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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 尼 斯
游戏灵感。“吉
尼斯”幼儿体
育，是基于儿童
身心特点，凝练

“吉尼斯”体育
精神和特质的
挑战性游戏平
台。潜力“吉尼
斯”，即幼儿自
主发掘个体运
动潜能，自信展
示不同运动专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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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吉尼斯的个性菜单。“吉尼
斯”项目划分为单人项目、双人项
目、多人项目，并提前以图示方式
提供“菜单”，供幼儿自主勾选申
报，一段时间后视实情决定是否需
要增添或调整项目，或让幼儿重新
勾选申报新项目。

（五）潜力吉尼斯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健全身
心。“三动五力”运动课程的建构与
实施，极大调动了幼儿自主、自觉
运动的欲望、兴趣和激情，提高了
运动技能，促进体能体格和智力的
发展，并不断向各个领域拓展，通
过多感官、多渠道获得自信心的满
足感和成功的喜悦，培养身动、情
动、心动的活力儿童。

本文系宁波市 2020 年哲学与
社会课题《幼儿“三动五力”运动与
健康的发展研究》（规划号 G20JY-
21）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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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对幼儿健康发展
的意义

生命健康是教育的首要任务与抓手。
中共中央《“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
（2016）》，将学龄前儿童的体育作为素质教
育的重要内容。《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指出：“发育良好的身体、愉快的情绪、
强健的体魄、协调的动作、良好的生活习惯
等是幼儿身心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其他
领域学习与发展的基础。”2016年颁布的
新《幼儿园工作规程》又把“促进幼儿身心
健康”放在了总则第一条。因此，培养儿童
运动爱好和能力，既是儿童本能的需求，也
是一切发展的前提，还是自我保护和应急
能力形成的基础。

幼儿运动与健康面临
的挑战

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快速发展，幼儿运
动器械多样化的同时，原本开放的公共资
源被挤压，运动设施场地被缩小，幼儿进入

“被圈养”生活模式。玩的时间没了，玩的地
方不见了，玩的伙伴找不到了，因此，幼儿
健康状况出现了体质差、易得病、易过敏等
预警。

除此以外，为了所谓“起跑线”，家长不
惜重金，在课外为幼儿安排各种学科类培
训，极大挤压运动时间。同时，在家庭环境
中，幼儿朝夕相处的多是祖辈或保姆，而父
母和玩伴却处于缺位状态，家庭无法为幼
儿提供运动保障。

在幼儿园里，有充足的空间准备和时
间安排让幼儿进行体育运动，幼儿园每班
有25-30名幼儿，也为幼儿开展多样化的
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玩伴资源，我园的“三动
五力”运动课程应运而生。

幼儿运动与健康的“三动”
多层构建

爱动会动，是孩子天性与情感释放的
源泉。为回归“健康第一”，先应立足和满足
于儿童的纵横双维“三动”。

横向追求全身心“三动”：“身之动”，以
追求体健形美、自我悦纳为目的；“情之
动”，以培养兴趣习惯、酷爱运动为目的；

“心之动”以培养个性品质、人格力量为目
的。三者同时发力，同频共振，完美创生。

纵向讲究分层“三动”：“基础性运动”，
满足全体需要，借助情境及简单器械，根据
基本动作设计，包括走跑跳、钻爬滚、平衡
攀登和器械操控等，如小班“小袋鼠运果”、
中班“跳跳大嘴蛙”、大班“弹跳小丑历险
记”，分层提高“跳”的要求；“娱乐性运动”，
通过主题创设、角色扮演等愉悦身心，让幼
儿成为自己所理想或喜欢的“那一个”，如
小班“小猪变形记”、中班“阿拉跑马灯”、大
班“特警力量”等，体验运动的乐趣与成功
的喜悦；“挑战性运动”，满足幼儿个体对动
作能力和心理发展的挑战欲望和经验迁
移，如单人项目“单手拍球——左右手交替
拍球——胯下过球”，同伴项目“两人三足
——三人四足——神奇十足”，提高运动能
力及勇敢自信、团结合作的意志品质。

三动五力：幼儿运动与健康的活动深化
鄞州区邱隘镇中心幼儿园 邱定娥 陈莹

运动既有利于增强幼儿的身体素质，又能促进幼儿的人格发展，对幼儿健康成长意义重大。然而，随着社
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城镇化发展，留给幼儿进行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逐渐减少，要想让幼儿能够在日常生活
中有充足的运动，幼儿园需组织科学的幼儿运动活动，以保障幼儿的健康成长。笔者所在的幼儿园，利用丰
富的玩伴资源和开展多样化的运动，形成了我园特有的“三动五力”运动课程。

