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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中明确指出：

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

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 开展丰富多彩的

户外体育游戏活动， 可以培养幼儿参加体

育活动的兴趣和习惯，增强幼儿的体质。

我园坚持幼儿为主体的原则， 在体育

游戏中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

创设丰富适宜的活动形式、 合理地投放游

戏材料、 提高教师支持引导的策略, 来提

高户外体育游戏的科学性。

做培育幼苗的幸福园丁

■

赵秀敏

2013

年来了， 我也开始了在幼儿教师这

个岗位上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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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头。 作为一名培育幼苗

的园丁， 给它们松土、 浇水、 施肥， 看着它

们一株株地破土而出， 给它们遮风挡雨却又

不过度保护， 聆听它们拔节、 长高的律动，

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遇到过一个叫强强的孩子， 他自幼失

去父母， 在福利院长大。 福利院工作繁杂，

工作人员人手不够， 常常顾及不到他。 强强

经常头不梳、 脸不洗， 衣服总是脏兮兮的。

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主动关心、 照顾他。

每天来到幼儿园， 我总是陪他一起洗脸、 刷

牙， 帮他洗去耳朵上的污垢； 衣服脏了， 我

找来新衣服给他换上， 再把脏衣服洗净， 留

着下次给他换洗。 有时福利院因条件限

制， 不能给强强额外添置物品， 我就为

他购买图书、 玩具； 强强生病了， 我从

家中取来药给他吃。 时间久了， 我和强

强之间架起了一座感情的桥梁。

幼儿教师的爱是纯洁的 ， 师爱中含

有母爱， 丰富而深刻。 在班级中， 我对

每一个孩子都会无私地献出这份爱。 奕

奕是个发育明显异常的孩子， 走路不稳，

说话、 吃饭都比较困难。 每天早上入园

时， 我都蹲下和他打招呼， 牵着他的手

去拿玩具， 邀请其他小朋友和他一起玩

耍， 消除他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 每餐

饭耐心地陪伴。 慢慢地， 他看到我就露

出灿烂的笑容。

亚亚是个极其内向的孩子 ， 我以小

步渐进的方法， 引导亚亚参加游戏。

3

年

里， 我为亚亚建立了几万字的个案观察

记录。

天热了， 我提醒孩子们多喝水 ， 少

晒太阳 ； 下雨了 ， 我把雨具借给家长 ，

宁可自己淋雨， 也要让家长带着孩子平

安回家。 这种爱生之情、 爱生之举， 是

使孩子动情的火花。 渐渐地， 班里的孩

子也学会了互相帮助 、 主动关心别人 、

爱护别人。 当我感冒， 满嘴起泡时， 全

班孩子都争着安慰我， 甚至有时还发动

家长给我看病 、 送药 。 毕业离园那天 ，

强强抱着我大哭： “我以后要是想你了，

怎么办

?

” 已经进入小学的亚亚， 隔三岔

五来到幼儿园， 隔着大门往里看， 为的

是 “看看赵老师”！

多么天真、 纯洁的童心啊 ！ 我用一

颗爱心， 换得了几十颗爱我的童心， 我

真的很满足。 这时， 我才深深地体会到

做一个园丁的幸福： 相遇时， 孩子们深

情款款地看着我； 放学告别时， 他们依

依不舍的神情； 假日邂逅时， 他们激动

地呼唤 ！ 朋友们 、 同事们还有邻居们 ，

都曾对我说过：“这些孩子哪像是你的学

生， 倒好像是相交多年的朋友！” 是啊，

在我的生活中， 我们就是一个大朋友和

一群小朋友之间在进行交流。

也许没人会留意到春天破土的那一

丝新绿， 也不会留意到那蓬勃生机伴着

希望的活力。 因为那一点点绿意， 太普

通、 太平凡了、 太微不足道了！ 然而作

为一名平凡的园丁， 我却深爱那一丝新

绿， 深爱我所选择的幼教事业。 如果现

在有人还问我对当初的选择后不后悔 ，

我会微笑着告诉他 ： 我的工作很伟大 、

很重要， 这些幼苗终会长成参天大树！

记得刚到幼儿园工作时 ， 一位朋友

曾经对我说： “你会在孩子的吵闹声中

度过每一天， 最后你会在重复吵闹的某

一天放弃这份工作。” 但他或许都没有想

到， 在幼儿园教师这个不起眼的工作岗

位上， 我一耕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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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头。

