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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天如何开展幼儿体育运动
编者按：2013年，“雾霾”成为中国年度关键词；2014年，全国仍然有数十个省份不断被笼罩在雾霾之中。 环境保护部门要求空气污染达到“橙

色”预警时，幼儿园停止户外运动，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规定：为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每天要保证幼儿两小时户外活动时间。 幼
儿园如何应对雾霾天气，巧用空间、一物多用、精心组织，让幼儿在雾霾天也能玩得开心，玩出健康呢？ 本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相对于幼
儿 园 户 外 活
动， 开展室内
游戏活动由于
没有大型游戏
器材辅助、活
动场地面积有
限、 活动量受
限， 其难度更
大， 更需要教
师开动脑筋充
分挖掘已有材
料， 创设新游
戏、新玩法。

本周聚焦笠

办让家长放心的幼儿园
何谓幼儿园？ 早在1837年， 学前教育

的创始人福禄贝尔就指出， 幼儿园是“孩
子们的花园”。 然而， 如今“花园” 里却
屡屡爆出撼动人心的惊魂事件， “花朵”
频频受到让人意想不到的残害： 想不到奶
粉会含三聚氰胺； 想不到“蜡笔小新” 会
含工业明胶； 想不到有人会到幼儿园持刀
砍人； 想不到无证黑园集体食物中毒； 更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 教师居然会给我们的
孩子喂药， 不吃就罚站， 一吃就三年。 幼
儿园从一个保护、 教育孩子的“快乐园”
变成了让家长随时随地都提心吊胆的“龙
潭虎穴”， 从孩子们的“花园” 变成了投
放抗生素的“药儿园”。

黑心办园没有底线， 监管不利漏洞百
出，事故频发堵来堵去，评价缺失好坏难辨。
涉事孩子身体可能遭受的损害令人心痛，这
种罔顾幼儿健康的行为不仅涉嫌违法犯罪，
更使社会对幼儿园的整体认知跌至谷底。如
何为孩子构建一道安全的屏障，似乎并不仅

仅是一座城市所要面对的难题了……
是时候重新审视政府、 幼儿园、 社会

之间的相互关系， 探索“管办评” 分离的
有效运行的机制了。

在幼儿园的管理中， 政府部门应发挥
职能，通过教育政策、发展规划、准入审核、
教育督导和财政支持，对幼儿园实行宏观、
分类以及行政管理，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第一是资质问题。 幼儿园实行属地管
理，由当地县（区）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严格
执行审批流程， 依据相关法规进行实地审
核， 严格实施登记注册制度， 依法合理规
划、 审批幼儿园。 此外幼教从业人员资质
非常需要规范， 需要提高从业人员的资质
要求 （教师、 保育员、 保健医、 炊事员）。
对幼儿教师任教的学历层次要求不断提
高； 幼儿教师任教的专业素养与综合素质
要求需日趋全面； 幼儿教师资格认定制度
应逐步完善。 集体服药事件中， 幼教从业
人员的资质问题尤为凸显， 政府部门要做

好幼教从业人员资质保障并提升幼教师资
的整体质量。

第二是扶持。 要用立法的形式重视幼
儿教育， 运用经济、 法律、 行政等手段大
力引导幼儿教育的智力支持； 设立专项科
研经费加强对幼儿教育的研究， 设立专项
资金支持幼儿教师的免费培养等。 让民办
和公办幼儿园享受同样的政策、资金支持，
让民办幼儿教师享有与公办教师同等的待
遇， 使民办幼儿园得到教育部门的正规指
导和监管，更多地吸引高素质的教师，平等
竞争、百花齐放，真正提高幼儿园的保教质
量，让幼儿教育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三是监管。 国家各级教育监管部门
要制定严格规范的监管制度， 对于目前存
在的无证园、“黑心园”， 不要说管不了、关
不了，不要有畏难情绪，应想尽一切办法把
那些不规范的幼儿园纳入管理视线。 对于
一些条件太差， 无法整改的民办幼儿园应
该坚决取缔。 建议政府出台相关规定， 赋

