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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幼儿园安全教育问题的一直层出不迭,这让国家和社会也提高了对于幼儿园安全教育
的重视程度。本文通过幼儿园安全教育现状,深入剖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关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此提高教
师的安全意识,帮助幼儿园发现其安全教育的利与弊,促进幼儿园安全教育的改进,让幼儿在安全的环境
的环境中快乐健康成长。
[关键词] 幼儿园；安全教育；现状；建议
中图分类号：E13 文献标识码：A
1 幼儿园安全教育现状分析
本文所涉及的问卷使用的是程沙颖
学者的《幼儿园安全教育现状调查问卷》,
共选取了四所公办幼儿园和十二所民办
幼儿园进行问卷调查。

表 1-1 幼儿园安全教育目标（N=182）
教师问卷题号

科学的安全教育目标能够促进幼儿
对安全教育知识的吸收；反之,不合理的

百分比

20

10.99%

比较符合

97

53.30%

—般符合

63

34.62%

不符合

2

1.09%

幼儿感知生命的重要性并树立良好的安全
意识

17

9.34%

54

29.67%

让幼儿学习必要的安全常识

25

13.74%

幼儿能够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86

47.25%

身心发展特点

4.幼儿园安全教育的
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
什么

安全教育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幼儿
对安全教育的认识。但是在日常教育中,
幼儿园安全教育目标存在片面性,具体

人数/人

3.当前幼儿园安全教
育目标是否符合幼儿

1.1幼 儿 园 安 全 教 育 目 标 存 在 片
面性

选项
完全符合

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减少和预防事
故的发生

表 1-2 幼儿园安全教育内容分析
教师问卷题号

选项

人数/人

防触电

145

79.67%

防溺水

105

57.70%

防异物窒息

68

37.36%

交通安全

179

98.35%

情况如下表：
由表1-1可以看出,幼儿园安全教育
目标基本上都符合了幼儿的身心发展特
点,但是,在制定教育目标的时候却存在

百分比

食品药物安全

89

48.90%

运动安全

117

64.29%

消防安全

77

42.31%

地震逃生

58

31.87%

教师在制定幼儿园安全教育的目标是为

雷电

15

8.24%

防走失

51

28.02%

了让幼儿能够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从这

防止性侵害

23

12.64%

片面性。9.34%的教师在制定幼儿园安全

6.在日常 教学活动
中 ,您 较 多 开 展 哪些 方

教育的目标是为了让幼儿感知生命的重

面的安全教育?

要性并树立良好的安全意识,47.25%的

些数据上这说明了在一定程度上教师倾

等,但是对于在应对自然灾害的教育,如

中,教师对于幼儿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

向于关注幼儿知识和技能培养,而对于

地震逃生及防雷电、性安全教育这些活

形式并没有深入的进行思考,也导致开

幼儿情感的培养较少。这就很难保证教

动,教师就很少组织开展。这就使得安全

展安全教育的形式过于单一。

师在开展安全教育活动时的科学性。

教育内容比较局限。

1.2幼 儿 园 安 全 教 育 内 容 具 有 局
限性

根据调查在幼儿园开展安全教育的

1.3幼儿园安全教育形式单一

形式中,叮嘱说教、开展安全主题的教学

幼儿的兴趣往往影响着幼儿参与安

活动是当前幼儿园开展安全教育活动的

表1-2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日常教育

全教育的积极性和热情度,因此在安全

主要方式。教材、教育短片、标语宣传

中,教师在选择的教育内容时比较倾向

教育内容和形式的选择上要吸引幼儿,

画是主要的资源途径,针对是否联系社

交通安全教育、防触电、运动安全教育

让他们主动参加活动。而在幼儿园实践

区、民警、消防等,开展安全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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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0%以上的教师表示很少甚至没有联

