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学院 2022 年单独招生简章
学校简介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

育部备案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具有师范教育办学

历史 64 年。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坚守坚持教师教育,立足乡村教师培养，为

社会培养了六万多名各类人才，近五万名教育类人才。

学校是“湖南省大专层次小学幼儿园教师培养基地”

“湖南省学前教育专业师资培养研究基地”“永州市教师

继续教育中心”“永州市教育系统干部（教师）培训基地”。

近年来，先后荣获“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湖南省语

言文字工作规范化示范学校”“湖南省教育系统先进基层

党组织”“湖南省安全文明校园”“湖南省五四红旗团委”

“永州市党建工作先进单位”“永州文明校园”等荣誉。

目前，学校构建了以教师教育为主体、师范类专业和

艺术类等非师范类专业协同发展的专业体系，设有小学教

育学院、学前教育学院、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基础教育

学院、数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 7 大学院。开设了小

学教育、学前教育、小学语文教育、音乐教育、美术教育、

小学数学教育、早期教育、小学英语教育、舞蹈教育、音



乐表演、艺术设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体育教育、播音与主持

等 16 个专业。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秉承“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的校训，立足永州、面向全省、辐射周边省市，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一专多能”、服务基础教育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新时代，新征程，全校师生将求实

创新、团结奋进，努力将学校打造成永州市小学教师培养

培训中心、永州市幼儿园教师培养培训中心、永州市小学

教育和学前教育研究中心、永州文化艺术人才培养中心，

为建设“全省一流、全国知名”的高水平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而努力奋斗。

校园风光







学前教育学院简介

我院目前开设有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专业、婴幼儿

托育服务与管理等 3 个专业。

专业介绍

学前教育专业

学前教育专业是学院重点建设专业，是湖南省特色示范

性专业。

主干课程：学前儿童卫生保健、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学前教育学、幼儿教育与活动指导、幼儿行为观察与指导、

学前儿童游戏设计与指导、幼儿园班级管理、幼儿教育环境

创设与利用等。

职业资格及技能证书：幼儿园教师资格证、1+X 幼儿照

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保育员证、育婴师证等。

就业方向：幼儿园教师及其它托幼、早教机构工作者。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幼儿社

会教育仿真教室教学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蒙

台梭利教师探索蒙氏教

学法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

进行奥尔夫音乐教学

活动



早期教育

主干课程：婴幼儿卫生与保健、0-3 岁婴幼儿心理发展、

0-3 岁婴幼儿教育概论、0-3 岁儿童观察与评估、0-3 岁婴幼

儿游戏、婴幼儿亲子活动设计与指导、婴幼儿家庭教育与指

导。

职业资格及技能证书：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育婴员、保

育员职业资格证、幼儿照护、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就业方向：早教指导师、幼儿园教师、保育员、育婴师、

儿童社会工作者、社区幼教机构工作者。还可入职幼儿玩教

具公司、艺术培训机构、儿童运动与游乐中心、社会福利机

构、儿童图书出版公司及相关产业从事咨询、指导等工作。

早期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校实训室进行婴幼儿照护实训



早期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早教机构进行见习

早期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早教机构学习，践行“校企双师制”培养模式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

主干课程：幼儿语言教育、幼儿健康教育、幼儿艺术教

育、幼儿社会教育、幼儿科学教育、幼儿教育学、幼儿心理

学、幼儿卫生学、幼儿营养与保健、幼儿游戏理论与实践、

儿童发展评估

职业资格及技能证书：保育员、育婴员、早教指导师、

幼儿教师、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

就业方向：幼儿园、早教机构及幼儿培训机构教师、幼教

机构保育员、儿童社会工作者、社区幼教机构工作者、儿童

运动研究机构指导师、儿童健康与发展机构初级工作者。

1+X 幼儿照护技能等级考试培训



育婴师实训



专业优势

师资力量强

学前教育学院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专

兼结合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 30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

