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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研究、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审视和梳理新时代我国幼儿体育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

分析推进新时代幼儿体育发展的应对策略。研究认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幼儿体育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因发展思路相对混沌、迟滞，我国幼儿体育在上层发展方向上的科学引领有待进一步加强，教

育生态环境亟需系统完善，相关研究与国际前沿水平间的差距有待缩小。在深入推进新时代幼儿体育发展改革的过

程中，完善自上而下的实施架构，拓展纵横交错的运动干预布局，建立科学顶尖的专业化服务平台，是消弭新时代幼

儿体育发展现实问题的关键。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幼儿教师、父母等应以问题为靶向，以策略为参考，集多方合力共

同打造新时期我国幼儿体育良性发展的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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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

人群的福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被联合国列为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17 项目标中的第三大目标（UN，

2015）。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

gency Fund，UNICEF）和柳叶刀委员会（Lancet Commission）

在联合发布的“世界儿童的未来”报道中指出，“我们生活

在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尽管近 50 年来全世界儿童的生

存、营养和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改善，但如今的孩子仍面临

不确定的未来——气候变化、生态退化、人口迁移、冲突、

普遍不平等现象以及掠夺性的商业行为威胁着各国儿童

的健康和未来，他们站在了环境危机的绝境中”（Clark et

al.，2020）。对此，该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新的全球运动——

将儿童置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心，主张为儿童的终生

发展、代际关系和经济利益投资，倡导各国政府努力改善

儿童的健康和福祉。WHO（2017）数据统计显示：全球超

重或肥胖婴幼儿（0～5 岁）大多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其增

长幅度高于发达国家 30% 以上，长此以往，到 2025 年超重

婴幼儿人数将达 7 000 万。若不进行干预，肥胖婴幼儿在

儿童期、青少年期以及成年期可能继续肥胖。可见，对于

幼儿的肥胖干预已经刻不容缓。然而，世界各国虽在

2015 年就《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发展目标达成了一

致，但 5 年后却鲜有国家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较大进

展，多国政治家仍未优先考虑对儿童的投资，也没有将其

视为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改善的基础（Clark et al.，2020）。

新时代幼儿体育是我国国家战略中被频繁提及的重点

名词。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要论断，正式提

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强调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

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2018 年 5 月，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在《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提

出实行儿童优先发展战略，儿童健康促进行动被列为首要

重点行动；2019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明确提出“推进幼儿体育发展，完善政策和保障体系”，

呼应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强调的“做好妇女儿童

等重点人群的健康工作，强化对生命不同阶段主要健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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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主要影响因素的有效干预，惠及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

期”。这些政策的主线和倾斜点凸显了我国政府在引领全

民健康发展中对年幼国民健康福祉的高度关注和对全球儿

童健康治理的积极参与。体育是健康促进的重要因素，全

面审视幼儿体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科学、有

效的针对性策略，是落实国家战略、履行时代需求的要求，

也是助推我国乃至世界幼儿健康成长的当务之急。

自 1994 年孙永强等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

一篇幼儿体育研究成果以来，我国幼儿体育研究长期处

于低迷状态，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相关研究成果在

2012 年、2015 年、2017 年出现突增点，2019 年以后呈现持

续攀升趋势（图 1）。由此可见，进入新时代，相关研究者

对幼儿体育的关注有所提高，但幼儿体育应如何科学、系

统、有效地发展仍是一大挑战。新时代，我国幼儿体育发

展面临怎样的实然困境？该如何应然反应？基于此，本

研究通过归纳与分析相关文献资料，从理论和实践的视

角对这两个问题作出诘问和回应。

1 新时代我国幼儿体育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推动一项事物发展的动力是其发展的根本原因，以动

力的作用源为划分依据，可以将幼儿体育发展的动力源

分为推动力、阻力和驱动力 3 种类型（李靖 等，2020）。

1.1 推动力不足：上层发展方向上的科学引领有待进一步

加强

新时代幼儿体育虽然在国家政策制定中得到重视，但

其整体发展走向、具体发展方式和科学布局的切入点等

现实问题缺乏针对性、纲领性文件的上层引导和科学规

划，在整体上形成了国家政策支持与具体实施层面脱节

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政府领导机构职能失范、

专业性学术机构引导不足以及科学运动干预指南缺失等

因素的影响，没有从根本上为幼儿体育的快速发展提供

足够的推动力。

1.1.1 专属或协同管理的组织领导机构有待健全

当前我国幼儿体育发展处于“三不管”地带，由于职

能部门管理的缺位，相关政策缺乏有效指导和扶持等问

题依然严峻（郝晓岑，2013），这是目前我国幼儿体育发展

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首先，幼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专

属管理架构尚未健全，国家层面推进幼儿体育技术创新

的机构尚未成立。作为幼儿体育的主管部门，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尚未建立幼儿体育的专属或协同管

