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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体育活动中民间体育游戏的应用探讨
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

民间体育游戏已经成为幼儿
体育活动的很大一部分，由
于民间体育游戏富有浓厚的
生活以及自然气息，并且有
着极强的趣味性，在日常的
体育活动中，不仅能够发展
幼儿的基本运动机能，增强
幼儿的体质，同时还可以帮
助儿童形成良好的个性以及
性格品质，促进幼儿德、智、
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本文
中结合了民间体育游戏在体
育活动中的重要性以及意
义，为如何进一步开展民间
体育游戏提供了一系列的建
议。

一、幼儿体育活动中开
展民间体育游戏的意义

民间体育游戏能够丰富
儿童的课余生活，引导儿童
感受多种多样的文化，发展
幼儿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
为幼儿以后的学习生活奠定
基础。

(一)增强体魄
促进幼儿身心发展

在 儿 童 的 成 长 过 程
中，游戏是必不可少的一
个部分，同时也是启发儿
童心智、情感等多方面的
重要因素。游戏对于儿童
认知能力以及感悟能力的
提升，有着极强的重要意
义。在体育活动中开展民
间体育游戏，幼儿通过这
一系列的游戏能够反复的
练习自身的平衡，有助于
儿童的成长和进步。

(二)寓教于乐，让幼儿
在欢乐中收获成长

在幼儿体育活动教学
中加入民间传统游戏，能够
通过有趣的教学情景提升
幼儿的课堂积极性，能够强

化学生的学习热情，因此是
幼儿在学习中能够有良好
的情感体验。幼儿尚处于身
心发展阶段，各身体功能尚
不成熟，因此幼儿常常有好
动的特点，通过民间体育游
戏能够让幼儿提升主动学
习的欲望，将好动的特性转
化为学习的动力，为幼儿今
后的身心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三)文化渗透，塑造幼儿
积极的性格品质

民间体育游戏属于传
统文化范畴，能够帮助孩童
进一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在儿童精神品质的塑造
方面起一定的积极作用，能
够强化儿童的内心世界以
及精神视野，帮助幼儿从根
本上提升综合素质。民间体
育游戏中的传统文化能够
帮助幼儿提升感悟能力，让
幼儿能够对传统文化精神
感兴趣，从而塑造幼儿的爱
国主义精神，因此民间体育
游戏和幼儿体育活动之间
有着极强的关联，必须要充
分认识到民间体育游戏的
重要性。

二、幼儿园体育活动中
民间体育游戏的应用措施

(一)创设体育游戏教学
情境，增强课堂内容
的趣味性

在开展教学中，必须要
让幼儿充分地融入到及游戏
的过程，要结合幼儿的相应
学习兴趣，以及幼儿的理解
接受程度，在这一基础之上，
设计出适合的游戏教学场
景，更进一步的提升幼儿的
兴趣以及自主学习欲望。首
先，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体
育游戏，设置出不同的故事

场景作为引入，不仅如此，还
需要给予幼儿一定的时间和
空间，让幼儿能够进行充分
的体育游戏学习。

(二)将幼儿作为课堂的
主体，增强学生的课
堂参与性

体育游戏教学中将幼
儿作为体育游戏活动教学
的核心，更好地体现幼儿的
主体地位，能够更好地增强
体育活动教学的效果。在实
际的体育教学中，教师要更
好地对幼儿进行相关民间
体育游戏活动的引导，在游
戏活动开始之前，教师要将
游戏规则详细的对幼儿进
行讲解，能够让幼儿对课程
活动有充分的认识，能够找
到自己在活动中的地位，教
师进一步的引导幼儿，让其
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
更好地把控整个游戏过程。

(三)因材施教，采取多种
民间游戏教学措施

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开
展民间传统游戏时必须要
注重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幼
儿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以
及体育游戏规则设定，认识
到幼儿之间的差异性。不仅
如此，幼儿园在整个儿童设
计时，要结合大班、中班、小
班等不同的情况特征，来选
择不同的民间体育游戏，只
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证
每个幼儿能够真正学到东
西，能够更好地提升体育教
学活动的效果和质量。因
此，教师在开展民间体育游
戏中，必须要找到合适的教
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才
能够保证幼儿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促进幼儿更好的成长。

