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树基的幼儿教育家蒋良玉
金开泰

蒋良玉(1901.9—1991.11) 女，四川泸县人。父亲蒋中良，
早年从事水上航运，是江上的船夫，后来靠剥牛皮成家，
搬家到绵阳。母亲崔福安，打理家务。蒋家门联是“随
遇尚安扩我台阶来燕乐；
闲居足乐以生此里扑鸠安”，门额称
“三益高风”，可见善交良友，亮节高风。一家妻妾相安，
有子女 11 人。蒋中良重视儿子教育，但女子却不甘认
命。蒋良玉幼年曾就读于泸州益智小学和绵阳育德中学，从小就立志作一名幼
儿教师，并信仰了基督教。1922 年从成都华英女中毕业，拒绝了父亲要她嫁人
的要求，孤身走出家门到外求学。二妹蒋良珍 1933 年
华大社会系毕业，与 1930 年华大理学院毕业的数理
系主任吴国章结为连理，建政后分别在卫生部及清华
工作；三妹蒋良英 1937 年华大医学院毕业，与医科
同学唐文逵结为连理，1941 年接任成都东城根街保
育事务所所长，唐留学回国后在天津，她亦去了天
津。四妹蒋良秀，经过医护训练，后任了广元妇产
科医生；大哥蒋良舫，在川西邮政局工作；二弟蒋
泽生华西协合中学毕业后随蒋良玉在树基学园工作。
蒋良玉 1931 年从上海滬江大学教育系毕业，获学龄前儿童与儿童福利专业
学士学位。回成都后任成都华西协合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校长，开启了一生的
幼教事业并与“树基”结缘。1936 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教育研究院及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研究院进修，1938 年毕业获教育学硕士回国，任协合女子
师范学校幼稚师范部老师、校长及省立成都幼稚师范学校校长。1942 年蒋良玉
在华西协合大学社会系、教育系任教，教授儿童保育、儿童心理、儿童与学校
等课程，同时任协合女子师范校校长。1946 年与另外两人到印度、英国、苏格
兰研究托儿教育及儿童福利，并再赴多伦多大学和美国朱西干省墨跋学校考察

研究幼稚园教育。1947 年任华大教育系、家政系教授，次年兼任家政系主任。
1950 年任营养保育系教授、主任。1951 年任成都基督教女青年会董事。1954
年调西南师范学院先后任教育系教授、外语系教授。曾任四川省政协第一、二、
三、四、五届委员，四川省妇联执行委员。1991 年 11 月 28 日在重庆第九人民
医院逝世，享年 91 岁。
蒋良玉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对幼教事业倾注了满腔热情。她坚守“孩子的心
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播上思想的种子，就会有行动的收获；播上行动的种子，
就会有习惯的收获；播上了习惯的种子，就会有品德的收获；播上了品德的种
子，就会有事业上的收获；让我们精心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去播种，去耕耘、
去收获，使孩子成为社会有用之材。”她认为“学前教育的好坏影响着一个人的
一生，幼教老师的职责决不是只哄着孩子别哭。”1942 年 2 月她任协合女子师范
校 校 长 期 间 ， 于 1943 年 将 幼 稚 师 范 部 附 属 幼 儿 园 改 为 成 都 树 基 儿 童 学 园
（Canadian'sCenterKindergarten），并兼任园长，
直到新政建立，政府接办。
树基儿童学园是四川省第一个遵循幼儿教育
科学理论实施幼儿教育的园地和实验基地，除了
依靠校董会决策，蒋良玉就住在学园附近，许多
事情亲历亲为，树基也是她一生中最突出的成就。
尽管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它或许可以说是成都幼教事业上的一颗璀璨明
珠，照耀着幼儿教育的漫漫长路，既使时代已经
发生了变迁，但它的理念与实践仍是值得总结与
借鉴，它的主持人蒋良玉依然是值得我们深深崇敬与怀念的幼儿教育家。
“树基”是四川从事儿童教养的综合教育机构，规模大庞大，结构清晰，
成效显著。学园基地 18.235 亩，房屋占地 4.26 亩，有房屋 179 间。它的前身是
1914 年创立的协合女子师范学校，为学生实习 1916 年设置了树基小学，（1934
年获准立案，1939 年因疏散一度停办，1942 年恢复，）先后毕业 8 班，1950 年
尚有在校生 305 人；树基幼稚园，（1921 年设立，招收 4－6 岁儿童，） 1950 年
时尚有学生 194 人；树基婴儿园，（1939 年设立，招收 2－4 岁幼儿，开初 10

