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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周刊 保教·

自 2017 年幼儿体育作为青少年体
育的重点工程以来，政府关注度高，社会
参与度高，使得幼儿体育培训与竞赛热
度空前高涨。运动是一把双刃剑。遵循
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与幼儿教育规律的运
动，能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激发其运
动兴趣，培养其运动习惯。反之，则会对
幼儿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和危害。

近日，教育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第
十七条明确提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组织学前儿童参与商业性活动、竞赛
类活动和其他违背学前儿童年龄特点、
身心发展规律的活动。”同时，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

《3—6 岁儿童足球活动负面清单》。这
两项举措充分表明，政府正在以对幼儿
高度负责的态度，直视近年来的体育培
训与竞赛乱象，高度警惕专项化训练和
竞赛对幼儿产生的不良影响和危害。

足球等专项化训练违背
幼教规律

“幼儿专项化训练”属于早期专项化
训练范畴，特指3—6岁幼儿在成人的指
导下，以获得相应的动作技能或良好的
比赛成绩为目的，专门组织的有计划的、
长期进行的，与专项相结合的、单一动作
模式的高强度运动。“幼儿体育竞赛”，是
指由3—6岁少数幼儿参与的，以取得良
好的比赛成绩为目的，在特定的场地里，
由裁判员主持，按统一的规则要求组织
与实施的幼儿个体或团队之间的体能或
专项运动的较量。系统的、长时间的、高
强度的持续训练是取得理想训练效应的
必要条件，也是取得良好比赛成绩的重
要保证。

足球、篮球等项目属于技能主导类
同场对抗性运动项目。技术在其中起着
决定性作用，技术的掌握、熟练、准确和
应用离不开大量的专项化训练。而足
球、篮球等比赛具有快速、灵活、激烈对
抗等特点，要求参赛者具有强大的心肺
与运动系统功能，这一切都违背了幼儿
身心发展特点与幼儿教育规律。

因此，北京体育大学邢文华、罗冬梅等
教授曾在多个场合公开呼吁幼儿阶段一定
不能进行专项化训练。北京体育科研所研
究员周琴璐教授也指出，幼儿早早进行体
育专项化训练百害无益。无论参赛的初衷
是如何为幼儿发展着想，由于比赛的强技
能性和受追求良好比赛成绩驱动，必然导
致专项化训练的大量存在，最终逃不过为
了名利而牺牲幼儿健康的事实。

专项化训练与竞赛危害
幼儿身体健康

专项化训练与竞赛不仅会对幼儿运
动系统、心肺系统等方面造成影响和危
害，还可能会由于营养缺失、高期望而加
剧幼儿肌体损伤，影响基本动作及未来
运动技能的发展。具体来说，可能带来
如下影响：

导致体态异常。与成人相比，幼儿
骨骼弹性较大，硬度较差，易变形，肌肉
中水分含量较多，力量储备较差。幼儿
长期过度使用某一肌群，容易造成这部
分肌肉粗而壮，而身体其他部位肌肉发
育不均衡，使得骨骼变形，从而出现身体
其他部位的代偿行为、疼痛及损伤，导致
脊柱侧屈、高低肩、O型腿、小短腿、八字
脚等不良体态。

影响正常身高。幼儿阶段为生长发
育期，骨骼较软，长骨两端的骨骺有非常
丰富的血管神经，还未愈合，为继续生长
做了准备。身体长期承受过大运动量，会
造成局部压力强度过高，容易促使骨化提
早完成，导致幼儿患胫骨结节骨垢炎病或
软骨病的可能性增加，不仅幼儿的正常活
动可能受限，也会使其身高增长高峰期骨
折风险加大，并使身高受到影响。

心肺系统发育障碍。不合理的训练
强度和训练量，单一练习或者方法不同
但用力部位相同的训练手段，增加了心
血管及肌肉骨骼系统的损伤概率，使单
侧肌群和器官功能的发育受限，身体发
育和生物平衡紊乱。由于幼儿的心肌纤
维短而细，心脏收缩力弱，心脏的每搏输
出量小，胸廓狭小、呼吸肌力量弱，呼吸
的深度不够，如果长期进行强度较大的
运动，容易造成幼儿心脏过度负荷，导致
心肌增厚，影响心脏正常发育。

营养缺失与高期望加剧肌体损伤。
一方面，如果缺乏高强度运动后的营养
补充常识，身体就会因无法获得充分的
营养而影响正常发育和导致各种伤病的
发生；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可能极大地
增加教练对幼儿施加不恰当训练负荷的
欲望，导致教练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忽
视幼儿伤病，使其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
造成疲劳性运动损伤。