(四)营造丰富有趣的民
间体育游戏环境，
激发学生的兴趣

教师在进行体育活动场
所的选择时，一定要有充分
的考虑。教师可以合理的运
用户外场地进行运动区域的
划分，教师可以选择相应的
户外，场地宽阔，阳光充足，
拥有柔软草坪的地方，开展
各类民间体育游戏。不仅如
此，还需要合理的安排活动
时间，利用不同的时间段，保
证充足的游戏时间。可以利
用幼儿园的相应环境，激发
儿童的体育兴趣，可以在幼
儿园的走廊楼梯等墙面上布
置各种各样民间体育游戏的
图画，给儿童一定的游戏提
示和引导，能够吸引儿童进
行学习、探究、模仿，丰富有
趣的民间体育游戏环境能够
让孩子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感
受到游戏的魅力和乐趣。

综上所述，在幼儿体育
教学中开展民间体育游戏，
能够帮助幼儿的身心发展
以及情感品质等方面有更
好的发展，传统的民间游戏
有着很强的文化性，以及趣
味性，能够更好地塑造儿童
的性格品质，帮助他们在今
后的成长中打下坚实的基
础。在具体的体育课程实践
中，教师必须要创设相应的
体育教学情景，要将幼儿作
为体育课堂教学的主体，采
取多种体育活动教学方法，
开展各种各样的民间游戏，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提升传
统民间体育游戏教学的质
量，帮助幼儿更加健康的成
长。

(邹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国庆)

浅谈学校踢毽子活动普及与提高的策略
———“威海三连冠”后峰西小学经验总结

威海高区后峰西小学
毽子队在高区踢毽子比赛
中连续获得五届冠军，在
威 海 市 连 续 获 得 三 届 冠
军，下面就来浅谈一下这
个学校踢毽子活动普及与
提高的策略。

踢毽子活动月
形成氛围
后峰西小学是山东省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踢毽
子是学校传统运动项目之
一。学校每个学期都要开
展踢毽子活动月活动，上
下午大课间，班主任都要
组 织 全 体 学 生 学 习 踢 毽
子，体育老师要上踢毽子
课，教给孩子踢毽子的基
本技巧。

通过开展专题踢毽子月
活动，营造了全校上下，全体
师生都在学习踢毽子的氛
围，慢慢越来越多的孩子掌
握了踢毽子的基本技巧。

成立校毽子队
常年开展训练
学校挑选认真负责的

老教师做专职毽子队教练，
教练挑选各个级部的优秀
选手做队员，成立校级毽子
队。初期选拔队员时多选一
些，通过训练，优胜劣汰，最
后留下能吃苦，技术好的孩
子成为正式队员。

每天早晨、上下午大
课间、晚上放学后的托管
时间都要练习，有了时间
做保证，孩子的技能才能

慢慢提升。
分梯队管理
选拔优秀队员
打破年龄限制，级部

限制，根据队员踢毽子技
能的不同，把队员分成三
个梯队：大队，单踢、对踢
各项技能全面、水平比较
高的队员；小队，单踢、对
踢各项技能全面，但是水
平一般的队员；预备队，只
掌握了单踢的部分技能的
队员。

教练平时发现了踢毽
子的好苗子，经过班主任
同意，就可以成为预备队
的一员，预备队员经过一
段时间的训练，有发展空
间的，可以留下，进步缓慢

的，本人又不努力的，就可
以淘汰。预备队到小队、小
队到大队都是经过层层选
拔进行的。

上下求索
不断寻找踢毽新技法
全校孩子都参与的踢

毽子比赛，对孩子踢毽子
的方法没有限制，只要会
踢就可以。进入校队的孩
子，就要慢慢学会单脚盘
踢、双脚盘踢、单脚绷踢、
双脚绷踢等各种踢法。

通过长期练习、比赛，
老师发现四点踢优于三点
踢，主要原因是，三点踢在
由盘踢变绷踢和绷踢变盘
踢时会有停顿，这个停顿
会浪费时间；而四点踢时

两次盘踢、两次绷踢双脚
均匀用力，部位变换时比
较和谐，用时少。四点踢由
于速度快，切换点时有些
孩子会不准；三点踢就不
会出现点不准的问题。所
以一般是先让孩子学会三
点，然后再学习四点，这样
基本就不会出现四点不准
的现象了。