授 7 人，博士 1 人，硕士学位 19 人，“双师型”教师 21 人。

贺红山
教授,学前教育管理和幼儿园科学教育

研究专家，省级幼儿园教师国培专家，

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面试）考官。

主持和参与省级课题 7 项，发表和获奖

论文 45 篇，主编和参编教材 8 部。

邹却亢
副教授，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永州高校

专业带头人，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

（面试）考官。主持和参与省级课题 6

项，发表和获奖论文 10 余篇，主编和

参编教材 5 部。

彭洪勤
副教授，学前教育学院副院长，幼儿园

教师资格证考试（面试）考官，保育员

高级考评员。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级

课题 3 项，发表和获奖论文 10 篇。从事

幼儿园保教和管理工作 27 年。



徐国芳
副教授，学前教育学院副院长，幼

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面试）考官。

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 3 项，

发表和获奖论文 5 篇。从事幼儿园

保教和管理工作近 10 年。

张丽鹰
副教授，全国优秀教师，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

（面试）考官，中科院在读博士。主

持和参与省市级课题 6 项，发表和获

奖论文 20 余篇，主编和参编教材 4

部。从事幼儿园保教和管理工作 20

余年。



教学资源丰富

学校拥有教学计算机 900 台，钢琴、电钢琴 685 台，纸质图书 55

万册，224 间教室均配备了智慧黑板和多媒体教学系统，装备微格教

室、蒙台梭利教室、录播室、电子书法教室等实训室 344 间。学前教

育专业配套的实践、实训设备齐全，能满足本专业教学、实训需要。

学院已建成心理咨询室 2间，幼儿园模拟教学仿真教室 4间，蒙台梭

利教室、幼儿营养与健康教育活动模拟实训室各 2间，奥尔夫音乐教

室、幼儿科学教育活动模拟实训室、幼儿语言教育活动模拟实训室、

幼儿社会教育活动模拟实训室、幼儿艺术教育活动模拟实训室、幼儿

卫生与健康教育活动模拟实训室等各 1 间，本专业实训室共 16 间，

均设置在学校实训楼。专业实训课 100%在实训场地授课，实训开出

率 100%。

计算机房



电子钢琴房

书法教室



人才培养模式新颖

我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探索“校企双师制”人

才培养模式及“课岗证赛”综合育人模式，注重与幼儿园和

学生在感统教室

体验感觉统合训

练教具

学生在幼儿语言教育仿真

教室体验区域游戏活动



托育机构的合作，重视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充分发挥学校

“一专多能”的办学特色，全方位培养“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的复合型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就业前景广阔

据湖南省教育厅统计，到 2020 年，我省需要幼儿教师 18.9

万。目前学前教育机构师资缺口较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学

前教育仍是热门专业之一，前景广阔。近年来，我校学前教育专

业毕业生供不应求，连续三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5%以上，深受

用人单位欢迎。三年制大专学生毕业后可参加各市、县公办幼儿

园教师招考，也可以在学前教育领域自主创业。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幼有所育”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2019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随着国家三孩生育政策的放开，0-3 岁

早期教育人才严重短缺，早期教育专业未来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校企合作深入

校企合作单位已达 356 个，其中挂牌幼儿园实习基地 51 个，

五年制大专学前教育定向生实习幼儿园 18 所。未来三年内将在

我市每个县（区）新开辟 2-3 个新基地并授牌，建成以永州市区

为中心向其它各县（区）幼儿园及周边省份幼教机构辐射的实习

基地网络体系，满足学生多轮循环，不同层面见习、实习的需要，

实现学校和岗位之间零距离对接的人才培养目标。

学前教育学院与零陵机关幼
儿园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学前教育学院与舜德幼儿
园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学前教育学院与永州市第
一幼儿园签订校企合作协
议



学院风采









优秀毕业生代表

刘婷

1995 届毕业生，2000-2016 年间先后

创办十一所幼儿园，创建腾龙幼教集

团，其固定资产达 3 亿元。

邓爱丽

1995 届毕业生，2002 年创办三亚市委

小红花幼儿园，2003 年创办三亚市港门

村社区小龙娃幼儿园，2006 年与 92730

潜艇部队合办小海螺艺术幼儿园，现任

上述幼儿园董事长。

王卫红
1999 届毕业生，现已创办两所

幼儿园，共有幼儿 800 余人，教

职工 80 余人，固定资产 1000

多万元。



招生对象

符合湖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含对口高考）报名

条件并已参加高考报名的人员（含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及同等学

力；应、往届职高毕业生及同等学力）。按照省教育厅政策要求，

退役军人列专项计划。

单招计划

报名、志愿填报、缴费

1.报名和填报志愿时间：2022 年 3 月 7 日-3 月 14 日

2.报名方式：网上报名，考生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考生综合信息平台（网址：https://ks.hneao.cn)或“潇湘高考”

APP 填报报考信息。

3.志愿填报建议：我校实行志愿优先录取，建议考生将我校

填为第一志愿学校，选择 2个相近专业，并服从专业调剂。（志

愿系统中第一、第二专业为有效专业，多填无效）

4.网上缴费：考生可登录学校网站查看资格审查结果，通过

资格审查的考生于 3 月 16 日-3 月 18 日（下午 17:00 截止）登

录学校微信公众号以微信支付的方式缴纳考试费，标准为 80 元/

https://ks.hneao.xn--cn)-1m6j/%E2%80%9C%E6%BD%87%E6%B9%98%E9%AB%98%E8%80%83/%E2%80%9DAPP%E5%A1%AB%E6%8A%A5%E6%8A%A5%E8%80%83%E4%BF%A1%E6%81%AF%E3%80%82
https://ks.hneao.xn--cn)-1m6j/%E2%80%9C%E6%BD%87%E6%B9%98%E9%AB%98%E8%80%83/%E2%80%9DAPP%E5%A1%AB%E6%8A%A5%E6%8A%A5%E8%80%83%E4%BF%A1%E6%81%AF%E3%80%82


生（依据湘发改价费〔2016〕668 号文件），缴费流程可在学校

官方网站查询。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者视为放弃我校单招考

试，不予安排考场。

考试时间

1.A 类考生：2022 年普通高中应届生

2022 年 3月 22 日上午 8：30-12：00：职业技能测试

2.B 类考生：2022 年普通高中往届生、中等职业学校的应、

往届毕业生及同等学力的考生

2022 年 3月 22 日上午 8：30-上午 11：00：文化素质测试

2022 年 3月 22 日下午 2：30-下午 18：00：职业技能测试

3.C 类考生：退役军人

2022 年 3月 22 日上午 8：30-12：00：职业技能测试

考试地点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学楼、艺术楼

地址：永州市零陵区日升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