影响基本动作及未来运动技能的发
展。长期进行专项化训练会直接影响幼
儿参加多样化运动，导致多种运动技能
缺失，身体素质与基本动作发展不均衡，
出现整体肌力失衡、关节功能紊乱、运动
能力失衡、体能和技术割裂等问题，极大
地影响基本动作发展的系统化，不利于
未来专项运动技术的发展。

专项化训练易使幼儿失
去运动兴趣

专项化训练与竞赛不仅危害幼儿身
体健康，而且会给幼儿心理健康带来不
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幼儿能否客观地认
识自我能力，以及是否会降低和失去对
运动的兴趣等方面。

影响对自我能力的客观认识。运动
技能获得是幼儿评价自我能力的重要方
法与手段之一。专项技能或竞赛需要幼
儿掌握一定难度的运动技能，当他们在
练习中遇到困难而暂时无法成功时，容
易否定自我。此外，幼儿心理素质脆弱，
好胜心强，在乎输赢，比赛失败后容易情
绪失控，不能正确地看待失败，只会归结
为“我不行”这一错误认识。

降低或失去对运动的兴趣。运动心
理学表明，过多或过度的运动训练有可能
会增加一个人的消极情绪。专项化训练
过程中多半是重复、枯燥、高强度、单一化
的技能练习。幼儿只是在成人的指导下
机械地进行，无法充分地体验到运动带来
的自主性、愉悦感。久而久之，过度训练
便会使幼儿身心产生疲惫，失去兴趣。

专项化训练影响幼儿同
伴交往与自我表达

专项化训练与竞赛对幼儿社会性发
展也有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幼儿与同
伴交往的时间减少、容易导致幼儿盲目
顺从权威等方面。

影响幼儿同伴交往与游戏的时间。
由于专项化训练有严格的训练时间或较
多的比赛，因此，幼儿必须要将大量的时
间、精力和情感投入到训练中。这可能
导致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与同伴进行游
戏、沟通和交流，也可能导致因心理疲劳
或倦怠，影响与同伴交流的心境。

导致幼儿盲目顺从权威。教练是训
练方案的制订者、实施者，是竞赛的组织
者和指导者，幼儿需要绝对地服从教练
的安排，而不能充分地表达自我、展示自
我，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幼儿缺失自
我、盲目顺从权威。

幼儿是祖国的未来，不是缩小的成
人，他们的成长是不可逆的。我们坚决
支持禁止幼儿进行专项化训练和竞赛的
举措，规避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和危害，
积极探索适宜、安全、有趣、高质量的幼
儿体育活动。

（作者单位：张莹，浙江师范大学杭
州幼儿师范学院；刘馨，北京师范大学；
陈冬华，天津师范大学；张首文，首都师
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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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开展幼儿足球的误区主
要表现为专项化倾向，即部分幼儿
园强调对幼儿进行技能技巧的机械
训练，形式特色化、锦标化，内容专
业化、单一化，异化了幼儿体育目
标，整体呈现出成人化和功利主义
的趋势。

幼儿足球的专项化倾向无论是
对幼儿的体态发育、动作发展，还是
对幼儿的情绪调控，都将产生不利
影响。多样化的体育游戏才是符合
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可以实现幼
儿体育外在目的和内在动机的趋
同，培养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
增强体质，真正促进幼儿的全面发
展。

正确认识幼儿体育的目标
和意义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指出，“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游戏和
体育活动，培养幼儿参加体育活动
的兴趣和习惯，增强体质，提高对环
境的适应能力”，强调“培养幼儿对
体育活动的兴趣是幼儿园体育的重
要目标”。

我们不能不去反思，幼儿进行运
动时的基本动作是依赖于成人专门
地教授，还是幼儿在生活、游戏过程
中自发地习得？在实践中是不是存
在将幼儿体育窄化为利用某一运动
形式对幼儿某一技能进行训练，以期
达到某一具体发展目标的现象？

应当明确，游戏和动作是儿童
最基本的活动和表达形式，幼儿体
育是实现幼儿全面发展的基础环
节，是综合考量幼儿体态发育、动作
发展以及情绪调控等多维度目标的
实践活动。在实践中，部分幼儿园
以及家长在强调幼儿体育目标的同
时忽视了幼儿本身，将“体育”异化
为“育体”，片面强调竞争和技能技
巧。针对某一运动项目技能技巧的
机械练习，是成人强权遮蔽幼儿视
角的恶果，是将幼儿体育工具化、狭
隘化的结果，背离了幼儿体育“培养
兴趣、增强体质”的基本要义，培养
不出全面发展的儿童。

我们需要在《纲要》的指导下，
“用幼儿感兴趣的方式发展基本动
作，提高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
根据幼儿的特点组织生动有趣、形
式多样的体育活动”。

