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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到：
“幼儿应具备一定的户外环境适应能力,要求幼儿能在较
冷或较热的环境中游戏或者开展各种活动；要求幼儿每天参加户外锻炼,培养幼儿参加户外游戏的乐
趣。”户外活动对幼儿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
“在正常情况下,幼儿园组织
幼儿开展户外活动的时间,每天不得少于2小时,因各种原因,幼儿园户外活动的时间难以达到2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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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and Study of the Outdoor Sports Games Guidance in the Senior Grade of
Kindergarten
Yueming Qiu
Nanshan District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filiated Kindergarten
[Abstract]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Guide for Children aged 3-6 mentioned: "Children should have certain
outdoor environment adaptability, requiring to play or carry out various activities in cold or hot environments;
and to participate in outdoor exercise every day to cultivate the fun of participating in outdoor games." Outdoor
activ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Kindergarten Work Regulations
stipulates: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 kindergarten organizes children to carry out outdoor activities for
not less than 2 hours a day. Due to various reasons, it is difficult to reach 2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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