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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联合国大会儿童特别会议主题

程淮发言：《什么样的早期教育才是更好的》



 

—



需要关注并回答一系列

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

诚然，面对扑面而来的早期教育的国际浪潮，要真正办好高质量的幼儿园——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本人开始

对儿童发展与未来教育的研究，以及创办幸福

泉20多年的探索，都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

今天，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部分答案。

   下面，仅就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系建

构和最佳实践与同仁们分享。



——以北京市幸福泉幼儿园为例

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
   现代学前创新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探索





总方向：
建立高质量特色教育体系

顶层设计：事业发展航向舵

总方法：
优化发展微环境

总思路：
遵循两大规律



www.2049baby.com

建立高质量特色教育体系
——让人民选择

顶层设计：事业发展航向舵（一）总方向

   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事业的核心是建立高质量

特色教育体系。只有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富有鲜明

特色的教育服务体系，让社会让人民选择，才能真

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因此，建立并不断完善高

质量特色教育体系，是事业发展的核心，是我们必

须牢牢把握的总方向。



www.2049baby.com

遵循教育和经营两大规律
——遵循教育规律、倾听政府和市场的声音

   办好儿童发展教育事业必须遵循两个规律：一

是办教育的规律，一是办事业的规律。只有综合运

用好这两个规律，才能真正促进事业的发展。因此

，学前儿童发展教育事业需要建立自己的“事业发

展理论”，它包括办教育的理论和办事业的理论，

两者不可偏废。

（二）总思路



   在中国，一个行业的发展有三大影响因素：一

是社会需求，二是政府政策，三是自身作为。

   办好学前儿童发展事业必须既要遵循教育规律

，又要遵循市场规律。而最大的市场规律或经营规

律就是以优质特色的教育服务，满足社会选择性的

需求！有为才有位！



儿童发展的“微环境”

——影响儿童发展的真正的可控“要素”

           儿童发展的“微环境”，特指那些直接作用于儿

童，并对儿童发展的进程产生影响的各种人物（figure）

、场所（place）和事件（event）的总和（FPE）。

（三）总方法

优化发展微环境



  优化“儿童-教师-家长”三者互动发展的微环境关系链，是

儿童发展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任务。

  同理，早期教育机构发展的真正可控要素也是微环境。对于

一个机构来说，社会宏观环境包括政策环境是不可控的，创业者

唯一要做的就是专注于优化自身发展的微环境，特别是优化“经

营-管理-保教”（BME）三大领域的微环境。

（三）总方法

优化 微环境与优化 微环境，使之同步化

，是事业发展的



我们需要的不是细枝末节的改良，而是系统化的思考和实践！



——幼儿教育需要系统地创新  
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学前创新教育体系

◆理论创新  ◆方法创新  ◆成果创新

面向未来的新时代儿童创新教育体系



   中国特色：文化自信、教育自信       

p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中庸思想；

p 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也是一种思想方法论；

p 中庸智慧是一种适度、恰当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

自我等各种关系的融通意识和能力。是“既要…又要…”，力求“鱼和熊掌兼

得”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p 不是狭隘的民族特色，而是作为一个“文明体”的文化特征。

p 多年的实践表明，在构建学前创新教育体系的过程中，须运用中庸智慧作

为我们的教育哲学方法论。

以中庸智慧建构幸福为核心价值的教育体系



u如果说，教育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进而促进

社会发展，那么，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从来就

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u发展只是手段，而幸福才是目的。

教育的终极目标

既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又要度过幸福完整人生

    

对教育的终极思考



p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幸福。

p幸福人生须始于幸福童年。

p幸福不会从天降，要靠自己去创造。

p幸福童年不是给孩子的恩赐，不是培育温室里的花朵。

p在使儿童享有幸福童年的同时，更要着力培养儿童未来创

   造幸福的能力!

p 童年的核心价值是培养儿童未来创造幸福的能力奠定基础。

p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能够“创造幸福”的人！

   幸福教育的基本理念

 “幸福教育”的核心理念



n幸福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创造幸福的能力为核     

心，促进儿童全面和谐且富有个性发展的幸

福的教育。

n培养创造幸福的能力是幸福教育的核心。     

22年前，我们倡导——幸福教育



构建中国特色学前创新教育体系
学前创新教育不是选拔式的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幼儿进行潜能发展的教育