以赛促练
以趣促练，提升技能
采 用 分 小 队 练 习 方

式，每个小队有固定场地，
每个学生固定在一定区域
内练习。每个小队有队长，
有小教练指导。在训练期
间采用一分钟踢、规定时
间踢、一次不坏最多个数
踢等多轮比拼，评选出当
天优秀队员。

教练为每个孩子建立
成长纪录，孩子一天训练结
束前，总结每天最优成绩报
给教练。教练评选踢毽子周
冠军、月冠军、学期冠军。孩
子天天都知道自己的踢毽
子水平，知道自己和别人的
差距，进步在哪里，由于有
目标，有方法、有动力，所以
后峰西孩子的踢毽子技能
不断提升。

总之，对踢毽这项看
似简单的大众化民间体育
运动项目，教师的态度如
何直接决定学生是否会真
正从中受益。

(张艳)

春夜，海滨小城环翠，社区一
隅，呆坐楼上，直面书堆，再次萌发
通读女儿上学课本的念头，便顺手
抄起一摞中学语文教科书，置于案
头，从六年级第一册开始，一篇一
篇，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逐字逐句细
细品读起来。

“……祖母骂祖父的时候，就不
知为什么连我也骂上……”萧红的

《祖父后园和我》的这一细节，极为
传神，耐人寻味，感同身受的我乐得
前仰后合。

转眼，夜已至深，音亦静谧，品
味《走一步，再走一步》的人生哲理，
聆听《生命生命》的顽强律动，眺望

《在山的那边》用信念凝成的海……
如何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作品

中启迪心灵的浓浓亲情，克难前行
的鼓劲加油，逐梦青春的励志足迹，
如绵绵春雨，润物无声……

将古今贤文有机排列组合给成
长中的孩子们，令我对教科书的编
纂者心生敬意。陶醉其里，也会偶发
奇想，阅读提示里出现的“英雄主
义”和“理想主义”等术语，十来岁的
天真年少会怎么看呢？

“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7
岁男孩的“断呵声”将意欲掩卷的我
猛地一震，“寻声望去”，这少年竟然
也叫元芳。

也怪自己才疏学浅，若不是闲
来翻看闺女上学时的课本，还真就
不了解史上还有这样一位杰出少
年，《世说新语》记载，此元芳姓陈，

《陈太丘与友期》的主人公。度娘上
的彼元芳姓李，《神探狄仁杰》的剧
中人。

若不是元芳的爆红，有谁会去
记起、去理喻这位远逝的元芳呢？靠
着聪颖机智，此元芳从南宋一路走
来，无怪乎千年之后，遇有疑问，世
人还在问：“元芳，你怎么看？”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
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
金屋。”元芳是谁？到哪找元芳？好多
疑问，终于有答：元芳是他，就在那
里。

作者：蔡润连
(记于2019年4月20日夜，整理于5

月24日下午)

元芳原来是他

2019跳绳踢毽子团体冠军。

明珠小学举行多彩家委会活动

为搭建家庭、学校互动平台，让
家委会更多地参与班级活动及发展
建设，形成教育合力，明珠小学一直
非常重视家校合作。近日，在家委会
主任的组织下，二年级各班组织了
形式多样的校外活动，有的班级进
行爬山比赛，有的班级进行野外拓
展训练，有的班级走进敬老院献爱
心。每个活动过程都充实而有意义，
家委会成员纷纷表示将群策群力为
班级和孩子办实事办好事。

这次校外活动的举办，不仅让
孩子们渡过了快乐有意义的周末，
也让孩子们体验到积极向上，团结
一致的班风。活动的举行调动了家
长参与学校管理，共促学校发展的
责任意识，在家庭和学校之间架起
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家委会工作
更具实效性和持续性，切实体现了
学校家校携手，共促发展的办学宗
旨。相信在老师和孩子们以及家长
们共同努力下，我们学校的明天会
更加美好。

(徐萍)

为增强体能，放松身心，入夏以
来，沈阳路小学工会组织全体教师
开启七彩健康工程之运动打卡活
动。 刘畅

近日，高新区小学数学“基于核
心素养的深度互动的单元整体备
课”课题研讨活动在沈阳路小学成
功举行。 李晨源

本学期，沈阳路小学开展第三
届“男孩节”活动，着力培养孩子们
勇于担当、智慧豁达、胸怀宽广的小
男子汉气质。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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