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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早期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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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推进儿童早期发展应作为国家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必须准确把

握儿童早期发展的工作方向，自觉遵循早期发展的基本原则，全面理顺不同层面的职责任务，科学统筹落

实保障措施，有序推进中国儿童早期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培育后备战略人力资源。还要从更

为深远的视角——人类种群的延续与繁衍，认真审视儿童早期发展，其方法措施应当而且必须能够促进人

类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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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holds that promot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in an all-round way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national strategy, it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must accurately grasp the direction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consciously follow the basic prin- 
ciples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defin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different levels, scientifically 
coordin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feguards, promote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cultivate reserve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s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ower. We must examine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from a more far-reaching perspective, that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human population，the methods and measures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should and must be able to promote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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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家庭希望，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后备人力资源。儿童早期是全生命周期的重要

起点，是大脑发育关键及可塑性最强的阶段，受儿

童、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广泛影响[1]。人口的不平等

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常来源于不利的早期经历[2]。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产前期和婴儿早期对大脑、

免疫系统和代谢调节的发育至关重要[3]，发育神经

科学表明早期生物和心理社会经验影响大脑发育
[2]。生命早期经历会通过动态的基因-环境交互作用

影响大脑神经环路发育、免疫系统编程过程、神经

和内分泌系统，包括成人期慢性疾病的发生、乃至

终身职业成就及发展轨迹[5,6]。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已

成为全球共识，是 2030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

内容之一，各国政府应将推进儿童早期发展列为政

治优先事项[4,7]，事实上，多个国家把保障和促进儿

童早期发展列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战略

举措[8]，比如，2013 年美国通过了“美国儿童强劲

起步”促进法案[9]。但儿童早期发展又是一个被忽

视的问题，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国家[4]。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的 2.5 亿 5 岁以下儿童面临无法发挥

其发展潜力的风险[10]。尽管国际上有许多支持儿童

早期发展的项目，但相关服务支离破碎，质量参差

不齐，规模化项目很少，评估也很差[11]，没有“很

好地扩展”，导致大量儿童无法接触到[12]。那么，

中国的情况如何，值得重视和关注。本文在复习相

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看法，为推进中国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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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1 儿童早期发展在中国的发展 
儿童早期发展在中国首先是在儿童保健工作和

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主题[13]，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

健分会在 2003 年召开了第一届儿童早期发展论坛，

2007 年举办的全国政协儿童早期发展论坛，国务院

妇儿委、卫生部、教育部、全国妇联、科协等部门

参加了会议。继而我国政府对儿童早期发展工作高

度重视，2014 年原国家卫计委制定了《儿童早期发

展示范基地标准》，2015 年 9 月，原国家卫计委计

划利用 5 年时间，在全国建立起 100 家早期发展示

范基地。据 2018 年 2 月文献报道，在 21 个省设立

了 30 家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同时在全国范围

开展了系列试点工作[14]。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了《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2017 年十九大

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9 年国家施行健康中

国行动（2019-2030），进一步重视妇幼等重点人群

健康，着力不断提高妇幼健康水平，落实健康儿童

计划，加强儿童早期发展。各级儿童保健相关学术

组织陆续举办了儿童早期发展实用技术推广及学术

研讨系列活动。 
但是，在中国儿童早期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仍

处于探索提高阶段，存在着诸多不足与现实问题。

一些家庭对儿童早期发展存在观念上的误区，认为

“培养高智商就是培养人才”[15]；缺乏规范的儿童

早期发展中心，各类“早教中心”缺乏行业规范，

发展参差不齐，大多仅聚焦于教育[9]；一些缺乏循

证学依据的方法被趋之若鹜，如“莫扎特音乐”、

昂贵的“教育类”玩具或软件等[9]；城乡及地区差

异明显，两极分化严重，“十三五”期间国家级儿

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大多依托于省市三级妇幼保健

机构儿童保健科组建，事实上，绝大多数儿童生活

在农村和社区；另外，即使在起步较早的地方，也

存在多学科联合、趋利行为等诸多问题。因此，必

须瞄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要求，

准确把握儿童早期发展的工作方向，自觉遵循早期

发展的基本原则，理顺不同层面的工作任务，科学

统筹保障措施，有序推进我国儿童早期发展。 
2 工作方向与基本原则 
2.1 工作方向 
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自觉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转变，推进