在这里， 我看到一株株小嫩芽破土

而出； 在这里， 我体味了汗水与泪水的

苦涩， 更感受到了作为辛勤劳作的园丁

的那份自豪与幸福！

（作者单位： 江苏省海安县第二实

验幼儿园）

户外体育游戏如何提高科学性

近年来，我国幼儿的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据2009年国际健康生活方式博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0-6岁的城市儿童的超重

加肥胖的比例已达8%。 幼儿期是人体生长发育和品格形成的关键期，而科学的体育游戏为幼儿提供了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的条件。

■

杨海军 孙海英

怎样帮助怕昆虫的孩子

■

臧琳

要帮助幼儿克服怕昆虫的心理，

首先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幼儿对昆

虫的恐惧心理， 教师和家长要避免这

些情况发生。

恐吓的阴影 ：

当孩子不听话时，

有些父母会用昆虫来吓他， 比如说：

“你如果再不从地板上站起来的话， 虫

子就会钻进你的屁股里去！” 此方法容

易让孩子产生怕昆虫的情绪。

媒体形象：

现在很多恐怖影视片

选择昆虫作为题材， 影视片经过音效、

化妆、 制作都会达到更为极致的效果。

父母可能在选择观看这类影视片时，

并没有避开幼儿， 或者无意让幼儿看

到了。 这样， 昆虫在孩子心里便留下

可怕的形象， 加深了对它的恐惧感。

独处的担忧：

父母为了锻炼幼儿

的独立性， 会让孩子自己在单独房间

睡觉。 多数幼儿是极不情愿与父母分

房睡， 如果带着负面情绪勉强入睡，

孩子可能因窗外的枝叶晃动惊起， 睁开

眼四处都是黑漆漆的。 这样的环境缺乏

安全感， 孩子很容易产生恐惧， 甚至对

屋里的环境充满负面幻想， 或许看着平

时喜欢的玩具熊都觉得会是一只巨型的

大蟑螂， 从而对昆虫更加惧怕。

昆虫叮咬：

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对

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花丛中会发

现这样那样的昆虫。 在学习经验中， 他

们或许知道蜜蜂是勤劳的， 却不知道蜜

蜂受到威胁时是会蜇人的。 这时， 孩子

就很可能因为捕捉蜜蜂而受伤。

害怕是因为陌生， 身为教师， 首先

我们要克服害怕昆虫的心理， 再通过自

身经验， 告诉幼儿对昆虫的基本认知。

针对胆小、 怕昆虫的幼儿， 我想可以通

过以下方法， 引导鼓励幼儿观察昆虫、

熟悉昆虫、 认知昆虫， 知道昆虫也是大

自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阅读书籍：

多看一些关于昆虫的书籍，

让昆虫进入他们的生活。对胆子比较小的幼

儿， 提前告诉书籍里的昆虫都是印刷上去，

不会跑动的，更不会伤害到自己，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昆虫其实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有