创设体育游戏环境鼓励幼
儿自主探索

基于上述讨论，教师和家长可
以明晓，成人不应该将幼儿体育局
限为运动技能的机械训练，而应该
立足于幼儿获取直接经验的特点，
创设体育游戏环境，利用多样的体
育游戏为幼儿创造进行身体活动的
机会。我们不是为了让幼儿精准模
仿成人运动的技能技巧，而是鼓励
幼儿在不断生成的体育游戏环境中
自主探究和习得基本动作。

幼儿体育应以游戏为基本的活
动形式，融入幼儿一日生活之中，
教师针对班级幼儿身心发展的具体
实际，与幼儿共同创设适宜的体育
游戏环境，鼓励幼儿自主探索，在
多样化的体育游戏中习得基本动作
技能，培养兴趣。

多样化的、基于幼儿身边资源
生成的体育游戏，更具有实施和发
展的可行性。利津和安吉的实践为
我们提供了范例：一是给予幼儿简
易且多类型的材料，如木块、绳索、

竹架等，实际是为幼儿自主生成
体育游戏创造了可能，幼儿可以

自行设计或者与教

师共同探讨体育游戏的内容和形
式。二是为幼儿提供保证安全且有
一定探索性的游戏环境，这样能激
发幼儿进行体育游戏的兴趣。体育
游戏并不一定在户外才能进行，室
内有意拼插的桌椅即可为幼儿布置
出可钻爬、匍匐、跳跃的探索性游戏
环境。三是教师引导幼儿一起回顾
进行体育游戏的过程，讨论进一步
游戏的可能性，探讨可以增添的动
作和尚需锻炼的身体部位，鼓励幼
儿进行下一阶段的自主探索。

师幼共同生成多样化体育
游戏内容

优质的幼儿体育游戏内容基于
幼儿发展实际，多样化的体育游戏
源自师幼的共同生成。3—6 岁幼
儿有其独特的生长发育特点，不宜
用成人的爱好替代幼儿的兴趣，不
宜将成人的体育活动规则及形式直
接迁移到幼儿园之中，多样化体育
游戏内容的生成和改造应当指向幼
儿兴趣，需要注意幼儿的参与度。

教师“指挥—操控”式的体育
活动是不可取的，多样化的体育游
戏可以这样生成：从幼儿对皮球产
生兴趣，开始争夺皮球玩耍，到幼
儿与教师商讨玩皮球的规则——可
以用手拿、不可以推小朋友、不可以
撞小朋友⋯⋯值得注意的是，区别
于成人世界足球、篮球运动的现有
规则，幼儿和教师可以共同商订出
属于他们自己的体育活动规则，再
到幼儿确定基本动作、筹划队徽、
圈划活动场地，迁移出另一种球类
运动玩法⋯⋯整个过程，宛若教师
和幼儿共同复演了球类运动的发展
历程。

一个生成点，可以综合多个幼
儿熟悉的、喜好的体育游戏，整合
全班幼儿和教师的想法，结合及时
进行的参与性讨论，新的体育游戏
在不断地被改造和生成。在这一过
程中，幼儿对多种体育运动形式更
加熟稔，兴趣和习惯在潜移默化中
养成。

立足幼儿视角，指向幼儿兴趣
培养和动作发展，以多样化的体育
游戏为突破口，师幼共同生成体育
游戏内容，有助于培养幼儿终身参
加体育运动的习惯，促进幼儿全面
发展，祛除幼儿园体育活动中成人
化和功利主义的魅影。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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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在关于健康教育的指导要点中明确指
出：“健康领域的活动要充分尊重幼儿
生长发育的规律，严禁以任何名义进行
有 损 幼 儿 健 康 的 比 赛 、 表 演 或 训 练
等。”幼儿体育活动的开展需要遵循幼
儿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需要关注幼儿
全面发展的需要，需要重视幼儿的主体
地位，将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放在首位。

《3—6 岁儿童足球活动负面清单》
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时候都不能
无视或忽视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坚守规
律才能真正引导幼儿从事适宜的活动，
坚守规律才可能有真正高质量的体育活
动，才能有效提高幼儿的身体素质。

体育活动组织形式应多样化

幼儿身心健康是实现其全面发展的
基础，而适宜的体育活动是促进幼儿身
心健康的重要手段。因此，幼儿园要坚
持在保教并重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组
织幼儿进行体育活动，积极促进幼儿各
方面素质的和谐发展。

幼儿园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有很
多，一般来说，包括晨间体育活动、体
育教学活动和户外体育游戏等基本组织
方式，不同的体育活动对促进幼儿身心
发展具有不同的功能。例如，晨间体育
活动中包含早操活动和自选小型多样的
体育活动。早操活动以幼儿基本的体
操、韵律操、队列队形为主要内容，通
过对音乐、动作、速度、节奏等内容的
不同感知和练习，逐步形成良好的身体