妇幼健康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把农村基层及贫困地

区作为儿童早期发展的重点方向，以家庭为核心、

社区为中心、托幼机构为重点，营造适宜的生活环

境，塑造多彩的早期人生经历，全面落实配套措施，

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培育后备人力战略资源。 
2.2 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基本原则 
（1）坚持以儿童早期为根本。生命早期一千天

被视为改善儿童和人口健康干预措施的重要机会之

窗[16]。要抓住儿童早期大脑发育可塑性强的关键时

期，营造适宜儿童早期发展的自然环境，维护和促

进儿童早期的自然进程[17]，保障以生命周期原点为

起始的自由与和谐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2）坚持儿童早期综合发展、协调发展。儿童

早期发展是儿童体格、社会情感、语言和认知等方

面的全面综合发展[9,18,19]，是建立在不同阶段发展基

础上的渐进的自然进程[8]，促进措施需要适当、科

学，既要反对忽视早期发展，又要反对盲动冒进。

要从健康、营养、安全和保障、回应性养育和早期

学习等方面提供公平的政策举措[10]。 
（3）遵循儿童早期发展的客观规律。儿童早期

发展的自然进程是人类进化、自然选择的最佳方案
[20]，自然进程的里程碑是不以家庭和社会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规律，早期发展的自然进程在不同发展阶

段的规律不可抗拒、无法超越，需要探索洞察规律，

正确认识规律，掌握并利用规律，培育、锻炼儿童，

促进早期发展。 
（4）立足儿童早期实际、树立放眼一生的整体

观。从儿童早期内在世界的真实需求出发，从各自

家庭的实际出发，从社区现状的特点出发，从相关

机构的服务能力出发，因地制宜，促进儿童体格生

长，启发认知萌芽，培育社会情感，充分挖掘潜力，

激发可持续动力，为未来一生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坚持面向农村基层、面向贫困地区。农村、

基层是儿童早期发展工作的重点方向。越是偏远的

农村，越需要传播儿童早期发展的观念，越是贫困

地区，越需要落实儿童早期发展的促进措施。始终

维护儿童早期发展权利的公益性，充分体现儿童早

期发展服务的均等性，针对农村基层、贫困地区（家

庭），落实扶持政策，实行分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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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儿童早期发展的工作任务 
3.1 医疗保健机构的儿童早期发展的工作任务 
提供孕产期、儿童系列保健服务，开展定期健