予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幼儿园专项检查
的职权， 明确各部门的监管责任， 联合卫
生、 公安、 建设、 财政等部门开展幼儿园
监管工作。 既然要监管， 就要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 善始善终， 善事善成。

加强办园质量的社会评价， 发挥中介
组织、 行业自律组织、 家长、 社区等方面
对幼儿园的评价作用。

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评估监测中的作
用， 就是要进一步调动行业协会、 专业学
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
积极性，从专业性、全面性、发展性、多元性、
过程性等方面来评估和监测幼儿园的保教
质量，完善社会评价制度与体系。

构建“政府管、幼儿园办、社会评”的教育管
理新格局，基本的思路是：政府通过准入资格把
关进行宏观管理，幼儿园依法自主办园，行业协
会和评估机构进行自律管理和社会监督，这三
方面要齐抓共管、分工负责，努力形成一种“管
办评分离”的有效运行机制。

专栏笠

■李生滨
作者系大连市西

岗区教育局局长

如何让室内体育活动趣味十足
■王霞

一物多用充分利用资源

开展室内体育活动必不可少的是体
育材料，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安全、丰富的
体育材料，使幼儿愿意玩、喜欢玩、乐意玩。

变废为宝， 用废旧材料巧做体育材
料。《指南》提出：为幼儿准备多种体育活
动材料，鼓励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材料开
展活动。利用废旧材料制作体育材料是提
高材料丰富性的一个有效途径，也是对幼
儿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如，利用泡
沫制作的爬行手垫练习爬行；用可乐瓶制
作托盘练习抛接沙包和皮球；用易拉罐做
保龄球；用泡沫板、废旧彩笔制作投掷盘
和投掷圈；用旧挂历纸做纸棍，练习跳跃
与平衡。 废旧材料制作体育器材的过程，
发挥了幼儿的动手能力，培养了幼儿乐于
参与，关心集体，自觉为集体服务的品德。

已有资源巧做体育材料

幼儿园利用室内已有的设施设备，
在安全的前提下， 可以将桌子、 椅子、
垫子、 收纳箱等巧做体育材料。

椅子桌子新玩法
钻洞寻宝 （小班）： 将三张桌子按

宽度连接摆放， 在桌子下面放好塑料地
垫， 并撒下“宝贝” （用纸片等玩具做
宝贝）； 引导幼儿利用桌下空间， 双腿
跪地爬过障碍物， 进行钻山洞练习。 在
钻的过程中， 幼儿至少要捡到4个宝
贝， 锻炼幼儿身体的协调能力。

过草地 （中班）： 将五张桌子并在
一起， 幼儿依次从一端爬上桌子， 滚动
到最后一张桌子上以后从桌上下来， 走
回到起点。 练习在物体上滚动， 磨炼幼
儿的勇敢精神， 锻炼身体的协调能力。

跳水运动员 （大班）： 准备好一张
桌子， 一块大而厚的垫子以及自制的标
尺。 在幼儿爬到桌子上站稳后， 教师让
幼儿向垫子上跳。 可以先蹲着跳下， 再
试着站着跳。 练习从高处向下跳， 发展
幼儿身体的平衡能力。

抢椅子 （小班）：让六名幼儿为一小
组，将比幼儿数目少一的椅子摆成圆圈，

在音乐中开始围绕圆圈向同一个方向跑
步。 音乐停，幼儿则开始抢椅子坐，未抢
到椅子的幼儿离开场地， 然后减少椅子
继续游戏，最后留在场地的幼儿为胜。培
养幼儿的敏锐能力及游戏规则意识。

雪中送炭 （中班）： 将椅子两两相
对摆成一条约3米长的小路， 并间隔半
米左右摆上一个障碍物(纸盒)； 装有水
的瓶子若干。 第一个幼儿手持装有水的
塑料瓶子， 迈过障碍物， 平稳走过小
路， 到目的地后放下水瓶， 迅速跑回。
其他幼儿依次进行游戏。 提高幼儿的平
衡能力。

