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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谐发展，为终身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要尊重幼儿的学习方

式和特点，因地制宜创设良好游戏环境和条件，组织开发丰富

适宜的游戏，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不得提前教授小学课程

内容，不得进行知识技能性强化训练。

2.尊重幼儿个体差异。教师要理解和尊重幼儿发展过程中

的个体差异，支持和引导他们按照自身的速度和方式，从原有

水平向更高水平发展，不得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幼儿，幼

儿园教师要注意观察，了解每一名幼儿，要主动会同家长开展

具有针对性的教育，使每一个孩子都能顺利地、愉快的度过幼

小衔接阶段幼儿园集体生活。

3.科学做好入学准备。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实

施科学的保育教育，将入学准备教育有机渗透于幼儿园三年保

育教育工作全过程，幼儿园应从小班开始逐步培养幼儿符合其

年龄特点的身心基本素质，大班下学期设立入学准备期，按照

教育部《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要求，围绕幼儿入学

所需的关键素质，在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四个方面做好入

学准备。幼儿园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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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学实施入学适应教育。（责任股室：小学教研室）

1.准确把握学情，优化教材内容和教学进度。各小学要坚

持学科知识“零起点”教学。按照教育部《小学入学适应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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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要点》要求，准确把握一年级上学期的学习要求，根据学

情优化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更多考虑课程的连贯性。要放缓

入学初始阶段的教学进度。要把每年九月份作为一年级的“幼

小衔接月”，着重从作息时间、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

行习惯养成教育。

2.建立“幼小衔接”教研机制，合理配备低段师资。建立

“幼小衔接”联合教研机制。倡导一年级教师定期观摩幼儿园

活动，了解幼儿园课程内容和幼儿学习方式。各小学要合理搭

配一年级各科教师，选择有班级管理经验的教师担任班主任。

利用暑假对全县一年级教师进行专项培训，让教师全面了解

“幼小衔接”阶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学习习惯。

（三）开展联合教研。（责任股室：幼教股、小学教研室）

完善教研体系，建立健全教研指导责任区制度，定期组织

小学和幼儿园进行“幼小衔接”教研活动，深入研究幼儿和低

年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规律；定期举行“幼小衔接”专项调研

与专题研讨活动，大力推广“幼小衔接”的典型经验，小学教

研室将为教师提供专业服务和指导。

（四）完善家园校共育机制。（责任股室：家教中心、小

学教研室、幼教股）

在县教育局的统筹安排下，各小学要与片区内的幼儿园联

合举办“幼小衔接”专题家长会。与家长交流小学的衔接课程、

特色体验活动等，增进家长对小学的了解，指导家长做好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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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学准备工作。在新生名单确定后至入学前，小学要及早建

立信息平台，提前开展家校配合工作，及时将入学相关信息和

要求告知家长。建立与完善家校合作细则，通过走访、电话、

家长会等方式了解学生，加强家校配合，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

幼儿园和小学要把家长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要及时了解

家长在入学准备方面的困惑及意见建议，积极宣传国家和地方

的有关政策，宣传展示幼小双向衔接的科学理念和做法，帮助

家长认识提前学习小学内容的危害，缓解家长的压力和焦虑，

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积极配合幼儿园和小学做好衔接。

（五）规范校外培训行为。（责任股室：社管办）

各校外培训机构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

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要求，严禁对3到

6岁儿童以课堂集中授课为主要形式，组织安排教育活动，坚决

不组织幼儿参加与小学教学内容有关的考试测试。对以“幼小

衔接”为名目强化应试、超前教育，超课标教学的培训机构，

教育局将联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直到吊销办学许可证。

三、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2021年7月底以前）。完成幼小衔接试点

园（校）的遴选及县级专家团队的组建工作。

（二）实验阶段（2021年秋季学期--2022年6月）。2021年

七月底前，试点园（校）同步开展工作，完成幼小衔接工作部

署及教师培训等工作。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幼小衔接试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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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校进入实验阶段。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2年春季学期起）。采取实践探

索与总结交流同步推进的方式，及时宣传推广试点园（校）典

型经验做法，充分发挥试点园（校）的辐射带动作用。

（四）全面推行阶段（2022年秋季学期起）。全县幼儿园、

小学全面推行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建立幼小协同的合作

机制，加强在课程、教学、管理和教研等方面的研究合作。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教育局成立“垣曲县幼儿园与小

