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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一  
 

A. 热点新闻  
1. 国内早教市场亟待有序规整 

         ---------八州水教育高层接受国务院《经济》杂志专访 

 

 



 



 

 
 

新闻来源： 国务院《经济》杂志 

 
2. 国际早教学会年会在黑龙江省召开 
    27 日，由黑龙江省人口计生委承办的第 31届国际早期教育学会年会在哈尔滨举行。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国际视野下的儿童早期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据介绍，0至 3岁的早期婴幼儿教育作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十大民生工程”之

一的人口计生“惠家工程”当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已在各地有了比较广泛的实践基

础。本届年会旨在借鉴国际上最先进的理念和经验，引导全社会关注婴幼儿发展和早期

教育，并以此促进学术交流、创新行业发展、推动早期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计生委系统

人员，以及各级人口早教机构负责人和有关大专院校的代表 300 余人参加了本届年会。 

新闻来源：新华网黑龙江频道 

 

B. 各地动态  
1. 杭州萧山区早教指导中心投入使用 
   0-3岁是人体头脑发育的黄金时期，家长们当然不愿让孩子错过这个关键的教育阶段。

昨日，萧山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吸引了不少家长到场咨询。 

  一位早教指导中心的老师介绍，早教的成果不是以宝宝认识多少字、会计算多么复杂的

数学题来衡量，衡量标准是孩子的适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也就是自

我学习的能力及创新能力,这与幼儿教育、小学教育都不同。 

  据了解，区早教指导中心采取的是医教结合的模式，教学大楼为目前省内规模最大。拥

有月子苑、亲子园、托儿所、幼儿园等从 0-6岁系列的早期教育场所，还有 9个月子房，孩

子一出生即可享受到专业的早教。在 2000多平方米的亲子园内有感觉统合室、精细动作室、

奥尔夫音乐室、亲子活动室、家长培训室、婴幼儿能力测评室、语言训练室、咨询室等。 

新闻来源：萧山网 
 
2. 趵突泉街道办人口早教进社区 

    历下区趵突泉街道办事处计生协开展了“早教进社区”爱婴月活动，旨在让 0～3岁婴

幼儿家长了解科学育儿的重要性，掌握早期教育的正确实施方法，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子

观、教育观。 

    在泺文路社区人口学校里，早教中心的专家们对 0-3岁的婴幼儿需要怎样的早期教育，

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宝宝的大脑，如何科学地教育和引导孩子进行了讲座。 

新闻来源：网易新闻  
 
3. 沪新开办幼儿园 94所 2012年适龄幼儿将增逾 10万 

    近年来，上海市适龄幼儿及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园需求激增，今年上海幼儿园共招生 13

万，比去年增加 2万，在园儿童总数将近 37.5万。与此同时，新学期上海市将新开办幼儿

园 94所以缓解入园压力。 

  8月 29 日，新民网记者从市教委了解到，今年幼儿园共招生 13万，比去年增加 2万，

在园儿童总数将近 37.5万。在早前 1573个办园点，90个托儿所的基础上，2010 年将新开

办幼儿园 94 所，其中公办幼儿园 57所（其中郊区县 49所，占 86%），其余为民办三级幼

儿园，共新增 3万个学位以缓解入学压力。 

  另据统计，今年入园儿童中有近 4万为非沪籍儿童，另有近 4万儿童（主要是非本市户

籍儿童）有看护需求。根据预测，今后三年上海市在园幼儿和在看护点的幼儿数将每年增加

5万人，到 2012 年，上海市在园幼儿和在看护点的儿童数将达 50万人。 

新闻来源： 新民网  
 
2010 年 8 月 31 日 星期二 



 

 “海西宝贝”早教中心 全面开展公益活动 

    作为福州市鼓楼区“惠民早教工程”示范区的具体成果之一，“海西宝贝”早教中心本

着“服务海西、优化家教”的宗旨，全面启动了早教系列公益活动，为 0-3岁儿童、家长提

供高质量、高效益的早教亲子教育与指导服务。 

    据了解，“海西宝贝”早教中心是由鼓楼区人民政府和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共同创办

