1.在集体情境

中能认真听并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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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语言、情感、社会性等多方面的发展。

4.保护幼儿的前书写兴趣。大班下学期，教师有意识地运用

文字和符号辅助幼儿记录和总结游戏的过程、想法，让幼儿感受

文字符号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和意义。如：鼓励幼儿用图画、符

号、文字等方式为自己的活动区、生活活动设施等制作标识，记

录游戏的过程、故事情节、愿望等。

5.做好必要的书写准备。养成幼儿自己扣纽扣、系鞋带的习

惯，锻炼手部精细动作，促进手眼协调。在绘画拼图等活动中认

识上下、左右等方位，通过“跳房子”“给小动物找家”等游戏，

帮助幼儿认识田字格的结构。不宜要求幼儿提前学写字，幼儿有

自发书写行为时，可以示范正确的书写姿势，帮助幼儿学习由上

至下、由左至右的运笔技能，但不宜进行机械训练，也不宜简单

评判写得对不对、好不好，重在保护幼儿写画的兴趣。

6.引导幼儿尝试用数学的方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发现

和学习解决生活中和数学有关的问题，如：通过统计每天出勤人

数、测量记录身高和体重的变化、自主管理进餐和睡眠时间等方

懂他人说话，有疑

问时能主动提问。

2.能较清楚地

讲述一件事情。

3.能说出图画

书的主要情节，并

有自己的理解和想

法。

4.在绘画、拼图

等活动中，能识别

上下、左右等方位。

5.能认识并书

写自己的名字。

6.能在教师指

导下，尝试运用数

数、排序、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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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帮助幼儿体验运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的乐趣统计和测量等数学

方法解决日常生活

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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