幼儿运动与健康的“五力”共同推进

论文投稿邮箱:xiandaijinbao@qq.com

（一）给力大环境
1.阳光型氛围营造。环境是

潜在的课程，因此园所利用原有
形态和基础条件，进行资源开发
整合与升级，建成了彩色塑胶
场、绿色草皮场、穿梭树木场、
回廊摸高攀援墙等运动场所，立
体创建了全方位、全时段、全场
景的运动乐园。

2.区域化分块布置。利用区
域空间的位置、大小、形状等特
征及各类运动器械的特点，结合
运动项目的特色，全园创设空中
飞人、足球小子、炫酷篮球、快
递专车、野战CS、挑战联盟、百
变器械、萌娃寻宝等八大区域，
设立对应动作、技能要求，并可
根据季节、天气而机动变化。

3.超市式器材投放。打造专
业运动式的“器材超市”，提供
品种丰富、色彩鲜明、新颖有趣
的器械材料，且定期经常性更换
与改良，以吸引不同特点的幼
儿，让每个幼儿在自主游戏时能
自主选择。

（二）活力晨间操
1.行进式队列变化。想让晨

间操不再成为儿童讨厌的活动，
必须改变传统的定点定位，而以
游戏任务、趣味形象和美妙音乐
相连缀，通过“常规动作巧妙
教，过渡动作分解教，难度动作
重点教”，实现“二四纵队”“四
八横队”“双圈顺逆交错”等队
列变化，使每个幼儿每次活动都
有新鲜感、成功感。

2.节律式过程展开。晨间操
各环节遵循“曲线上升——波形
进展——曲线下降”运动负荷强
度规律，调适早操结构，并组成

“入场整队→踏步热身→操节练
习→趣味律动→体育游戏→放
松舒展”六环节，让早操真正动
起来。

3.韵律化情绪调动。根据年
龄与季节，制作晨间操的伴奏音
乐，以高度适配动作情态、器械
质量、动作幅度及队形变化等，
使伴奏音乐能音韵有趣、刚柔有
致，充分激活情绪细胞。

（三）魔力小游戏
1.生长型游戏规则。有规则

的游戏能让运动产生魔力，教师

与幼儿共同商讨，协同制定拍
球、滚球、传球、运球、进球等游
戏规则，能让幼儿在叽叽喳喳中
争论、调和，在统一、进化中生
长运动的魔力。

2.角色型自主游戏。按区域
场地、游戏内容、器械材料，形
成八大锻炼区，供每位幼儿自主
选择，并根据游戏指向，自定游
戏角色，自编游戏方式，自组活
动器械，甚至可突破班级和年段
界限，扩大交往。

3.多层面游戏效度。给幼儿
多类场地、项目、器械，自己选
择、规约、探索，从而满足运动
的四个“度”：广度，人人愿参
与、能参与、会参与；密度，班班
多项、组组多项、人人多项；强
度，个个投入、个个倾情、个个
张扬；难度，层层提高、层层挑
战、层层展示。

（四）魅力运动会
1.主题式项目分类。各年龄

段有各自的特色主题项目。小班
的“童话故事趣多多”主题包括
虫虫进行曲、小猪变形记、黄黄
去旅行等内容，把角色和情节融
入其中；中班的“民间经典巧传
承”主题包括阿拉跑马灯、舞狮
乐翻天、玩转风火轮等内容，体
现经典与现代的巧妙结合；大班
的“生活拓展显英姿”主题包括
勇 者 无 敌 营、练 球 小 超 人、
GPRS灭火队等内容，富有挑战
性、趣味性。

2.切题式对应准备。按运动
项目对应研制切题的器械、服
饰、音乐。其中，器械设计既考虑
主题和对象，又讲究尊重差异、
分层设障；服饰选择，既有助于
趣味，更烘托项目主题，如连体
服、马灯服、战袍；音乐选材，既
助推兴奋感，又调节运动负荷，
如快乐小猪、马灯调、星河翱翔。
（见下图）

3. 专题式大型展示。精彩
亮丽的专题开幕式，既是孩子
们展现运动能力和特色的舞
台,也是家长感受亲子亲情的
温馨时光。为此，以“弘扬运动
精神”为重点、以“融入运动知
识”为基点、以“提高运动能力”
为要点，充分展示了趣味运动
会的魅力。

游戏名称

小班童话故事：
小猪变形记

中班民间游戏：
阿拉跑马灯

大班生活拓展：
星河战队

器械准备

魔法屋（钻）、平衡台（平衡）、
泥潭（滚）

山坡（跑）、灯笼（S形绕着跑）、
大锣鼓(登高跑)、跑马灯

龟甲（平衡）、垫子（仰卧爬）、
组合梯子（攀登）、星河怪兽（投掷）

运动服饰

小猪连体
服

跑马灯民
间服饰

星河战士
连体服

运动音乐

《快乐的小
猪》

《马灯调》

《星河翱
翔》

年龄段运动游戏项目准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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