的 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机构，以“专业化、现代化、高标准、多元化”的办学思路，引领、

推进省早期教育研究的全新进程。 

    2010年 1月以来，共举办了两场早期教育知识讲座，向家长介绍了 0-3岁儿童发展与

教育的关键问题以及亲子关系与婴幼儿心理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以街道巡回讲座的方

式，陆续面向鼓楼区十个街道开展优生优育培训工作。同时还携手省内知名早教专家、儿保

专家开展“0-3岁婴幼儿家教咨询活动”，阶段性地为家长提供儿童个体发展诊断与指导服

务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家长的广泛好评，为促进婴幼儿早期全面和谐而富有个性的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闻来源：东南快报 
 
2010 年 9 月 1 日 星期三 
 
国际早期教育学会专家到望奎考察 

    8月 27 日至 29日，国际早期教育学会第 31届年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期间，与会各

国早期教育专家专程到望奎参观考察早期教育工作。 

  此届国际早期教育年会是由省人口计生委承办，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专家

学者，我国各省市自治区计生系统人员，以及各级人口早教机构负责人和有关大专院校的代

表 300余人参加了本届年会。在会上，望奎县作了题为《人口早期教育家庭入户指导模式探

讨》典型经验发言，引起与会专家的高度重视。 

新闻来源：东北网－绥化日报 
 
2010 年 9 月 2 日 星期四 
 
幼儿思维开发“有法可依” 

  “思路决定出路、思维决定成就”、“方法比知识更重要”，这都是时下成功人士常挂

在嘴边的格言，但找到方法需要的是系统思维能力。思维能力如何培养、何时开始培养，则

很难回答。最新的早教研究结果表明：思维能力应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培养、加以养成。 

  早教专家研究证实，2岁左右的幼儿期是思维开始发展的时期。在幼儿早期思维能力的

建立初期，独立的思考解决问题至关重要。幼儿在 0-3岁就能借助动作进行思维，在 3-6

岁已经可以借助形象或表象进行思维，而借助语词、概念进行得抽象逻辑思维，则发生在 6、

7岁以后。 

  根据这一研究结果，我国先进的早教机构已经研发出新型系统的幼儿早教思维课程，内

容包含数学、形状、空间、推理、逻辑、科学等诸多方面，期间记忆数字、辨认图形、排列

顺序、寻找规则等训练一气呵成。教学现场采用多媒体设备，通过动画片、flash游戏、科

学实验、儿童操作教具、感统游戏、关键策略指导等方式，激发幼儿理解抽象知识在生活中

的运用，寻求生活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锻炼语言沟通能力；从而全面发展儿童的辨别能力、

推理能力、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最终促进幼儿思维能力的成长。 

新闻来源：银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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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9 月 3 日 星期五 
 
A. 热点新闻 
教育专家呼吁:幼儿早教 家庭是根本 
    随着近些年来早教的盛行，不少家长为了不让自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纷纷带上孩子参

加无数的早教班，有发展素质教育的，有智力开发的，甚至还有幼儿情商开发的，不一而足。

然而幼小的孩子并不能领会父母的良苦用心，每一次去早教班就又哭又闹，那些花了大价钱

的各式早教班似乎并不能让他们学到更多，这一度让父母们头疼不已。针对这种情况，记者

特意采访了资深教育专家孙瑞玲老师，看看她对幼儿早教的态度和看法。  

  孙瑞玲老师表示：对于 0—6岁的孩子来说，家庭才是他最重要的课堂。幼儿具有天生

的模仿和学习能力，除了有各种培训班的辅助外，父母在家时，也要有计划的为宝宝输入亲

子教育，为宝宝创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而且，父母是宝宝最亲近的人，同父母一起学习，