人，） 1950 年尚有 82 人；树基儿童学园，（1943 年女子师范校停办后，全校扩
充为 2－12 岁之儿童教育机关）；树基福幼园，（内中设保健组）1950 年尚有
155 人；此外还有：树基保育人员训练班，（1942 年设立，开初一年制，1946 年
改为二年制，1949 年毕业了 6 人），1950 年有 13 人在校；华西大学附设特别师
范科，（1948 年为解决幼儿及小学师资缺乏，蒋良玉积极推动华大教育系恢复师
范教育，被批准改办特科师范，由她主持。当年招收高中毕业生，修业期一年。
录取学生 19 人，辍学 8 人，第 2 班录取 21 人，）合计 32 人。其规模达 781 人。

树基的宗旨是遵照幼稚及小学标准，采取自由活动教学法，以增进儿童身
心的健康，努力为儿童谋取应有的快乐和幸福，培养人生的基本优良习惯，协
助家庭教养儿童并谋家庭教育之改进。她倡导“树人之基础，树民族之基础”，
很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养成良好习惯。为此学园设立了完善的机构，如一、
教务组，统筹学园教学活动。其标准是：培养儿童德智体群各方面的均衡发展；
启发儿童生活必需之自然与人事之志识；养成儿童求知、思维以及忠实、仁爱、
互助、义勇、公平、孝弟、守法、谦让、勤俭、耐劳等习惯；训练儿童生活需
要的技能，并养成劳勤的身手；培养适于儿童时期之理想及尊重其个人之自由
与权利；鼓励儿童为团体服务之精神。为达到所设立的标准，教学内容有故事、
唱歌、图画、手工、游戏等，在这些教学中也贯穿自然与社会、识字与计算等
的知识。其教学原则是自由活动的教学法，就是以儿童为本位，适合儿童兴趣，
需要经验及身心发达的程序，利用设计和启发的程序；二、训导组，规定了详
细的目标与原则、训导制度和实施原则与方法等。特别强调教师以身作则，师
生融为一体，有忍耐心等。训导方法是采取训练周、朝会、夕会、周会，组织
学生参加的各种节目等。三、为配合教务与训导，建立电化教育组，以幻灯放

映图画故事、各地人民生活情形、动植物生长、简单机械、交通等极其广泛的
题材。四、设置出版组与玩具组，出版教材，制作玩具了与之配合。小学教材
除五年级一学期采用的叶圣陶的少年国语课本外，其余皆按教育部审定的高小、
初小教材。幼稚部大部使用蒋良玉主持编的春
夏秋冬四季中心活动教材及本园所出版、文教
委员会审定的儿童诗歌、儿童舞蹈等。
树基十分关注学生的生活及身体健康，
有保
育组负责料理儿童的午餐和午眠；
卫生组检查学
生的健康，实施预防注射；体育组设计和指导
各级体育与课外活动。
树基的目光不仅关注园内儿童，而是放眼
全社会上的儿童。1943 年加拿大人、会计组长丁玉成（Annie Thexton）鉴于附
近街头巷尾，有不少流浪儿童，经调查后，始知他们是因家贫不能上学，居住
地小而狭窄，儿童只能在街上嬉戏，许多不良习惯终于养成，乃会同校长和教
师，发起为贫苦儿童设立免费游戏埸，又承各界的热心捐助，增设玩具与设备，
初收 3－10 岁之儿童，称平儿园，先半日制，偏重游戏与健康，养成良好习惯。
一年后扩充为全日制，获加拿大红十字会捐助，修建校舍，可容 150 名学生，
分小学 1－4 年级，幼稚分甲、乙组，除原有活动外，下午增加缝纫与木工，为
10 岁以上儿童掌握技能。因平与贫字读音相同，乃改为福儿园。1949 年为经济
困难又需要工作的父母分劳，并为福儿园年龄稍长之女孩掌握育婴常识，供给
弱而不健强的婴儿较优的环境及补充营养之不足，设置了福儿园保健组，收 4
月－2 岁之婴班。设立了儿童福利组，供午餐或中点，与家长联系，帮助就医，
筹措捐赠等。七年中服务儿童不下千人，多来自附近 60 多条街道。
重视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树基运行的保证。除自己设置保育员训练班、
特别师范科外，园内办有研究进修会，由全体教职员学生公举人负责，活动内
容为请学术专家演讲、讨论或本园人作专题或读书报告，提高已作教师或将作
教师的人的知识与见识。还努力争取华大教育系、社会系、家政系的毕业生加
入，特别注重招揽热爱幼儿教育的人士。董事会都是由知名的教育家和热心幼
儿教育的刘之介、郑元英、宋蜀芳、旋惠兰等人组成。教务组长刘培英、训导

