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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必要性与立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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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人们对学前教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所以学前教育的立法问题也就成为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在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
的今天，提高国家的软实力也是重中之重，本文分析了我国当前学前教育的发展情况，并且结合如今学前教育所存在的特点，对学前
教育立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探讨研究。本文也提及了学前教育立法的依据，要本着以公平公正的教育为原则，并且以终生教
育为指导理念，以我国现有的关于教育的法律法规为基础，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情况，结合我国现有的法规和地方条例的实施经验来
制定学前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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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实力都有了很大的
提高，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同时，教育行业也在发展，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改变，在当今社会学前教育受到
了很大的关注，目前学前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
一些问题，所以要想学前教育得到有效的改善，就要建
立符合当今发展的学前教育法。建立学前教育法，可
以为学前教育事业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使学前教育
有更全面的发展。学前教育立法可以更好的提供幼儿
园建园标准，保障幼儿和教师的权益，有法律提供基础
并严格实施并监督该法律可以更好的促进我国学前教
育的发展。

一、学前教育立法的必要性
( 一) 由学前教育本身特点所决定
一般七岁以下的儿童的生长和发展速度是最快

的，同时处于该年龄段的儿童大脑学习新事物的能力
较强，可塑性高，也是奠定人生基础的时间段，学前教
育的教育对象就是 0—7 岁的儿童。建立学前教育法
可以更好的为学前教育开展良好的环境，清除存在的
潜在问题，促进学前教育的更好发展。学前教育与其
他阶段的教育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就是因为教育对象
的不同，学前教育的教育对象具有特殊性。首先，教育
对象年龄段较低，各个方面还在发育过程中，所以智
力、能力不足，需要培养和开发。其次就是学前儿童的
学位意识不足够，虽然他们与成年人享有同样的权利
并且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承担的
能力，属于无民事行为的公民，他们不会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任。学前教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仅肩负着教育
儿童的责任，还要能够承担保护儿童和肩负家长服务
的任务，由于学前教育的复杂性，其中必然存在多种的
问题与矛盾，所以必须建立相关的法律为其提供保障。

( 二) 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需要
只有制定了相关法律，才能做得到依法职教、依法

行政。目前我国的学前教育存在着幼儿园的权利被忽
视、幼儿教师的待遇、培训、医疗保障得并没有得到很
好的落实，虽然对幼儿园的建立注册有规定的程序，但
在幼儿园转向和注销方面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近几年
幼儿园事故频发，但是目前并没有合理的规范和处理
程序，同时对幼儿园所需经费的来源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些问题都是我国现有的监狱法律和地方条例的不完
善所造成的问题和影响，这些问题都会对学前教育的

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建立合理的学前教育法，可
以让学前教育有更好的法律保障，有了正规的法律轨
道，可以提高学前教育的地位和保证，明确政府的责
任，以更新的标准来引导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有
也明确了教育部门和教育人员所承担的事物和责任。
有关的法律法规得到了完善和更新，可以更好的做到
有法可依。

( 三) 顺应学前教育立法国际性趋势的需要
一个国家最不可缺少的就是教育，教育可以提高

整个国家的文化实力和整体素质，从当今的国际情形
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对学前的教育都十分重视，所以
建立完善健全的学前教育法是当今国际形势的走向。
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家已经建立起相应的学前教育法，
像美国、英国都在通过立法来促进教育的发展。为了
更好地加强国际之间的交流合作，并且更好的保证儿
童的权益，促进学前教育，我国应该加快立法的步伐。
同时，我国还是《儿童权利公约》签约国之一，所以更
应该提高对儿童教育事业的关注度，为各国学前教育
的发展作贡献。

二、学前教育立法的主要依据
( 一) 遵循教育立法的基本理念与价值取向
法律的制定、出台以及实施，都需要根据现在的实

际情形来确定，并且要符合当今的价值取向和观念。
学前教育法律要想具有更好的指导理念和完善的法律
体系，就要根据科学的发展观念和正确的价值观来制
定，要遵循现在的教育理念，立法要具有公平、公正的
教育体制，以及终身的教育理念。教育最基本的价值
取向就是坚持教育公平，所说的教育公平就是指使社
会中的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接收教育的权利，只有教育
实现公平、公正，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的公平。教育公
平不仅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等，更应该包括学前教
育，国家应该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做好监督作用，促进教
育的公平性。所以在学前教育立法时，一定要依据最
基本的教育公平原则，为每一个人都提供接受教育的
机会，接受教育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学前教育作为
众多教育的开始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学前教
育是对儿童的启蒙教育，对儿童今后的发展也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学前教育法的要建立在教育的
性质的基础上，体现学前教育的公平性与公益性，并体
现学前教育在众多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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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查处工作，对 50 家主要网络表演经营单位进行集中
执法检查。30 家违规的网络表演平台被查处，12 家网
络表演平台被关停。至 2017 年下半年，各网络直播平
台的违法违规内容已经明显减少，行业内容规范已经
基本形成。