能够让宝宝很好的放松，更容易对早教产生兴趣。  

  众所周知家庭式亲子早教需要一定的指导，包括影像或者书籍等方面。但许多家长却缺

乏正确的方向，结果买来的书要么太深要么太浅，或者是家长认为内容很好孩子却没有兴趣

等等。孙瑞玲老师指出：家庭式亲子早教在图书的选择上一定要适龄。宝宝一天天在成长，

只有适合他的图书才能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  

  而在有关早教方法的选择上，孙瑞玲老师认为“亲子早教，家长应把握主动权。很多家

长认为花钱报了早教班，买了早教书籍，孩子就可以‘与众不同’了，让孩子的爷爷奶奶或

是保姆来完成‘陪读’的角色，其实有点舍本逐末。”亲子早教是为了营建一个亲子之间有

效的互动空间，让孩子在轻松的环境下，自主爱上学习，而不是单纯的教孩子认字的技能。  

  其实，无论学习什么，父母的关注和参与都是影响学龄孩子学习效果的最大因素。家庭

的早期教育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父母才是孩子真正的第一任老师。孩子迈出的第一步

是父母无数个小步汇聚的结晶！ 

新闻来源：千龙网 

 

B. 各地动态 

合肥市学前教育发展研讨会 9月 3日下午召开 

    已被教育部列为学前教育改革试点市的合肥，将在学前教育方面亮出怎样的利剑？未来

五年，孩子上幼儿园会不会更方便？合肥市幼教发展将有何新思路？ 

  今天下午，由合肥市教育局协同本报主办的“十二五”合肥市学前教育发展研讨会将为

这一切揭晓答案。安徽省幼教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诚将解读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学前教育部分，介绍全国幼教先进理论与实践经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将到会发表

演讲。 

  此外，来自全市各县区的公办园民办园园长也将在会上交流办园经验，并就“十二五”

合肥学前教育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新闻来源：合肥在线 

 
 

 

附： 九月婴幼儿相关产业展会一览 



 

1. 2010 年时尚育儿嘉年华北京展 
时间:    2010 年 9 月 9 日--2010 年 9 月 12 日 

地点: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主办方:  《时尚育儿》杂志社    

展品范围: 

1. 孕婴童用品：哺育用品、洗护用品、纸尿裤、车床及家俱、玩具及纪念品等；  
2. 孕婴童食品：奶粉、辅食、营养保健品、药品、月子餐、美容纤体食品；   
3. 孕婴童服装：孕妇装及内衣，婴童服装及配饰；  
4. 儿童教育：幼儿园、早教机构、图书与音像制品、教具与教材、乐器；   
5. 保险理财：保险公司、家庭理财；  
6. 摄影：孕妇摄影、儿童摄影。  

 
2. 2010 中国(临沂)玩具、模型及婴幼儿用品博览会 
时间:    2010 年 9 月 26 日--2010 年 9 月 28 日 

地点:    临沂中国商城会展中心 

主办方:  中国玩具专业委员会      中华全国妇女儿童用品协会 

展品范围: 

1. 玩具类：毛绒软体、木制、娃娃、电子电动、塑胶、教育益智、户外/体育用品、儿童

骑乘类，节日用品、塑胶充气、授权及动漫产品等   
2. 模型机械类：飞机模型、汽车模型、船模型、建筑模型军事模型、火车、铁路、动物模

型、仿真模型、压铸及金属玩具等   
3. 儿童家居专区：童车、童床、儿童家具、婴幼儿家具、婴儿车、婴儿床、摇篮、床上用

品、工艺礼品等   
4. 孕婴童专区：乳制品、方便食品、休闲食品、果汁饮料、糖类制品、营养保健品、代理

商及连锁机构哺乳用品、孕婴护肤清洁护理用品婴儿卫生护理用品消毒用具、孕妇装、

防辐射服、孕产内衣、孕婴保健品、婴幼儿服装、鞋袜、温奶器、理发器、胎毛笔、喜

庆用品、育婴用纸尿裤、湿巾纸、沐浴用品、婴幼儿游泳用品、卫生护理用品、电子类

产品、妈妈包、护肤品、毛巾、防晒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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