嘴巴、有手脚，也是需要进食和排泄的。

实际观察：

教师可以捉一些无叮咬危

害的昆虫，如蜻蜓、蝴蝶、蚂蚱等，置入透

明的玻璃瓶中， 幼儿可隔着瓶子观察昆

虫，不必担心昆虫会跑出来。

实际接触 ：

利用竹签、泡沫板、胶带

等， 将自然身亡的无害昆虫制作成标本，

鼓励幼儿用眼观察，动手摸一摸，知道昆

虫的不同和各自的特点。

自我提升：

胆子较小的教师，可能通

过以上方法， 首先克服自我对昆虫的恐

惧，想象可爱的蝴蝶、蜜蜂，在花丛中飞

舞，多么美丽！ 再将它们编成童话故事带

入幼儿的世界，让幼儿和昆虫做朋友。

我相信， 在教师和家长的帮助下，带

领孩子积极了解昆虫的奇妙世界，让孩子

们克服害怕昆虫的心理。 孩子们一定会

喜欢上这些自然生物。

（作者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一汽东风

幼儿园）

■

尚娥

在幼儿园日常生活学习中 ， 乖巧听

话的孩子总会得到老师的赞扬， 而那些

调皮捣蛋的孩子往往得到的是批评教育。

其实， 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 更需要老

师的关注与爱护。

蛋蛋是小班一个特别聪明可爱的孩

子， 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 还经常做

一些滑稽的动作， 他可是典型的调皮捣

蛋鬼。 他特别喜欢与小朋友交往， 但是

他与小朋友交往的方式有些特别———摸

摸别的小朋友的头、 抱抱人家的腿、 从

后面给小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等。 而很

多小朋友并不喜欢这些交往方式。 我并

没有责备他， 而是引导他学习新的交往

方式， 比如拉拉手、 在一起做游戏等。

玩玩具的时候 ， 蛋蛋总去拿别人的

玩具， 来壮大他的 “阵容”， 我经常会听

到 “蛋蛋拿我玩具 ” 的声音 “此起彼

伏”。 我也没有批评责怪他， 而是有意识

地接近他 、 多关注他 ， 摸一下他的头 、

给他一个会意的微笑， 告诉他在与小朋友一

起玩的时候， 要互相关心、 互相谦让， 有玩

具大家一起玩， 学会与小朋友共享快乐。 慢

慢地， 壮壮懂得等待了， 也会分享了！

记得有一天清晨， 老师带小朋友做广播

体操， 孩子们全部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操， 唯

独蛋蛋一个人在那里摇摇椅， 荡啊荡啊

,

多

危险！ 老师去叫他， 他说： “我不上操， 不

会跳！” 我知道这个 “特立独行” 的小家伙

是想吸引大家的关注

,

所以并没有着急地批

评他。 次日清晨， 我特意让他站在队伍前面

带领小朋友做操。 一上台， 他就特别卖劲，

下面的小朋友看到他认真的模样， 也都跟着

他欢快地跳起来。 我们都笑了 ， 蛋蛋也笑

了， 笑得那么灿烂。

每个孩子的心灵都是纯洁的、 善良的，

调皮的孩子也不例外。 爱和智慧是我们的教

育手段， 让我们多一些爱心， 多一些赏识，

多关爱一下调皮的孩子， 你肯定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

（作者单位： 陕西省城固县原公镇中心

幼儿园）

提高教师引导策略的针对性

教师实施有针对性的、 适宜的支

持、 引导策略： 如关注个体差异； 根

据幼儿的运动水平随时调整活动内容

与材料； 创设游戏情景， 激发幼儿运

动动机； 教师能把握动作要领， 示范

正确动作； 教师激情带动； 创设积极

参与运动的心理氛围等。

分层目标策略：

在以往的体育游

戏中， 教师往往只考虑教学目标， 而

忽视了幼儿实际发展水平。 通过开展

课题研究， 引导教师针对不同水平幼

儿的最近发展区设定层次性目标。 如

中班组织立定跳远活动， 首先利用

《幼儿基本动作观察表》， 对幼儿的立

定跳远进行了前期测试， 根据幼儿前

测分析， 教师设计了体育游戏 《给小

动物喂饭》。 在投放游戏材料时， 设

计了四个层次目标， 分别为110cm紫

线、 100cm蓝线、 90cm红线、 80cm

白线， 由于设定的游戏目标源于幼儿

的实际水平， 目标针对幼儿运动水平的

最近发展区， 具有一定挑战性， 幼儿

“跳一跳” 就能冲击目标， 享受成功并增

强自信。

材料物化目标策略 ：

如指导幼儿投

掷时， 对于幼儿手脚不协调、 站立姿势

不正确的问题， 教师采取贴小脚印和动

作示范的方式提供支持。 对于幼儿投掷

的方向、 角度的问题则采用设置目标线、

目标物方式来突破难点。

儿歌记忆要领策略 ：

为了帮助幼

儿记忆投掷动作要领， 小班在组织投

掷游戏时创编了儿歌“腿像一把大剪

刀， 小胳膊前后摇一摇， 秘密武器少不

了， 砸得灰太狼嗷嗷叫”； 中班运用了儿

歌“拿起小沙包， 小手高于头， 肩上要

屈肘， 用力向前投”； 大班投掷时创编