学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引导试点园（校）研究制定幼小科学

衔接具体实施方案，形成行政推动、教研指导、幼儿园和小学

主动衔接、督导检查的工作局面。

（二）成立专家团队。吸收教研员、骨干教师等专业力量，

组建专家团队，为试点幼儿园和小学提供专业指导与支持，建

立幼小协同的有效机制，共同探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让

所有教师了解幼小衔接阶段幼儿的心理特点，遵循儿童的天性。

（三）加强宣传引导。定期举办“幼小衔接”专项调研与

专题研讨活动，大力推广“幼小衔接”的典型经验，积极利用

各种媒体宣传科学的育儿观念，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导向，合力

创造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教育环境，帮助、陪伴儿童平稳过

渡，顺利适应小学的学习和生活。

（四）强化督导检查。加大贯彻落实《纲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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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学起始年级教学要求的督查力度，严禁幼儿园提前教授小

学课程，督促小学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和教科书要求，实施学科

知识“零起点”教学，不拔高要求，不加快进度。同时，将定

期审查幼儿园、小学关于“幼小衔接”教育工作，并适时收集

相关的实践反馈信息，为持续改进与完善“幼小衔接”工作提

供依据。

附件1：垣曲县“幼儿园与小学衔接”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2：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

附件3：小学入学适应教育指导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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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垣曲县“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郭红云 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关卫红 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红霞 教育局党组成员、督学

穆进科 教育局局长助理

成 员：常 婷 教育局幼教股股长

张伍林 教育局小学教研室主任

席婵娟 教育局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

韩 瑶 教育局社管办主任

全县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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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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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准备和学习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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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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困难和不开心的

事情，不乱发脾气不迁

怒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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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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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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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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动作协调

1.手部动作协调，能

使用简单的工具和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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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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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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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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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识。

2.知道基本的安全

知识，遇到危险会

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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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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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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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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

成老师安排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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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有一定的计

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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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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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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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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幼儿语言、情感、社会性等多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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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习能力

1.在集体情境中能认
真听并能听懂他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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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统计和测
量等数学方法解决日
常生活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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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帮助幼
儿体验运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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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小学入学适应教育指导要点

从幼儿园进入小学是儿童早期成长过程中一次重要的转折。

儿童对初入学能否适应，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今后对学校生活的

态度和情感，并影响将来的学业成绩和社会成就。帮助新生顺利

适应小学生活是小学一年级重要的教育任务，小学应尊重儿童的

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规律，主动加强与幼儿园教育的衔接，积极

探索实施入学适应教育，帮助儿童逐步适应小学生活。

《小学入学适应教育指导要点》（以下简称《小学指导要

点》）以促进儿童身心全面适应为目标，围绕儿童进入小学所需

的关键素质，提出身心适应、生活适应、社会适应和学习适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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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入学适应关系最密切的关键

方面；具体表现部分提出了对儿童实现入学适应的合理期望；教

育建议部分明确了发展目标的价值，列举了有效帮助儿童做好入

学适应的一些教育途径和方法。

实施《小学指导要点》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为儿童适应做好准备。小学应树立衔接意识，转变让

儿童被动适应学校的观念做法，积极倾听儿童的需要，主动了解

幼儿园教育特点，调整一年级的课程教学及管理方式，创设包容

和支持性的学校环境，最大程度消除儿童的陌生体验和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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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儿童以积极愉快的情绪投入小学生活。

2.关注个体差异。要充分理解和尊重新生在原有经验、发展

速度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有针对性地为每个儿童提供个别化的

指导和帮助，通过正面的肯定和鼓励，支持儿童不断获得积极的

入学体验，促进他们按照自己的速度和方式逐步适应小学生活，

切忌提过高的统一要求或进行横向比较， 以免挫伤儿童入学的积

极性。

3.设置入学适应期。小学一年级上学期作为幼小衔接适应

期，要关注新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创设与幼儿园相衔接的班级

环境，适度调整作息安排，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和操作

材料，帮助儿童逐步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转

变。

4.坚持深化改革。积极参与幼儿园的入学准备活动，实施与

幼儿园相衔接的入学适应教育，合理安排一年级课程内容，改革

教育教学方式，强化以儿童为主体的探究性、体验式学习，为每

个儿童搭建成长适应的阶梯。改革一年级的教学评价方式，重点

聚焦教师是否熟知儿童身心发展状况和特点，课程实施是否能有

效帮助儿童适应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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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心适应