我是小红军 （大班）： 间隔50厘米
均匀地摆放两排椅子， 椅子间横拴若干
条挂有铃铛的皮筋， 并在皮筋下面的通
道上放好棉垫。 在引导幼儿讨论过“封
锁线” 的方法后， 练习匍匐爬行动作，
体验蹬、 伸腿的动作要领。 全体幼儿分
组游戏， 并强调游戏规则： 不碰响小
铃， 防止敌人听见。 培养幼儿的团队合
作精神。

垫子桌子巧利用
好玩的靠垫 （小班）： 将娃娃家、

图书角的小靠垫收起来， 引导幼儿把靠
垫当作方向盘、 蘑菇、 雨伞、 小船等分
别进行跑、 跳、 举、 划等动作的练习；
幼儿合作将靠垫连成一条小路， 体验赤
脚在上面行走的快乐。

跳跳乐 （中班）： 将幼儿分成几组，
在幼儿尝试用双脚夹住靠垫跳的基础
上， 双脚并拢跳， 夹靠垫游戏。 在快
乐、 自由的夹靠垫跳跃游戏中感受跳跃
运动的快乐。

垒高 （大班）： 将若干地垫堆放成
不同的高度， 引导幼儿自选高度进行跳
跃练习。 另外， 利用地垫能立体拼接的
特点， 教师可引导幼儿将两块地垫搭接
成若干高低不一的“小山丘”， 组织幼
儿玩“过山丘” 游戏。 发展幼儿的跳
跃、 平衡能力。

收纳箱里别有洞天
蚂蚁搬家 （小班）： 在小蚂蚁搬食

物的游戏中， 促进幼儿手掌的抓握能
力， 发展、 培养幼儿团结合作能力。 将
幼儿分成两个小组抬着收纳箱， 把分好

的幼儿排成一排， 在离幼儿十米远的地方
摆放一些玩具， 老师发口令后幼儿开始抬
着收纳箱去对面捡玩具， 然后幼儿将收好
的玩具抬回原地。

跳跃障碍 （大班）： 锻炼幼儿跳跃过
障碍的能力， 鼓励幼儿大胆地创造出各种
不同玩收纳箱的方法。 发展幼儿的想象
力， 提高幼儿的表达能力。培养幼儿勇敢、
团结的合作精神。玩法：一是将收纳箱排成
一排，每个收纳箱间隔一定距离，幼儿跳跃
每个收纳箱。二是将收纳箱叠起来，幼儿用
手撑住收纳箱然后跳过收纳箱

科学组织适宜有趣的运动

《指南》 提出： 发育良好的身体、 愉
快的情绪、 强健的体质、 协调的动作、 良
好的生活习惯和基本生活能力， 是幼儿身
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幼儿园要通过体
育活动， 培养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 发
展幼儿的基本动作和体能， 并在体育活动
中培养幼儿良好的个性品质和社会性。 在
组织室内体育活动时， 应充分考虑幼儿年
龄特点和运动目标， 开展丰富多样的体育
活动。

形式多样。 室内体育活动组织形式可
以全班、 分组参与， 也可以是自由运动；
可以开展室内体操、 各类体育游戏， 也可
以是创造性的技能训练、 体能活动； 既要
考虑上下肢的均衡发展， 又要考虑活动
量， 既要考虑到班级幼儿的最近发展区，
又要考虑到幼儿个体的差异性， 选择幼儿
喜欢、 容易接受， 既富有传统特色又富有
创造性的体育游戏。

强度适宜。 由于幼儿正处在身体迅速
发展时期， 活动应做到“强度小、 密度大
(约50%—70%)、 时间短、 节奏快”。 因此
活动中， 教师要注意练习时间与练习次数
的合理安排。 只有掌握适宜的强度， 让幼
儿在有氧状态下活动， 才能及时把体内代
谢物分解， 促进幼儿的肌体协调发展。

只有采取各种措施， 保证了幼儿两小
时的户外体育锻炼， 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
素， 避免雾霾对幼儿造成的不良影响， 因
地制宜地开展幼儿室内运动， 才能促进幼
儿身心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