了儿歌“两脚前后开立站， 肩上屈肘

向后展， 快速挥臂前上投”。 幼儿在朗

朗上口的儿歌中轻松记住了投掷的动

作要领， 增加了投掷的兴趣， 同时发

展了幼儿的语言。

重点关注策略 ：

我园为了加强对肥

胖儿的运动管理， 由保育员老师重点关

注肥胖儿运动， 总结出教师带动、 角色

扮演、 肥胖儿示范、 参与收放玩具等游

戏策略， 悄然提高了运动量， 使肥胖儿

在教师的鼓励与带动下愉快地得到锻炼

和提高， 同时充分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

进步。

幼儿在丰富多彩的体育游戏中， 充

分体验运动的快乐， 形成活泼、 向上的

性格； 在教师同伴的鼓励下， 克服胆怯

战胜困难， 形成勇敢、 自信的品格； 在

与同伴的共同游戏中形成分享、 合作、

助人、 谦让等亲社会行为， 形成有益的

责任感和集体意识， 促进了幼儿的社会

性的发展。

（作者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北区

幼儿园）

注重材料投放的适宜性

为了提高材料投放的科学性,我园从

材料投放的趣味性、层次性、渐进性、可变

性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趣味性：

幼儿的年龄特征和认知发展

水平决定选择有趣的游戏材料及情境对激

发幼儿运动兴趣和全身心投入游戏之中至

关重要。 如小班教师在设计游戏材料过程

中，巧妙运用废旧皮球制作成乌龟壳，幼儿

在戴上道具后就自然进入了游戏情景，还

利用废旧纸箱制作立体的鳄鱼， 充分调动

了孩子们的运动热情。

层次性：

我园根据幼儿的能力水平和游

戏目标选择、投放若干个与幼儿发展水平相

符合的游戏材料， 使幼儿能够按自己的能

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材料。 如小班体育游戏

《小司机运货》，教师根据小班幼儿双脚持续

跳跃动作不连贯、跳跃距离远近不等、跳跃

高度水平不一的现状，投放了用软地垫制作

的小荷叶，用体操圈、纸棒、牙膏盒等组合的

小路，材料之间的距离从25-50cm、高度从

平面到5cm四个层次，孩子们可根据自己的

能力选择不同的小路进行游戏。

渐进性：

我园根据幼儿操作、探索游

戏活动的进程，按照由浅入深、从易到难

的原则，逐层深入地投放游戏材料，即材

料投放要有循序渐进性。 如中班体育游戏

《跳田埂》重点进行纵跳练习，教师投放纸

盒， 通过纸盒的不同摆放方法， 高度从

15-40cm,不断增强跳跃的难度，大大提

高了游戏的挑战性，既调动了幼儿游戏的

兴趣，又提高了幼儿的纵跳能力。

可变性 ：

我园根据幼儿运动速度、

耐力、 运动量等方面的差异， 教师有意

识地设计材料的投放量与使用方式， 使

其有不同的难度， 让幼儿自主选择符合

自身运动水平的活动方式， 保证每个幼

儿在体育游戏中体验成功， 保持积极参

与的热情。 如体育游戏 《跨跳小健将》，

教师为幼儿提供了可自由升降的皮筋、

标清刻度的小椅子， 孩子在游戏中自主

调节材料进行游戏。 游戏材料的提供满

足了幼儿游戏的自主需求。

创新体育游戏形式

开展亲子民间传统游戏 。

我园将每

天早晨来园后的20分钟时间设定为亲子

民间传统游戏时间， 根据幼儿的年龄特

点， 内容分为必选和自选， 强调家长的

积极参与， 家长与孩子共同选择游戏内

容， 制定计划， 来园一同锻炼， 相互配

合比赛， 互促互学。

对小班幼儿， 我园将球的多种玩法

作为必选项目， 将流星球、 沙包、 飞盘

等投掷项目作为自选项目； 中班幼儿将

球的多种玩法和跳大绳、 大带小双人跳、

单人跳等绳的玩法作为必选项目， 将投

掷类和抖空竹、 幼儿棒球等作为自选项

目； 大班幼儿将抖空竹和花样跳绳作为

必选项目， 将呼啦圈、 跳竹竿、 推铁环

作为自选项目。

开设户外体能游戏循环区。

体能游戏循

环区域是我园开展户外体育游戏的创新，由

师幼共同创设的循环游戏路线，结合幼儿运

动发展水平，巧妙利用大型玩具，运用材料

的不同摆放方式，创设平衡区、跳跃区、投掷

区、匍匐爬、蹲走、跳箱等项目，将走、跑、跳、

钻、爬、投等基本动作融入其中，满足幼儿肢

体均衡发展。同时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体能

发展需要以及季节变化调整游戏内容。动态

的游戏内容使游戏区常玩常新，保持了幼儿

的运动兴趣， 促进了幼儿体能的均衡发展。

此项活动时间也为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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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培养