发展目标 具体表现 教育建议

1.喜欢上学

1.能记住校名和班

级，知道自己是一名

小学生。

2.愿意了解校园环

境，积极参与学校和

班级的活动

喜欢上学，是儿童入学适应的起点，积极的入学体验有助于儿童顺利开

启小学生活。

1.创设与幼儿园衔接的学校环境。入学初期，创设与幼儿园相近的班级

环境，如：允许儿童适当携带自己喜欢的图书、玩具，增强心理安全感，缓

解入学焦虑；根据需要灵活摆放课桌椅，支持教师以游戏和活动的方式开展

教育教学；在一年级的户外活动区域提供适宜的体育器材和游戏材料；张贴

温馨的图文提示，帮助儿童熟悉校园环境。

2.帮助儿童逐步融入学校生活。了解和接纳每个儿童的发展差异和入学

准备程度的不同。入学初期，应确保每个班级都有教师全程关注儿童在生活

和学习中的需求，帮助儿童逐步熟悉环境，认识老师和新同学，适应小学的

学习和生活

2.快乐向上

1. 能保持积 极快乐

的情绪。

2.对学习、生活中遇

到的困难，愿意尝试

自己解决问题

积极向上的情绪有助于儿童适应小学生活，面对新环境不紧张不焦虑。

1.注重观察了解儿童。观察每个儿童在校生活中的行为表现和情绪状

态，及时了解他们在入学适应方面的需求和问题，用正面、积极的方式引导

儿童排解不良情绪。要特别关注有特殊需求儿童的情绪情感变化，给予充分

的关爱和帮助。

2.营造关爱融洽的班级氛围。教师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状态，以多种形式

的活动调动儿童的积极情绪，让儿童感受快乐向上的氛围

3.引导儿童调节控制情绪。理解并接纳儿童的情绪变化，引导儿童正确

认识自己的情绪，学会控制情绪并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如给予儿童缓解情绪

的时间和空间，鼓励儿童主动向成人和同伴表达不开心的事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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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锻炼

1.喜欢参与多种形式

的体育活动。

2.养成坚持参加体育

锻炼的习惯

良好的运动习惯可以促进儿童的神经系统发育，有助于儿童精力充沛地

应对小学学习与生活。

1.激发儿童的运动兴趣。创造条件为新入学儿童提供相对独立的活动场

地，提供与幼儿园相近的运动器材和设备，确保儿童充足的体育活动时间，

让儿童感受体育运动的乐趣。

2.培养儿童体育锻炼的习惯。建立体育锻炼制度，确保儿童每天坚持锻

炼时间不少于1小时。因地制宜安排多种形式的体育游戏和活动，如：拍球、

跳绳、踢毽子、跳皮筋、抽陀螺、滚铁环等，促进动作协调灵活，锻炼力量

和耐力。家校配合，强化锻炼意识， 养成坚持锻炼的习惯。

3.促进精细动作发展。手眼协调、手部精细动作的灵活发展，是儿童正

确书写的重要生理基础。开展编织、剪纸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发展儿童精细

动作的灵活性和协调性，提高握笔和运笔的控制能力
4.动作灵活

1.精细动作发展协调

灵活，能熟练使用常

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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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适应

发展目标 具体表现 教育建议

1.生活习惯

1.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

惯，能够逐步适应从幼

儿园到小学的作息转

变。

2.具有良好的生活和卫

生习惯，能主动喝水，

学习保护视力的基本方

法

有规律的生活有助于儿童身心健康，保持充沛的精力，逐步适应小学生

活。

1.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对初入学儿童可适当调整作息安排。家校配合，

督促儿童早睡早起，上学不迟到，知道上学、放学及上课、下课时间安排，

听到上课铃声会自己进教室，下课会主动喝水、如厕。

2.培养儿童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强化儿童的护眼意识，每天按时做眼

保健操。严格控制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和频次，单次使用时间不宜超过

15 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

2.自理能力

1.不用成人的提醒和帮

助，能做基本的自我服

务，照料好自己。

2.学会及时收纳、分类

管理好自己的物品，做

好课前准备

入学适应阶段，儿童会遇到更多需要独立应对的生活问题， 自理能力

的提升，有助于儿童解决问题，进一步增强独立性和自信心。

1.培养儿童生活自理能力。注意观察初入学儿童生活自理状况和个体差

异，鼓励儿童独立穿脱衣服、系鞋带、进餐、收拾餐具整理床铺等自我服

务，根据天气变化和活动需要增减衣物等，增强初入学儿童适应小学生活的

能力。

2.指导儿童有序整理学习用品。家校合作，引导儿童根据课程和活动安

排，学会独立清点、带齐每日学习和生活用品，分类摆放；课间准备好下节

课所需的书本和学习用品；放学时收拾整理好个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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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自护