教师通过观看安全教育网站、学习

系相关社区部门开展活动,因此教师在

相关书籍等途径来学习,不仅可以让自

准备安全教育活动时,应先应选取多元

己对幼儿安全教育内容有着更全面的了

且生动的方式进行。

解,加深自己对幼儿安全教育方式的认

幼儿园教师在对于幼儿安全教育的知识

2.4幼儿园应充分挖掘、利用家庭与
社区资源
积极调动家长参与,实现家园共育。

1.4幼儿园安全教育评价效果差

识,还能提高对幼儿安全教育价值的认

上学会与家长相互之间进行沟通,加强

在调查中,高达46.70%的教师均认为

识,建立起相关的安全知识体系。除了通

与家长的联系。我们可以采取具体的行

对幼儿园安全教育的效果一般,幼儿在实

过各种学习资源,教师也应在日常教学

动,比如:可以邀请家长举办一场关于安

际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和相关演练活动时

中不断反思,选择符合幼儿身心特点的

全教育的亲子活动。这样不仅能够让家

多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对于幼儿园

安全教育内容。当教师储备着充足的安

长知道我们组织安全教育的内容还能增

制度安全教育评价标准方面也存在效果

全教育的相关知识,在开展活动的时候

加孩子与父母的情感；也可以定期开家

差的情况,其中,超过50%的教师所在的幼

面临到的一些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长会,让家长提出自己对幼儿园安全教

儿园并未制定安全教育评价标准,超过半

教师在开展幼儿安全教育知识的时

数的教师认为幼儿在经过安全教育之后

候,首先要采取科学的教育目标,一个好

同时,充分挖掘和利用社区安全教

并未真正掌握自我保护的基本方法。因此

的目标会让幼儿的知识与能力都能得到

育资源。丰富的社会资源是幼儿园进行

为了能够让幼儿丰富自我保护的内容,提

有效的提高。其次在制定幼儿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的有力保障,幼儿园应学会合

高自我保护的意识,教师应该多加思考,

的内容时,要根据幼儿的不同的年龄阶

理开发和利用。可以采取“请进来”
“走

让幼儿在玩中学到必要的安全教育知识。

育活动满不满意的地方。

段来完善,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有针对

出去”战略。“请进来”：让消防部门来

1.5幼儿园安全教育开展不够常规

性的开展,另外,当身边或社会上发生了

幼儿园,给幼儿组织一次消防演习,在演

从调查来看,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

关于幼儿安全事故的时候,教师也要把

习过程中告诉幼儿相关的安全教育知

的开展时间上不具备常规性,绝大多数

握时机,把那些当作教育内容及时的对

识；也可以让公安局的相关人员开展一

幼儿园会在出现某些安全事故时,抓住

幼儿进行安全教育。接着在开展幼儿安

次公开课,教会幼儿拨打报警电以及遇

案例发生的契机开展教育活动,其次就

全教育的课堂上,学会创新不同的方法,

到危险的时候能用的一些小技巧。
“走出

是在寒暑假之前,有针对性的进行符合

采取多样的形式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让

去”：教师在能保障幼儿安全的情况下可

假期性质专题教育活动。

幼儿主动参与课堂中。

以带领班级的幼儿去马路边看看红绿灯

另外,在幼儿园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的频率调查中,高达69.66%的教师每学

2.3提高幼儿园对幼儿安全教育的
的重视程度

所代表的涵义,观察交警叔叔的指挥动
作,让幼儿明白交通规则等。通过这些多

期会展开1-2次相关活动,活动开展次数

由于幼儿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环境

相对较少,每学期开展3-4次安全教育活

创设方面存在资金投入不足的现状,导

动的仅占比19.1%,5次以上的更是少之

致缺乏专业的相关材料和设施,极大的

幼儿是祖国的花朵,因此幼儿能否

又少,由此也看出,当前幼儿园在幼儿安

限制了幼儿安全教育的效果,因此幼儿

健康的成长对于一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

全教育活动的开展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

园应该加大资金的投入强度,通过多渠

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幼儿园作为有效开

开展时间不常规,开展频率过低。

样的形式,让幼儿能“走出去”,把安全
教育“请进来”。

道筹集资金,增强基础建设。政府补贴力

展安全教育的重要场所,应该发挥巨大

2 幼儿园安全教育的改善措施

度也需要加强,同时鼓励社会力量进入

的作用,不仅要提高教师的安全责任意

2.1增强教师开展幼儿安全教育的

幼儿教育行业,并拓宽融资渠道,一定程

识,也要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逐渐

度上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建立一种以

丰富幼儿园安全教育体系,促进幼儿全

政府主导、园方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

面健康的发展。

责任意识
由于幼儿活泼好动,相对于单一陈
旧的安全教育方式他们更乐意去真实
的社会环境中去锻炼。但这时候由于不

化的投入机制。
加大对教师安全教育专题培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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