康检查，生长发育、心理行为及社会能力评估，高

危儿管理，发育偏离/障碍评估与管理，对家庭在不

同发育阶段的喂养、交流与玩耍、护理等育儿内容

实施个别指导，健康教育宣传，亲子活动和游戏指

导。重点是推广应用促进及保障儿童早期发展的方

法措施、预防儿童发育不良风险，并针对发育问题

实施综合干预[5]。 
3.2 以家庭为核心的儿童早期发展任务 
按国家孕产妇和儿童系统保健管理的程序要

求，主动到相关医疗保健机构接受定期健康检查，

选择适当的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对发生的高危因素，

主动咨询了解，知情选择。家庭要针对不同发育阶

段的特点，提供充足营养，学习应用科学护理的措

施，坚持不断交流和玩耍，实施回应性养育[21]，为

儿童早期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塑造多彩的早期人

生经历。按程序预防接种，防控疾病。预防意外伤

害，培养安全意识。保护儿童生存权和健康权。 
3.3 基层村（社区）的儿童早期发展任务 
因地制宜，选择适当地点，为农村（社区）家

庭提供接受指导、交流经验、建立伙伴关系的活动

中心，调配装饰适宜婴幼儿活动的场所。配备故事

书、游戏玩具、育儿图书等材料以及室内外活动的

设施，培养村（社区）卫生室的医务人员，提供及

时恰当的指导。 
3.4 托幼园所的儿童早期发展任务 
促进幼儿生长发育和机能的协调发展，增强体

质，促进心理健康；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

惯和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培养正确运用感官和运

用语言交往的基本能力，增进对环境的认识，培养

有益的兴趣和求知欲望，培养初步的动手探究能力；

萌发爱祖国、爱家乡、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的

情感；培养良好的品德行为和习惯，以及活泼开朗

的性格；培养幼儿初步感受美和表现美的情趣和能

力。 
4 儿童早期发展的保障措施 
4.1 开展健康教育 
广泛持久深入宣传儿童早期发展的深远意义，

提高社会各界的重视程度，促进社会、家庭投资儿

童早期发展。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适宜技术的宣传教

育，引导家庭掌握并实施喂养、护理、交流与玩耍

的正确方法，促进个体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抓住

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机，普及儿童早期发展科学知

识，提高科学育儿知识社会知晓率。开展儿童早期

发展科普宣传活动，引领儿童早期发展医务人员、

志愿者走进社区、走进家庭。根据家庭需求变化，

针对共性问题，定期开设家长学校，帮助家庭探讨

解决问题的方法。 
4.2 加快人才培养 
重视县（市）、乡镇、村（社区）妇幼保健人

才的培养与引进。吸引优秀医学人才从事妇幼健康

服务，热爱儿童早期发展工作。有计划安排妇幼保

健医务人员到上级医疗机构进修，学习掌握促进儿

童早期发展的适宜技术。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相

关继续教育项目，不断更新知识与观念。培养社会

志愿者，为家庭的技能训练提供上门服务与实时指

导。用课题项目培养人才，给青年医务人员下任务、

压担子，促进成长。建立健全人才考核和激励机制，

突出业绩，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倾斜，体现医务

人员劳动价值。 
4.3 加大投入力度 
投资儿童早期将会获得最大回报[5,13,22]。正确引

导社会不同领域投资儿童早期发展，家庭主动、合

理投资。加大政府对妇幼健康服务的有序投入，逐

步将儿童早期发展内容纳入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中[5]。各级医疗保健机构要主动营造适宜儿童早

期发展的服务环境，调整科室布局，优化服务流程；

落实便民服务措施，开辟室内外活动场所；定期开

放家长学校、亲子活动园地；从需求出发，购置新

设备，引进新技术。乡镇卫生院要加强妇幼健康服

务科室的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村（社区）级

要创造条件，配置儿童早期活动中心，合理安排活

动。 
4.4 强化科学管理 
坚持多部门协作，特别是教育、社会和儿童保

护部门，都必须满足儿童早期发展需求[7]，根据不

同机构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职责任务，施行责任

制管理。健全不同发展阶段工作目标，注重质量与

效果。建立双向转诊制度，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实施保健服务供给侧改革，不断拓展服务项目，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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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服务渠道。正确运用考核、评估、验收的指挥棒，

弱化资料档案的能级效应，重视学习掌握、灵活运

用早期发展技能的实际效果。主动干预贫困地区及

家庭[23,24]，保障儿童早期发展促进措施落到实处。

多部门协作做好托幼园所的规范管理，明确社会民

办托儿所、早教机构的归口管理，严格管控，强化

督导，确保正确的发展方向。 
4.5 深入探索研究 
研究儿童早期发展的客观规律[25-27]，分析影响

儿童早期发展的内外因素，洞悉儿童早期的真实世

界及其基本需求。研究儿童早期人生经历与生活环

境促进大脑发育的科学机制，探寻后天性经验[28]矫

正儿童早期发展忽视的“介入”原理与正确路径，

探究有形或无形的“发育编程”[17]芯片式的“生物

性嵌入”[18]替代新技术。目前从国际上很少有专门

用于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测量工具，大多工具的可

访问性、培训要求、临床相关性和地区应用不容乐

观[29]，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必要建立适合国情的评

价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的评估方法[14]，为实际应用提

供切实可行的工具。研究不同发展阶段自然进程的

最佳干预时机、干预的最佳能级，评估干预措施的

近期及远期效果，筛选符合循证学依据的干预措施。 
儿童早期发展，从战略层面，要求具有深远的

前瞻性，不仅仅是立足儿童早期当下，更要着眼未

来一生，一方面表现促进身心健康，长寿且生存质

量高，一方面表现为实现人生价值，有一定的社会

贡献，这就需要在儿童早期发展关键期促进大脑发

育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

使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习惯，培育持久的好奇心和

探索未知的能力，使对兴趣的探索成为习惯，使学

习成为终身习惯，从而促进一生的可持续发展。还

要从更为深远的视角——人类种群延续繁衍，认真

审视儿童早期发展，一百年太短，务必放眼万年，

儿童早期发展的方法措施应当而且必须能够促进人

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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