怎样把室内
变成“游乐场”
■王玉先

室内体育活动是指幼儿在活动室、 阳
台、 楼道、 门厅等活动场所进行的多种体
育活动， 是幼儿园户外体育活动的重要补
充。 要开展好室内体育活动， 离不开教师
的奇思妙想， 把室内创设成一个快乐的游
乐场。

合理巧妙地利用室内活动空间
合理利用现有的室内空间， 使其充分

发挥作用。 楼门大厅占用空间相对较小，
所以要选择幼儿移动范围不大的投准、 纵
跳、 力量素质练习等活动。 巧妙地利用常
规空间， 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班级幼儿寝
室中的过道、 有序摆放的床铺， 可以开展
适宜的平衡、 手臂支撑等活动； 运用班内
有序摆放的桌椅 ， 可以开展平衡 、 钻 、
爬、 侧滚等活动。

根据场地选择和提供玩具与材料
教师应该根据活动空间提供适宜的

玩具 、 材料 。 班级为孩子提供了体积相
对较小 、 功能多样的手头玩具 ， 如适宜
在室内使用的沙包 、 小球 、 沙袋 、 套圈
等 。 而那些体积相对较大 、 功能单一的
玩具 ， 如摇摇车 、 马缰绳 、 跳绳等不宜
在室内使用。

玩具、 材料的投放要数量充足， 满足
幼儿不同兴趣的需要。 既要有活动上肢的
玩具、 材料， 也要有活动腿部的玩具、 材
料， 以使幼儿身体均衡发展； 玩具、 材料
要有层次性， 以满足不同发展水平幼儿的
需要 ； 玩具 、 材料要有可变性及可探索
性， 尽可能做到一物多玩， 以促进幼儿创
造性思维的发展。 如班级利用废旧棉布制
作了笑脸娃娃 、 大骰子 、 大饺子 、 金元
宝、 各种几何形状等， 能做到游戏可变、
材料可变， 一物多玩， 促进幼儿创造性思
维的发展。

教师要适时做好调节员
室内体育活动离不开教师必要的指

导 。 我们要根据不同年龄幼儿的特点 、
不同的问题 ， 适时 、 准确 、 有效地进行
指导 。 对于小班幼儿 ， 在他们玩的过程
中 ， 教师可以边参与活动边及时指导 。
如幼儿玩玩具时 ， 玩具缠绕在一起 ， 不
能玩了 ， 教师就要及时给予指导 。 启发
幼儿动脑筋想办法， 引导他们自己观察、
分析玩具是如何缠绕在一起的 ， 怎样才
能按顺序解开 ， 并在关键环节适当给予
帮助。

有时出现的问题需教师 “延迟 ” 指
导 ， 如幼儿在活动中出现一些争抢 、 碰
撞等行为， 教师不要急于定论谁是谁非，
而要先观察 。 如果幼儿自己能解决 ， 教
师就不要介入 。 如果矛盾不断激化 ， 教
师可以帮助他们分析 ， 尽量让幼儿自己
协调解决矛盾 ， 使他们从中学会谦让 、
协商 ， 能心中有他人 。 幼儿在活动中遇
到了投不准 、 跳不过去等困难 ， 教师也
不要急于指导， 可尽量让幼儿反复尝试，
自己调整 。 教师则要细心观察 ， 当幼儿
确实调整不好自己的动作时 ， 再准确地
给予指导。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包
钢十五园）

传统游戏
丰富室内活动
■毕迎春

在空气质量差、 无法到户外活动的
情况下， 如何利用室内的有限空间保证
幼儿的活动时间， 让幼儿在室内玩得开
心、 玩得尽兴？ 将传统游戏引入室内游
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