组长万敏如、保育组长陈素清，分别为华大社会系 45 毕业，教育系 47 毕业，
家政系 49 年毕业。1944 年接受在燕大教育系攻读幼儿教育硕士的卢乐山到该园
工作并同意卢在这里完成硕士论文，半年后聘卢为教导主任。蒋良玉到加拿大
学习时由卢主理“树基”的全面工作。她回国又替卢申请了去加拿大多伦多儿
童研究所进修的奖学金，于 1948 年去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进修了一年。卢回
国后到北师大，成就一位幼儿教育的专家。1951 年在学园教职工 29 人，其中，
2 人留学回归，大学教育、家政等专业 12 人（含外籍 1人），协合师范、省立师
范 9 人，高中、护校 4 人，保育员培训班的 2 人，学历与专业程度都相当高。
幼儿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经费首当其中。树基本为私立，其经常费为儿
童所缴纳的学杂费，其它建筑费、设备费由基督教四川大会女会拨款及补助，
该会还给一些清寒学生提供奖学金；福儿事业费取得了儿童福利人才训练委员
会的补助。此外就靠向家长募集及社会各界捐助，这样与家庭密切配合，不仅
是教育孩子需要，对学园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为此树基建立了亲师会。亲代表
儿童家长，师代表学园先生。1942 年正式成立，每月举行一次，间周举行执委
会一次，商讨教与养及筹措活动款项，邀请专家演讲，发行“父母手册”等。
“树基”与华西坝上的大学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也是华大的实习基地。1944
年学校招收的平儿班，社会系安排费慎先、严则馨、龙启惠等人前往实习，在
俞锡玑指导下，拜访了平儿家庭 64 户，1949 年由社会系人口研究室的蒋旨昂整
理出“平儿园家长的差别生育率”，刊在《华西社工》上。在抗战时期，五大学
设有儿童福利人才训练委员会，该会受美国援华会资助，研究儿福课程的标准
化，儿童奖学金、儿童讲座、城乡儿福设计等工作，每月对树基皆有津贴补助。
战后南迁学校北上，仅华大儿童福利人才训练委员会有津贴补助。1951 年 11
月 31 日蒋良玉写出了《成都市私立树基儿童学园》，记述了这个历史悠久、自
己曾经工作多年的幼儿教育学园的情况，为四川基督教的活动留下了相关资料。
1948 年蒋良玉任华大家政系主任期间，作为教育系与家政系儿童福利组实
习的托儿所有 72 人，分为保育组、幼稚乙、甲组，工作人员有主任、事务、导
师、保师、保育共 8 人。托儿所注重孩子饮食营养，除中餐外，上下午皆有点
心。每月还有定期体格测量，观察儿童体格发育是否正常。卢乐山先生亦在此
授托儿所教材与教法。华大家政系的老师也有在树基兼职，其实习研究者有“儿