2018 年 2 月 28 日，中国扫黄打非网报道，坚决打
击网络直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的公告。同
时，为教育和警示违法犯罪分子，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还对外曝光其中 5 起典型案件案情。在 2018 年 2
月 12 日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
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薛松岩介绍:“仅 2017 年我们全
年查办了利用网络直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牟利
的刑事案件 22 起，其中有 14 起是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和公安部门联合挂牌督办的案件。通过这样的集中
打击和整治，我们不仅打掉了传黄贩黄的直播企业直
播平台，也抓捕了一批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的网络主
播。”另外，国家网信办在前期取证约谈整改“头脑王
者”的基础上，近日依法关闭了十家违规直播平台，并
根据《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将违规主播“某佑”
“卢某伟”实施跨平台封禁。

四、建议
国家应该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更加严厉的监管，

大力打击网络直播中的传播不良信息的行为。并且尽
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监督机构和处罚机
制。同时，政府应当引导直播平台建立行业自律组织，

在自律和他律双管齐下治理乱象。③除了政府监管外，
政府还可以设立有奖举报的方法，鼓励人民群众做监

督人，来约束网络主播的行为。
网络直播平台应该完善平台的管理，采取多种防

护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对网络主播触犯法律的行为，
及时进行整治。提升主播道德素养尤其重要，主播作
为网络直播平台的主要构成要素，其道德素养是平台
形象的一个表现，网络直播平台应担起责任，定期对主
播进行培训，从源头上解决网络直播的问题。

对于大学生，学校和教育主管机构应该对大学生
及时思想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同时，为提
高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学校可以邀请专业人士举办网
络安全知识讲座。学校可以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学校
开展的体育、文化等户外活动，使大学生从虚拟网络中
走出来，促进当代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当然，最重要
的是，大学生自身在参与网络直播时应当学会辨认网
络直播中的不良信息，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在观看网
络直播的过程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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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以宪法和教育法律为直接依据
学前教育法的制定要以现在实行的法律为依据，

例如《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等，都是学前教育法制定的法律参考和
依据。宪法是我国法律制定的最先依据，并且任何法
律的制定都不能与宪法产生冲突矛盾。因为《宪法》
是我国的最高法律效率，所以学前教育法的确立首先
应以宪法为法律依据，在确立过程中各项法律法规都
不能与宪法产生矛盾。学前教育法要本着提高全国人
民的文化知识水平的原则，以《宪法》中的规定为基
础，体现《宪法》精神，遵循法律条款来制定。

( 三) 总结国内学前教育规章、地方性条例、法律
实施经验

从《幼儿园管理条例》颁布之日起到现在已经过
去了二十年，根据这二十年中的社会发展和教育变革，
法律也要随着形式改变。根据二十年中相关教育的法
律的实施情况，和法律的执行力度进行相应的分析，并
总结经验，对《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
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制定出适应现在社会的更
加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对于新的关于学前教育法律
的出台，已经成为人们的迫切希望和教育历史发展的
必然。对于地方来说，地方性的学前教育的立法工作
可以作为全国性学前教育法律制定的垫脚石。像江
苏、青岛、北京这些地方人大已经适应社会潮流，为了
满足人们的需要已经相继出台了关于学前教育的地方
性法规。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为我们国家的首都，各方
面引领者全国各地的发展，关于学前教育立法也早早

出台了《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根据这一条例明确了
学前教育责任、学前教育机构和学前教育保障，并在其
中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地方相关法律的出台
就是想要加快北京市学前教育的发展，并为其提供法
律保障，从立法角度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问题。以此
同时也可以起到为全国性学前教育立法做经验参考的
效果。

总结本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加快学前教育立法已
经是迫在眉睫了，有了法律的保障就相当于为学前教
育披上了一层保护网，可以约束不良行为，还能对犯罪
行为进行一定的惩治。立法应该针对学前教育的根本
问题，例如:办园体制、财政投入、对幼儿教师的约束
等，从根本问题上进行解决才能制定出合理的高效的
法律制度。建立一个以《宪法》、《教育法》为指导，以
《学前教育法》为核心的针对于学前教育的法律。

三、结语
在这个法治社会下，法律实施是实现立法目的、发

挥法律作用的前提。作为实行依法治国的中国的公
民，我们当然要时刻保持警醒，增强法律意识，从我们
身边的事情做起，当一个守法的公民。在学前教育事
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对违
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以立法为用法的根本。保护祖国
未来的花朵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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