幼儿自护能力

■

徐晶

活泼好动、 有强烈的好奇心是所有孩子的

共性， 他们对事物具有浓厚的兴趣， 什么都想

看一看、 摸一摸。 但是， 他们的能力和体力却

十分有限， 动作的灵敏性和协调性较差， 又缺

乏生活经验， 因此， 常常不能准确地预见自己

行为的后果， 对突发事件不能准确地判断， 当

处于危险之中时， 也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 在

活动中他们不能自主调节活动量， 在感到不舒

服时， 不能用语言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由此看来， 作为教师， 不仅有责任保护幼

儿的生命安全， 避免让幼儿接触不安全的环

境， 更应该对幼儿进行初步的、 最基本的安全

指导和教育， 以逐步提高幼儿预见危险、 排除

危险、 保护自己的能力。

创设良好的生活环境， 提高幼儿自我保护

的意识。

首先， 在幼儿园的楼梯口、 转弯角，

我们可以都贴上了安全标志， 时刻提醒幼儿注

意安全。 在活动室， 我们可以设立专门的“生

活角”， 为幼儿提供一些录音、 图书、 图片，

还可以将自我保护的内容编成小故事讲给小朋

友听。 其次， 我们还应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

以民主、 平等的态度对待幼儿， 体谅和容忍幼

儿的过失行为， 给幼儿以安全感和信任感。

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 促进自我保护

能力的发展。

良好的生活习惯与自我保护教育

是紧密结合、 相辅相成的。 正确有序地穿衣服

能保护身体； 鞋带系得牢固， 可避免跌倒摔

伤； 热汤热水吹一吹再喝， 就能避免烫伤； 吃

鱼把鱼刺挑干净， 就不会受咽刺之痛； 吃饭时

不嘻笑打闹， 可避免气管进异物。 我们平时应

当注重培养幼儿的生活能力， 孩子能做的事就

让他自己做， 决不包办代替， 这样， 孩子在自

己的劳动实践中建立起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从

而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

通过生活和游戏活动， 学习和巩固自我保

护的方法与技能。

教育幼儿“不玩尖利的东

西”， 可以通过观看图片， 让幼儿讨论“手指

为什么会划破？ 手受伤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

哪些不方便？ 手受伤后该怎么办？” 然后让幼

儿实践操作， 学会正确使用剪刀、 游戏棒等尖

利物的方法， 避免危险的产生。

另外， 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 将自我

保护的学习内容融入游戏之中， 能使幼儿在轻

松、 愉快的气氛中巩固生活技能。 如将“橡皮

膏朋朋” 的故事编成表演游戏， 在游戏中进行

表演； 在自由活动时和孩子一起下“好习惯

棋” 等， 孩子自我保护的技能在游戏中得到发

展。

让幼儿学会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对

孩子来说， 当“值日生” 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们可以成立“小小安全检查队”， 每周由幼

儿轮流担任“小小安全检查员”。 “检查员”

负责检查幼儿园的操场、 活动室、 寝室、 卫生

间等地方， 发现不安全的因素马上报告老师或

是插上一面小红旗提醒大家注意， 对个别小朋

友不安全的行为也可以指出、 纠正。 在活动中

孩子既要检查别人， 自己也要以身作则， 孩子

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会有明显的提

高。

保证幼儿的健康和安全， 是幼儿教师的职

责， 然而， 健康与安全不能被动等待给予， 而

应该让孩子主动获得。 这种获得要从良好的环

境中来， 从各种教育实践活动中来， 从丰富多

彩的游戏中来， 从家园一致的教育中来。

让孩子们从不知道哪些东西能玩、 哪些东

西不能玩， 到知道哪些东西是危险的， 会伤害

身体， 不能碰； 从不知道什么地方能去、 什么

地方不能去， 到认识许多的安全标志和紧急情

况下可拨打的救援电话； 从不知道哪些事情能

做、 哪些事情不能做， 到懂得不跟陌生人走，

外出要得到大人的同意， 过马路要遵守交通规

则等， 逐步形成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

作者单位： 辽宁省大连市妇联六一幼儿

园

)

在婺剧艺术中沉醉

在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新华幼儿园， 中班

小朋友虽然学习婺剧才刚刚起步， 然而， 小朋

友的身段和唱腔却有了浓浓的婺剧味。

吴铁鸣 何晓勤 摄

体育活动要始终强调幼儿的主体地位， 教师要投放丰富、 适宜的材料， 同时进行个性化的引

导。 教师要明确， 体育游戏不仅发展幼儿体能， 更促进幼儿身心主动和谐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