童语言缺陷之个案诊断与疗治”，“实施墨跋幼童智力测验”，“儿童动作能力发
展”等。
蒋良玉对幼儿的关爱是一贯的，即使高龄，应邀到幼儿园同孩子们欢度节
日，总还忘不了带上礼物。还主动收了几个儿童，定期在家中教他们英语口语。
在大学执教中，她早年从事了幼儿教育，晚年从事英语教育。无论幼儿或
英语教育，总是非常认真，注重把传授知识与训练能力结合起来。在西师她带
领学生走上北碚街头，让学生把路牌上的文字用英文告诉她，变法子训练学生
的口语。尽管运动中遭到“中伤”、挂黑牌、抄家，她依然步履蹒跚地带着自己
购的电唱机和英语片走进教室。改革开放后她焕发青春，主动为收发室、校医
院、招待所等单位的职工补习英语，帮助他们掌握一些适用于工作的英语。她
亲手录下“一个不重视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不重视教育的领导
是没有远见的领导，一个不尊重教师的人是最可怜的人，一个不尊重自己职业
的教师是最可悲哀的人。”这是她对国家、民族的期望，也是她一生秉持的信念。
当她收到了加拿大友人惠赠的美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伯顿·L·怀特博士的《生
命的最初三年》时，如获至宝，立即组织了几个老师翻译，自己亲自校订全书，
使该书得以在中国出版。
她虽然孑身一人，家庭设施简单，生活清淡，但精神
十分富有，
总是关心他人。幼儿园老师分娩了，她带上婴
儿小衣服上门，并讲授婴幼儿哺育与教育方法；她八十岁
生日时收到了当年成都幼师 15 名学生的相册和贺信，
称“回忆过去你对我们的亲切教导，严格要求，使我们
受益非浅，我们至今铭记不忘。你一生献身教育事业，
热爱孩子，今年八旬高龄了，还在从事教育工作，对此我们表示最大的敬意，
并以你为我们的楷模……”她还收到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高等
教育管理，取得了博士学位的学生吴小平的来信，同时寄 上了刊载小平是第一
个获得教育博士的大陆青年的报导。使她得到了巨大的慰籍与快乐。
蒋良玉一生著有《布制玩具图样》（1939 年出版），1949 年再版；《木制玩
具图样》（1944 年出版），1950 年再版；《春夏秋冬四季中心活动》（幼稚教材

1947）。发表有《学校教育与组织领导》、《学前教育》、《论中国的儿童教育》等
论文。《怎样做父母》1988 年获四川省妇联儿童工作部、四川省家庭教育研究会
首届优秀论文奖。主持翻译出版了《智力开发的黄金时期》等儿童教育专著。1981
年和 1984 年将多年收集整理的有关儿童教育的文献资料分类成册，定名为《让
孩子聪明健康》，先后奉献给四川省托幼工作大会和四川省妇联第六届二次执委
扩大会议。还将英语韦氏大词典等书刊送给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资料室。

1991 年 11 月 28 日蒋良玉安详地闭上了眼睛，遵照她生前的意愿，她逝世
后家庭所有全部捐赠给学校，遗体捐赠给重庆医科大学作教学之用，侄儿蒋永
乐为她办理了所有的后事。停键而思，笔者 50 年代后期和她同在一个学校，教
学楼比邻，可惜专业不同，擦肩而过也不相识。而今在整理她的资料，才看到
她一生精心在幼儿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播种，耕耘，营造“树人之基础，树民族
之基础”的土壤，深感她是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人。幼儿不仅是国家的未来与
希望，也是每家长的未来与希望。而今常听人说，作为家长并不一定要孩子大
富大贵，但希望他们做一个诚实、说真话的好人，快乐的人，能明辨是非的人。
愿所有从事幼儿教育的人不辜负这最低的愿望！
参阅：私立成都树基儿童园概况（雷文景供）；王平：爱的绿原——记西南师大蒋良玉
教授（载 1990 年事业与生活都属于你）；《四川基督教》一书中的人物“蒋良玉”和西南
大学刘金秀供的“蒋良玉简介”及其它相关资料。照片由三幼王煜和蒋良玉亲属蒋永乐先
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