幸福泉特色教育体系七大支撑

核心价值

核心理论

核心理念

核心目标

核心课程

核心技术

核心模式

幸福教育

创造幸福学

个性化潜能发展教育

合格＋特长

1000万字自主知识产权系列课程教材

EGD（评估-指导-发展）数字化平台

3A模式（0-6岁一体化）



  理论创新



1998年，发起2049计划
——应对上个世纪末早期教育的全球浪潮



刚入园时智能发育商平均106（中等）
毕业幼儿 平均智商130+（超常）

IQ：130

 2049计划基地的追踪研究表明



2014年，挑起中国国际儿童
2011年举起儿童创造力发展的大旗！
——直面全球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解决之道



        知识时代 《十万个为什么》

      创造力时代《十万个怎么办》

       人类文明进入了新时代：



培养孩子创造幸福的能力，让他们未来

有能力去创造那些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工作

 这才是最靠谱的答案！ 



未来世界，最稀缺的资源不是知识，

而是人们摆脱困境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将成为教育的“刚需”！
是顺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趋势！





共 识
创新教育，是迎接未来的主流教育

以立德树人为本
未来幼儿园或学校只有一种
——创新教育幼儿园或学校



q令人欣慰的是，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的科研成果，

程淮教授所发明的“巧思法”（QEOSA）课程，在幼儿创新

教育领域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巧思法：培养儿童创造力的成果
国家科技部创新方法专项     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100多名儿童的创意申请了国家专利
20多名儿童荣获宋庆龄儿童创意发明奖

76名获得国家专利的儿童被授予
中国发明协会小小会员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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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挑起中国国际儿童
每年8.8举办中国国际儿童创造力邀请赛



342014年，挑起中国国际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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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届国际发明展览会暨
第三届世界发明创新论坛上 荣获2金1银3铜
          这是在国际发明界第一次为幼儿园的小朋友颁发的国际发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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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发明家第一次走出国门    为国争光
荣获INOVO国际发明展1金2银优异成绩

幸福泉选送的小创客，李灏彤（左一）、黄克铭（中）、颜百宽（右一），与参展的多国青少
年、成人同台竞技，取得了1金2银以及唯一一个“最佳国际青少年发明奖”的优异成绩！
当那么小的孩子们，首次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举着奖牌自豪地站在五星红旗下时，不禁让
我们热泪盈眶——这是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儿童是……

2018年11月14日-17日，第43届“INOVA国际发明展”，在克罗地亚美丽的城市奥西耶克举行。



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创意发明？它是怎样产生的？

为什么会得到国际评委们的青睐，从而获得最高奖？

颜百宽小朋友在讲述自己的创意发明中说到，邻居高奶奶，因为色盲（分

不清红绿颜色），在红绿灯的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去世了！他得知高奶奶的

事情后，非常难过，就把他的问题带到了幼儿园，在幼儿园通过运用“巧

思法”，和小朋友们一起探究解决方案。最后他提出了在红绿灯上贴一层

带有符号的膜，红灯“x”、黄灯“△”、绿灯“O”，使色盲人群可以通

过显示的符号判断是否可以行走，从而安全通过人行横道。他也因为这项

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并荣获第43届国际发明展金奖及大会唯一一个最高奖

——“最佳国际青少年发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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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百宽-《色盲人行横道灯》
荣获INOVO国际发明展金奖、大会最高奖——唯一“最佳国际青少年发明奖”



韩国前总理李寿成为颜百宽小朋友
颁发“创意发明未来之星”证书



幼儿的创意发明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第一，任何创意发明都源于生活中的问题；

第二，儿童创意发明并不神秘，它就在我们身边；

第三，那些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特殊群体，体现仁

         爱之心的创意发明，更能得到社会的认

可；

第四，这也是“立德树人”的生动案例。



保护、启迪与发展儿童的创造

力，就是把握了国家与民族未

来发展的命脉!