小小高跷乐趣多

小高跷是制作简单易行又略带挑战
的玩具。 将几个易拉罐捆绑在一起， 再
拴上两根与幼儿身高适宜的绳子， 一个
小高跷就做成了。

在室内游戏中， 教师可以让幼儿双
脚踩在小高跷上慢慢地走， 锻炼幼儿踩
着物体向前行走的能力和胆量。 也可以
将几个小高跷捆在一起， 变成一个梅花
桩， 让幼儿玩踩梅花桩的游戏， 发展幼
儿身体的平衡能力。 还可以将制作好的
小高跷摆成S形小路， 让幼儿沿S形小
路行走， 既不能碰到小高跷， 还要保持
速度， 充分锻炼幼儿的快速行走和身体
协调能力。

这类游戏因为有竞争性因素存在，
孩子游戏的热情很高。 踩高跷和踩梅花
桩也有一定的难度， 幼儿不熟练时会经
常掉下来， 也由此会激发幼儿对困难的
挑战勇气与坚韧不拔的毅力。

教师在组织此类活动时， 要注意小
高跷制作的牢固性， 确保活动中的安全。

转圈游戏百玩不厌

拉手转圈似乎是孩子们天生爱玩的
游戏， 孩子们喜欢在拉手转圈的游戏中
感受那份特有的快乐。

《刮大风下大雨》 是托、 小班比较
喜欢玩的游戏。 全体幼儿拉成一个圆
圈， 一名幼儿蒙着眼睛站在圆圈内， 全
体幼儿一起说儿歌： “刮大风， 下大
雨， 冬天来了个白毛女。 白毛女， 就是
谁？” 儿歌说完后， 中间蒙眼的幼儿睁
开眼睛， 随机指一名幼儿到圈内替换
他， 游戏反复进行。

这个游戏的儿歌节奏感强，能激发幼
儿的活动兴趣，而且每位小朋友都期待着
下一个被指到的是自己。游戏虽然简单但
孩子们玩得乐此不疲。 教师在组织时，除
了提醒孩子要保持匀速、 注意安全以外，
还要注意让每位幼儿都有参与游戏的机
会，确保幼儿在活动中的积极性。

（作者单位：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
实验幼儿园）

北京交通大学幼儿园的教师将走廊开发为活动场地， 让孩子们在室内也能开展惊险刺激的体育活动。 王翠肖 摄

巧玩书盒乐趣多

■王静

学期初， 班级会为每名幼儿发一套
盒装书。 新书带回家后，书盒一般会被废
弃。怎样发挥这些废弃书盒的作用？能否
使其变成室内运动的材料呢？

激发兴趣寻找书盒的基本玩法
“孩子们，这些书盒除了装书，还能

做什么呢？”第一次看到整齐摆在墙边的
书盒，教师与孩子进行了讨论。“老师，可
以比比谁摞得高！”“可以摆成小河，跳过
去！”“可以把书盒当砖头，盖一座城堡！”
孩子们对书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我们用书盒搭成宽度、 高度不
同的“平衡木”，训练孩子的平衡能力；用
书盒搭成高矮不同的“山洞”，开展钻爬
活动；用书盒搭成宽窄不同的“小河”，提
高孩子的跨跳能力； 书盒还变身为“砖
头”，对孩子进行力量训练等。 这些玩法
满足了不同幼儿对运动的需要。

巧妙搭配拓展书盒的创意玩法
“涵涵， 用两个书盒摞起来当桥墩，

再放上平衡木，就成小桥了！ ”在发现书
盒的一些常规玩法后， 孩子们开始将书
盒与其他材料搭配进行游戏。 如将幼儿
用桌反过来，变成有四根支柱的“仓库”，
幼儿通过背、夹等方式，将书盒运到“仓
库”；将桌面玩具置于书盒上，进行“推小
车”游戏；把书盒拼摆成“乒乓球台”，以
沙包为球、以布棍为拍，进行“打球”游戏
等。与其他材料组合后，书盒游戏的内容
和方式变得更有创意，趣味性更强了。

发散思维开发书盒潜在价值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 书盒已成为

“抢手”的运动材料。在此基础上，我们以
书盒为器械，开始创编轻器械操。在室内
的有限空间里，书盒发挥了简单轻便、安
全耐用、低结构的优势，既发展了幼儿的
运动技能又培养了创新合作的精神，体
现了书盒的潜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