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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时期是幼儿心理健康培养的关键时期,这不仅意味着在幼儿园时期可以诱导形成积极
乐观的生活态度,而且对幼儿出现的一些心理问题也可以进行及时的矫正,从而保证幼儿心理健康。本文
将从目前我国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入手分析现状产生的原因及如何才能更好的开展对幼儿的心理
健康教育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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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is the key period of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which not only means
that in kindergarten can be induced to form a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to life, but also can be timely
correction of som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children, for children to become a mental health person to prepare.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hina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how to better carry out the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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