“程式巧思法” 获得
2017“世界华人发明大奖”金奖

中国发明协会党委书记、常务副理事长余华荣先生（左）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署署长梁家丽女士为程淮教授颁奖



“巧思儿童创新教育体系”
获得第四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

最高奖——SERVE奖
    在1658项成果中，包括58所高校申报421项，22个省教育厅推荐成果324项，

共有21项成果进入终评环节。由9位全国著名教育家组成的终评专家组，以无记

名投票的方式，最终产生了13个SERVE奖。“巧思儿童创新教育体系”是学前教

育领域唯一一个大奖。



保护、启迪与发展儿童的创造

力，就是把握了国家与民族未

来发展的命脉!

“巧思创新教育体系” 荣获
第四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最高奖



q正如中国心理学会前理事长、北师大资深教授林崇德先生所

说：“这在全国幼儿教育界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创举！”

q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副主任、创新方法研究会秘书长周

元教授热情洋溢地表示：“你们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将铭刻在

中国自主创新的历史上。”

q陶西平先生说：在幸福泉，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教育，他们

培养出了这样一种孩子，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所期待的

未来。



2017年教师节，顾秀莲副委员长来到

幸福泉幼儿园及幸福泉总部慰问教师、视察指导

幼儿将一副使用3D打印笔
制作的眼镜送给顾秀莲同志

顾秀莲副委员长对幸福泉的办园特色和
创新成果给予高度赞誉，对幼儿园和研
究院的老师们表示亲切慰问。



2018年7月，沈跃跃副委员长
参观幸福泉幼儿园儿童创客空间



马凯副总理：“20年后就要靠你们了！”

马凯副总理在2015年北京“双创周”
亲切接见获得国家专利的北京幸福泉幼儿园小朋友





心理学研究发现



    发展儿童创造力的5种方法

1、质疑“千古佳话” 
2、“每周一问”活动
3、“头脑风暴”游戏
4、“巧思法”等创造力系列课程
5、儿童创造力邀请赛 



    u 文彦博树洞取球
u 司马光砸缸救人
u 树上有3只鸟……
u 托尔斯泰的《拔萝卜》

    …………

  1、质疑“千古佳话”：



p  问题：矿工叔叔下井挖煤，发生瓦斯爆炸，怎么办？
    幼儿精彩创意： ，矿工叔叔再也不用下井啦

（几千万矿工就要转业！就像有了短信，电报业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一样！）

p 现实解决方案：
令人震憾的是，《科
技日报》2009年1月
16日报道，最新发现
与创新：

日产燃气
15万方。
——6岁孩子的设想已
被科学家变成了现实！  

2、“每周一问”活动

p  新闻链接：http://www.most.gov.cn/gnwkjdt/200901/t20090122_66947.htm



一、导入特色教育体系——幼儿创新教育





北京市教委向建国60年
献礼的成果
程淮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封面：头脑风暴游戏

如：小白兔过生日

“头脑风暴游戏”3、“头脑风暴游戏”



Corporate Overview

幼儿创造力发展系列课程
直面回答“钱学森之问”  与《纲要》《指南》的核心价值高度契合

《
生
活
数
学
家
》

《音乐巴士》
《神笔童画》

 4、幸福泉创造力培养系列课程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婴幼儿潜能开发示范项目成果

《新创意阅读》

《巧思法》



        ——基于中庸智慧的
            “巧思法”(QEOSA)

解密儿童创意发明的方法论

举例：巧思法（QEOSA）课程

 发展儿童创造幸福的能力不仅需要理论和目标，更需要方法和工具。

能不能发明一种结构化的、入门级的有效方法和课程，

使创意发明能力成为普通孩子都可以学习掌握的一种能力，

激发儿童本来就拥有的创造潜能？

——这便是“巧 思法（QEOSA）要回答的问题。



巧思法简介



       “巧思法”（QEOSA）
         ——儿童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元操作法则”

u探求幼儿发挥想象力解决问题的结构化的一般方法论；

u使创意发明成为儿童可以学习掌握的一种能力。



巧思法（QEOSA）
该课程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代表了该课程的五个核心要素： 