1.认识安全标识，学会

简单的自救和求救的方

法。

2.能安排好课间活动，

不做危险游戏

小学环境中儿童活动的独立性和空间更大，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有助于儿童适应小学新环境。

1.指导儿童认识理解安全标识。结合日常生活和相关课程的教学，引导

儿童认识并理解交通指示灯、人行道、防火防电、逃生通道等标识及意义，

如：在上学、放学路上能认识红绿灯并遵守执行，活动时远离有危险标识的

场地和设施。

2.指导儿童安全开展课间活动。教师要参与初入学儿童的课间活动，指

导儿童正确使用运动器械等校园设施，引导儿童注意课间活动安全，不追跑

打闹，有序上下楼梯，防止踩踏。

3.教会儿童自护和自救方法。引导儿童学会识别危险情境和行为，教会

儿童简单的自护和求救方法，了解在不同的环境中以什么样的方式向可靠的

人求助。做好新入学儿童安全演练

4.热爱劳动

1.积极主动参与班级劳

动。

2.能分担力所能及的家

务劳动。

3.做事认真负责，有始

有终

热爱劳动，具有良好的劳动习惯，有助于儿童融入集体，增强责任感。

1.鼓励儿童独立承担班级的自我服务。和儿童一起讨论班级自我服务内

容，列出劳动清单，做好任务分工，认真完成，如：分餐、打扫卫生、给植

物浇水、照顾体弱的同学等。

2.指导家长安排孩子做适当的家务劳动。如：准备餐具、洗碗擦桌子、

垃圾分类等，知道每个人都需要为家庭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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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适应

发展目标 具体表现 教育建议

1.融入集体

1.知道自己是班级的一

员，能逐步融入班集

体。

2.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能感受集体生活的快乐

认同所在的班级，感受集体生活的快乐，有助于儿童开启美好的小学生

活。

1.帮助儿童逐步融入新班级。通过多种游戏和活动帮助初入学儿童相互

认识，组织儿童集体讨论环境布置、班规制定、活动计划等，感受自己是班

级的一员。

2.引导儿童感受集体生活的快乐。通过组织开展小组游戏、集体活动等

方式比一比、赛一赛，感受集体生活的快乐，增强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

2.人际交往

1.愿意主动接近老师，

有问题能找老师寻求帮

助。

2.能与同伴友好相处，

有经常一起玩的小伙

伴。

3.能与同学分工合作完

成任务， 互帮互助，

发生冲突时会协商解决

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能帮助儿童熟悉老师、结交伙伴，逐步融入小学

生活。

1.积极建立亲密的师生关系。入学前，教师应通过查阅儿童成长档案、

与幼儿园教师交流、与新生家长沟通等多种途径了解新生的基本情况。入学

后，教师关注每个儿童的适应情况，尊重和接纳儿童的个体差异。多与儿童

亲密接触，通过微笑、爱抚和拥抱对儿童表示赞许和喜爱；耐心倾听儿童，

让他们感受到老师的爱护、尊重和平等对待。

2.帮助儿童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通过多种游戏、活动帮助儿童在新集

体中找到小伙伴，不让儿童落单。为儿童创造交往机会， 设计一些需要合作

完成的活动或任务，引导儿童互帮互助，发生冲突时学习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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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遵规守纪

1.了解并遵守《小学生

日常行为规范》和校规

的基本要求，有明确的

规则意识。

2.能积极参与班级及各

类活动规则的制定，想

办法扩展游戏或推进活

动

儿童具有明确的规则意识、较强的执行规则的能力，有利于适应并遵守

新的班规、校规，逐步融入集体生活。

1.帮助儿童理解并学习遵守小学规则。通过小组讨论等多种方式，帮助

儿童理解班规校规的作用，结合违规引发的同伴冲突等实际案例，分析不遵

守规则带来的后果，帮助儿童理解并学习遵守规则。要给儿童一定的时间理

解和学习遵守规则，做不到时，不要简单地批评和指责。

2.引导儿童自主制定班级和活动的规则。组织班级或小组活动时，鼓励

儿童出主意、想办法，讨论制定规则

4.品德养成

1.能初步分辨是非，做

了错事能承认和改正。

2.喜欢集体生活，爱护

班级荣誉具有爱家乡、

爱祖国的情感

具有初步的责任感，诚实守信、热爱集体，有助于儿童积极适应新学

校，参与社会生活，形成对家乡和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1.注重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培养儿童的良好品德。结合身边发生的同伴互