形态和机能，不断增强动作的协调性和
灵活性；在自选小型多样的体育活动
中，开放的、低结构的活动方式有助于
幼儿产生更多自主探索的多样玩法，在
创造性的玩法中增强幼儿的运动系统，
培养幼儿的合作协调及创新能力。

又如，在体育教学活动中，有目的、
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基本的运动技能和
运动素质纳入到教学活动中，通过游戏
化的教育教学方式，让幼儿在身体的直
接参与中得到锻炼，不断增强体质。

基于幼儿运动核心经验开展

这几种不同的体育活动组织形式，
均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幼儿运动的基本核
心经验：身体控制与平衡能力、身体移
动能力和器械 （具） 操控能力的练习与
发展。没有哪项运动只锻炼一种运动经
验，也没有哪一种运动项目能够满足幼
儿所有运动核心经验获得的需要，不同
运动形式发展的核心运动经验均有所不
同。

幼儿的体育活动组织不可仅局限于
某一项活动，过于追求园本体育活动的

“特色项目”，往往会忽视幼儿生长发育
全面锻炼的真实需求。幼儿园体育活动
需要基于幼儿运动核心经验通过多样化
的方式开展。例如，在幼儿园中发展幼
儿的器械 （具） 操控能力，便可以借助
多种常用运动器械，包括各种车辆玩
具、摇摆颠簸类运动器械、平衡类器
械、球类玩具等，不同的运动器械对于
幼儿具有不同的锻炼价值。

球 类 运 动 是 发 展 幼 儿 器 械
（具） 操控能力常用的方式之一，幼
儿园开展球类运动，需要遵循全面发展
和游戏化的原则，按照幼儿操控能力发
展顺序，由易到难组织。可以鼓励幼儿
运用各种身体动作创造出各种玩法：
拍、接、投、抛、踢、滚等动作；同
时，也可以借助不同材料组合形成各种
新的玩法和游戏，如可以创设“快乐农
场”的游戏情境，借助球、小木棍和球
筐玩“小猪滚球”的体育游戏等，通过
多种形式，满足幼儿身体上肢和下肢以
及躯干等各部位的发展需要。

培养兴趣和习惯是关键

幼儿园体育教育是终身体育教育的
基础。《纲要》 指出，“培养幼儿参加体
育活动的兴趣和习惯”，并将“喜欢参
加体育活动”作为幼儿园健康教育的重
要目标。因此，在体育活动中，要充分
关注幼儿的运动兴趣，只有激发并保持
幼儿的运动兴趣，才能使他们积极主动
地参与体育活动。幼儿保持对体育活动
的兴趣并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是实现
体育教育目标的关键。

激发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除
了要有丰富的、多样化的活动选择外，
更重要的是要将游戏精神贯穿于活动的
始终，通过创设游戏情境、游戏角色和
游戏规则，使幼儿乐于参与其中。此
外，要确保体育活动开展的时间和空
间，时间上要有保证，空间上要多元，
特别是增加户外的、大自然的活动。对

于幼儿园教师
来说，自身情绪
状态、身体姿态、语调以
及对待运动的态度等，对幼儿的感染
作用也很重要。幼儿对体育锻炼的兴趣
和积极性，往往会有助于其克服在运动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帮助其形成不怕困
难的意志品质和主动乐观的态度，从而
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

幼儿阶段是身体成长发育的关键阶
段。作为专业化的教育机构，幼儿园一
方面要坚持创造条件，给予幼儿科学锻
炼的机会，开展多样化适合幼儿身心发
展的体育活动，促进他们身体技能的
协调发展，增进基本的身体素质；
另一方面，要坚守规律，明确
幼儿处于身体发展的特殊时
期，骨骼、组织和机能尚未成
熟，应远离超越要求的锻炼，
努力使幼儿免受伤害，否则欲
速则不达。

（作者单位：南京市
长江路小学幼儿园）

适宜的体育活动有幼儿兴致相随
潘丽

幼儿足球：跳出负面清单“雷区”
编 者 按

近期，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
《3—6岁儿童足球活动负面清
单》，明确提出：禁止进行正式
足球比赛；禁止进行成人化、专
业化、小学化足球训练；禁止幼
儿足球考级；禁止进行足球头
球练习；禁止足球操等形式化
表演；禁止所有负重的力量练
习；禁止幼儿只练足球；严格控
制运动时长和运动强度。

为帮助读者在深入理解幼
儿体育目标的基础上，正确看
待足球活动对幼儿身心发展的
影响，跳出幼儿足球活动负面
清单中的“雷区”，从而开展更
加适宜幼儿身心发展的体育活
动，本期学前周刊特邀专家学
者、园长围绕幼儿足球相关紧要
问题进行讨论。

孙万帅

绘

保教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