• 问题（Question）
• 探索（Explore）
• 优化（Optimize）
• 展示（Show）

• 行动（Action）



在国际心理学界首次提出创造性思维第五大特征

1
• 独创性：对事物能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见解，思维新颖独
特

2 • 流畅性：面对任务时能做出迅速的反应，想法又多又快。

3
• 变通性：思维灵活多变、触类旁通，一个问题有多种解
决方案。

4
• 精密性：面对问题能周密思考，能够精确的解决问题

5
• 优选性：在解决两难或者多难问题过程中，选择最优或
最佳解决方案的思维特征



    

优选思维举例：多难问题的选择

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 
你经过一个车站。 
有3个人正在等公共汽车。 
一个是快要死的老人，好可怜的。 
一个是医生，他曾经救过你的命，是你的大恩人，你做

梦都想报答他。 
还有一个是你做梦都想见到的梦中情人，也许错过这次

机会你就再也见不到她(他)了。 
但你的车只能再坐一个人，你会如何选择？请解释一下

你的理由。 

 
 



巧思法 · 优选思维

p巧思法中这种“既要…又要…”的优选思维，其本质是

“鱼与熊掌兼得”。

p它是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是一种人格特征，一种生活态

度，一种追求圆满的生活态度。

p它是上至解决国家争端，下至化解家庭矛盾都需要的智

慧。

            

            

            



p巧思法的优选思维是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创新思维。有学者认为是既

区别于西方又超越了西方的创造性思维。

p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中庸思想的精华：解决问题是一种整合思

维：“既要……又要……”，力求“鱼和熊掌兼得”

p不是单向思维、单边主义、非此即彼、我赢你输的零和游戏

    “一带一路”的智慧——共建共享共赢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也是优选思维 ！

“一国两制”



q“巧思法”作为儿童解决问题的“元操作法则”、

创意发明方法论，其主要的贡献，在于它回答了这

样一个问题——儿童精彩的创意并非来自一种捉摸

不定的灵感，而是可以运用结构化的方法获得的！

发明创造不是天才人物的专利而是普通孩子都可以

学习掌握的一种能力；发展儿童的创造力完全有方

法可依、有规律可循！

   





创
造
力

培养：创造人格、创造思维、创造技法

《巧思法课程》

         ——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课程



一级

二级

创客启蒙游戏
（初级）

Q+E

三级

四级

头脑风暴游戏
（中级）
Q+E+S

五级
六级

优选思维游戏
（高级）

Q+E+O+S+A

按照儿童创造力发展规律建立的阶梯式的课程

培养儿童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增强儿童解决问题的能力

增强儿童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巧思法（QEOSA）

Q-我发现的问题

E-我的探索方案

O-我的探索发现

S-我的成果展示

A-我的行动



“爷爷的烦恼”课例分析

迈客猴
——迈向未来的创客



爷爷的烦恼





Q-Pad    专利号：201720538308.0





多功能语音报时药盒：杨非凡、张艺潇（六岁）

优选思维：既要让老人按时吃药，又要不麻烦大家提醒

      提前一周将老年人需服用的药物分类装在药盒里，并能够把语音提醒录下来。    
到该吃药时，药盒能自动进行语音提醒，还能自动把要吃的药弹出来，方便老年
人吃药，防止老年人忘记服药耽误病情。

幼儿创意
已获得

国家专利

201220301497.7





《儿童创造力专家测评指导系统》

u这是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应用研究成果；

u国内首款能对儿童创造力进行测评和指导的软件系统，经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由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科技部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以及北京市幼儿特级教师组

成的专家评审组认为，该软件全面系统地评估儿童创造力发展水

平和特点，并根据测评结果给出个性化的指导方案，功能全面、

方便快捷、数据处理智能化，是儿童创造力测评与指导的有效

工具。 



  巧思法课程实施前后 思维的变化
提高157%

实验组

控制组

前测 后测

0
2
4
6
8

10
12
14
16

1 2

系列1
系列2

ANCOVA： p. <.001



    

p容纳百川的中庸哲学是问题解决的最高境界。而基于中

庸智慧的“巧思法”，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是一

种人格特征，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追求圆满的生活态度

。它是上至解决国家争端，下至化解家庭矛盾都需要的

智慧。如果儿童从小就培养这种思维方式，将会从源头

上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提高下一代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将是人类追求幸福、文明进步的福音。