助、矛盾冲突等事情，引发儿童积极的道德情感和体验。

2.增强集体责任感。引导儿童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理解每个人都应为集

体承担一定的责任。如：在组织开展活动时，教师有计划。有目的地给儿童

安排一些小任务，并鼓励指导儿童认真完成。

3.激发和培养儿童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通过升国旗、传统文化教

育、校园特色文化等多种活动，激发儿童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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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适应

发展目标 具体表现 教育建议

1.乐学好问

1.在观察、阅读、互动讨论等

情境中，能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

2.有好奇心，能够对不懂的现

象进行追问和探究

儿童天生好奇好问，好奇心、求知欲有助于儿童主动学习

1.创设敢问想问的氛围。面对学校和课堂的陌生环境，新入学儿童

会产生一定的紧张心理。教师应鼓励儿童主动提问、不懂就问，用开

放、包容的态度回应儿童的各种问题。各学科教师都应给儿童充分提问

的时间和空间，不急于给出答案。

2.激发儿童的求知欲。教师应注意发现儿童在课堂上和生活中有价

值的问题，鼓励和支持儿童不断追问，持续深入探究

2.学习习惯

1.做事专注，能有意识地调整

注意力。

2.做事有一定的计划性，逐步

学会合理安排生活和学习。

3.遇到困难经常积极寻找解决

办法

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儿童自主学习的重要基础。入学初期儿童面临新

的学习任务，巩固和强化良好的学习习惯比获取知识更重要。

1.引导儿童专注做事。通过趣味性、挑战性、合作性的活动或任

务，锻炼和培养儿童较长时间集中注意力。

2.指导儿童学习制订计划并坚持完成。鼓励儿童用图画、符号、文

字等自己喜欢的方式，制订计划表或任务清单，指导和督促儿童按时完

成，体会有计划做事的重要性。成人要注意观察儿童完成任务的情况，

儿童遇到困难时，不急于干预，鼓励他们自己尝试解决问题；不能独立

解决时，引导他们与同学讨论，必要时给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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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兴趣

1.对新知识、新环境感兴趣，

积极参加各类活动。

2.喜欢到图书馆或班级图书角

看书，积极参加与阅读有关的

活动。

3.愿意用数学的方法解决生活

中的简单问题

学习兴趣是儿童入学后主动学习、积极适应的内在动力。初入学儿

童的学习兴趣和能力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教师应尊重和接纳儿童不同

的起点。

1.为儿童提供丰富、可操作的材料。新入学儿童仍以具体形象思维

为主，可借鉴幼儿园准备游戏材料的经验，根据学习需求为儿童提供可

直接操作、亲身体验的材料，如：拼图、七巧板、积木、折纸等，吸引

儿童主动参与各项活动。

2.创设轻松的听说环境。在日常生活和课堂教学中，引导儿童讨论

感兴趣的话题，交流有趣的见闻、故事、图画书等，营造儿童敢说想说

的氛围，鼓励他们主动参与、积极表达。

3.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学校要为班级提供多种多样的、适合初入

学儿童阅读的图画书，在走廊、班级设立图书角供儿童自主取阅，支持

儿童广泛阅读、轻松阅读；教师坚持每日为儿童读故事书，定期给儿童

推荐好书，指导家长亲子共读，培养儿童热爱阅读的良好习惯。鼓励和

支持儿童在生活和阅读中识字。

4.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指导儿童借助田字格把握汉字的笔画和间

架结构，掌握正确的运笔方法，保持正确的书写姿势通过给自己制作小

书签、给爸爸妈妈写生日卡等方式，感受写字的意义和乐趣。对控笔能

力弱的儿童要给予特别关照，允许他们有一定的适应过程。

5.丰富儿童的数学经验。提供丰富的数学游戏材料，创设解决实际

问题的情景，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儿童积累数学经验，如：去超市体验购

物、小组活动的统计记录等，帮助儿童在实际操作中积累运用不同策略

解决加减运算问题的经验

4.学习能力

1.在日常生活和课堂教学中能

领会同学和老师说话的主要内

容，并能积极做出回应。喜欢

阅读，对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

有自己的理解和想法，能随着

作品的展开产生相应的情感体

验。

2.能较完整地讲述小故事，能

简要讲述自己感兴趣的见闻。

3.乐于在阅读的语境中识字。

学习认识汉字的笔画和间架结

构，初步掌握写字的基本笔

画、笔顺规则。

4.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提出

简单的数学问题，尝试用不同

的方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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