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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壮族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体育活动可以提升幼儿对壮族文化的认识,促进幼儿身心的发展及
社会性的发展。本文基于壮族民间游戏融于幼儿园体育活动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园所环
境、专业能力及家园合作三方面提出了壮族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体育活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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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Zhuang folk games into kindergarten sports activities can enhanc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Zhuang culture and promote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Zhuang folk games integrated into kindergarten
sports activities,It proposes measures of integrating Zhuang folk games into kindergarten sports activities from
three aspects:establishing the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 promoting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building homel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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