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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目前高校的情况来看,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体育教学方面的能力还是不达标,体育教学能
力难以满足幼儿的发展需求,对幼儿的全面发展有着一定的不利影响。而高校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
体育教学能力培养不够重视,体育教学课程的内容还是存在着不足,难以使学生的体育教学能力得到发
展。所以本文通过分析高校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体育教学能力方面的培养上存在的问题,为高校在
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体育教学能力方面提供一点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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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aining path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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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re still
substandard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thei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bility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which has a certain adverse impact on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Howev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bi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and the cont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ourses is still
insufficient, so it is difficult to develop students '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bil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bi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s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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