5、幼儿创意作品展示活动

         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当代的神笔马良！
          他们关注现实的生活，运用手中的画笔，

            在想象和创造中，尝试——

             

           解决问题！
           改变世界！



既有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也有似乎荒诞不经的

创意，还有实用新型的专利作品。



灭蚊空调：刘松萱（五岁半）

      把电蚊香和空调组合在一起，就会又凉快又灭蚊又省电。灭蚊空调蚊香片在空调
里，空调产生热以后可以让蚊香片放出蚊香。我的空调有四个按钮，灭蚊、香风、
制冷、制热。 

幼儿发明
已获得

国家专利
证书

北京市西城区
幸福泉幼儿园



保护、启迪与发展幼儿的创造

力，就是把握了国家与民族未

来发展的命脉!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幸
福
泉
北
苑
幼
儿
园

苏
际
曼 

︷
五
岁
︸

作
品
名
称
：
防
震
弹
簧
楼
房



作品名称：《笑声发电机》  李诗语（6岁）
创意说明：我发明了笑声发电机，笑声能够发电，这样就有了永远都用不完的
电，小朋友可以每天对着笑声发电机哈哈大笑，这样开心了又能有电了。

点评：笑是一种
能量。利用“笑
能”转化为电能，
想法独特又有童
趣。



作品名称：《变脸粉末》  王子忱（6岁）
创意说明：我要发明一种变脸粉末，带在身上。小朋友不管在哪里，如果遇到
坏人只要沾过粉末在脸上一擦，就会变成各种特别吓人的脸，把坏人吓跑。

点评：遇到坏人
时“变脸”反而
吓跑坏人，这种
自我保护方法很
特别，具有难能
可贵的逆向思维
的特征。



作品名称：能量星球     杨谟宾（六岁）
创意说明：地球人太多了，可以搬到其他星球居住。有老人星球，老人爬上天梯
就可以到宇宙旅游；糖果星球，是我们的天堂；冰封星球，冻在这里的坏人吸收
能量后就可以慢慢变成好人。

点评：这体

现了孩子们

分类管理宇

宙的思想。







时时可创造，
处处有创造，
人人能创造！

                             —
—陶行知

    
每一个孩子都有创造力，
只需要我们将其点燃！



保护、启迪与发展幼儿的创造

力，就是把握了国家与民族未

来发展的命脉!



打造儿童创造力发展国际联盟



q儿童创造力发展国际联盟（CICCD：Consortium of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Creativity Development）由中国发明

协会与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共同发起，中国发明协会主管，

中国发明协会学前创新教育分会与中幼联研究院负责联盟的

运营与管理。

q联盟由国内外著名学者，高校及社会团体等研究机构的专家，

有社会责任感和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优质幼儿园和学校，优

秀教师、儿童和家长以及创造力产品与服务机构等自愿组成。

   



               领导的重托和期待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同志

对学前创新教育分会工作做出重要批示 

领导的嘱托和期待



行动计划：
q 发展团体会员、接受课题实验园申请

q 与政府合作创建儿童创造力培养研究实验区、建立国家队

q 儿童创造力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

q 小小创意发明家培养行动

q 每年8月8日举办“儿童发明日”和儿童创造力发展国际论

坛（学前创新教育年会）

q 儿童创造力测评指导师、儿童创造力培养指导师认证培训

q 儿童创造力“四库”建设：“问题库”“创意库”“专利库” 

“产品库”等



未来，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

就是创造力！

让孩子拥有成功与幸福的

根本途径

    

 就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培养孩子创造幸福的能力！



    

p儿童的创造潜能，是一块蕴藏着人类智慧的巨大宝藏，正等

待着那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开采者们的到来！

p我们主张：要让幼儿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而不仅仅是

童话世界中。要培养他们运用自己的眼睛，来真切地观察现

实；运用自己的大脑在想象中发挥创造性地改变这一现实的

能力和强烈的行动意识。这样，他们才能秉承古老的智慧，

吸纳现代的文明，成为崛起的新一代！



“四爱”
爱提问  爱思考
爱想象  爱创造

“两中”
世界在我心中
未来在我手中

《中国发明协会学前创新教育分会会歌》



扫一扫  学前创新教育入会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