理的组织领导机构。幼儿体育发展的牵头组织尚不明

确，相关的业务管理机构和组织机构沟通协商机制并未

建立，政府在幼儿体育教育中职能缺失，各部门和组织之

间的权界相对模糊，权责较为松散，这在源头上导致幼儿

体育发展改革缺乏专属或协同管理的“主心骨”，导致幼

儿体育的下行部门对于如何规范、系统地开展相关工作

一度“懵懂”，进而造成专业、系统、跨部门的配套政策迟

迟未能出台并自上而下地统一实施。其次，相关非政府

组织发力不足，协同管理有待加强，涵盖多种内容的幼儿

体育计划和方案尚未全面出台和推广。2016 年中国幼儿

体能协会成立，初步推动了我国相关专业人士对幼儿体

育的关注。2018 年由北京大学妇女儿童中心牵头的国际

幼儿运动与游戏协会正式成立，并每年举行幼儿体育学

术会议，对我国幼儿体育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2019 年，该协会举办了以“聚焦幼儿运动与游戏”为

主题的第 2 届国际会议，吸引了国内外 400 余名幼儿体育

专家和学者参会，为幼儿体育文化和学术进步搭建了国际

交流平台，提升了我国幼儿体育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中国儿童中心、中华全国妇

女联合会、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幼儿体育分会等行政

单位和非政府组织也陆续开展了“专家探讨幼儿体育发展

新模式”等与幼儿体育发展改革相契合的学术创新活动，

主导和推进了幼儿体育的教育改革及健康服务。虽然这

些学术活动从根本上使我国的相关学者和专家对幼儿体

育发展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也将幼儿体育的地位推向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对于幼儿体育的整体发展方向缺乏深

入思考和统一落实。因此，自上而下的组织领导机构的缺

失导致我国幼儿体育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组织架构不健

全、各组织机构沟通协调不充分、深入改革方向不明确、

发展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在具体操作层面思路不够清

晰、统一，执行速度相对缓慢，发展效果不够显著，影响力

有限。

1.1.2 科学、统一、系统的顶层设计有待加强

重视幼儿身体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共识，2009—2018 年

澳大利亚、英国、日本、新加坡、芬兰、丹麦、德国、瑞士和新

图1 “幼儿体育”研究的发文量走势

Figure 1. Trends in the Volume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Kindergarten Sports”Research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论文发表年度趋势；1993 年的成果与幼儿

体育关联度不大，故研究时被剔除不作为有效数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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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等国相继出台了幼儿身体活动指南（钟秉枢，2019）。

美国国家运动和体育教育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NASPE，2002）在《0～5 岁儿童身

体活动和运动指南》中提出了针对学龄前儿童（3～5 岁）的

身体活动准则，指出所有 5 岁以下儿童都应进行日常身体

活动，以促进健康相关的体能和运动技能，并在第 2版中进

一步强调了父母和照料者对了解儿童身体活动重要性、为

其提供身体活动机会的责任（NASPE，2011）。美国健康

和体育教育者协会（Society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

tors in America，SHAPE America，2020）更新和修订了这份

国家指南文件，在第 3 版指南中提供了针对特定年龄水平

的活动建议。此外，身体素养作为近年来逐渐引起高度关

注的全球观念统领着西方体育教育目标。美国俄亥俄州

教育部在最新体育教育标准（New Learning Standards：

Physical Education）中指出，体育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知

识、技能和信念去享受终生健康和身体活动的具有身体素

养的个人，这为俄亥俄州 K-12 阶段的体育教育确立了明

确的顶层理念，为体育教育指明方向。相较而言，我国幼

儿身体活动、体育游戏的操作大纲亟待权威机构的整合、

发布和实践指导。目前仅见北京体育大学联合首都儿科

研究所、国家体育总局共同研制并推出的《学龄前儿童（3～

6 岁）运动指南（专家共识版）》，但这一指南并未得到国家

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广泛推行，其实施效果仅可

作为局部的学术参考。从全国来看，科学、统一、系统的

顶层设计的缺位将直接导致各幼儿园身体活动课缺少具

有针对性的实施准则。

长期以来，在我国体育教育领域，学校体育一直把焦

点对准了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中小学生，对学前阶段的幼

儿缺乏应有的关注。而在学前教育领域，受到“重文轻

武”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体育与其他学科相比也一直处

于发展的弱势，似乎很难成为幼儿教育发展的主流。既有

研究指出，中国、日本和韩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无论在

中小学还是在幼儿园，一切活动的开展都以“智力发展”

为首要目标，幼儿体育只得在夹缝中进行，呈现出边缘性

和功利性的特点（郝晓岑，2016）。在教育部于 2012 年发

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中，动作发展虽被纳入健康领域的学习和发展目标，但体

育并未被单独提及，仅在健康领域下的一个分支阐明了

动作发展应该达成的目标。动作发展与认知、情感、社会

性发展相生相长，并在本质上依附于幼儿教育发展这一

上位概念。体育教育标准在《指南》中的缺位不仅有碍于

体育自身专业主体意识的发挥，还在无形中剥离了动作

发展对其他领域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幼儿的健康和全

面成长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局限。因此，我国幼儿体育

发展亟需顶层设计引导，以改变体育处于幼儿教育学科

边缘地带的尴尬局面。

1.1.3 专业的FMS干预与教学实践指南有待研发

近年来，全球性肥胖、动作发展广泛性延迟等非传染

性健康问题低龄化现象日益凸显。作为幼儿人口大国，中

国应在全国进行幼儿基本动作技能（fundamental motor

skills，FMS）干预行动。动作发展相关研究始于 1928 年

Gesell 和 1935 年 McGraw 的实验，两位研究者均认为生物

的发展是有序的、先天的，前期运动技能的获得是幼儿成

长的必经之路（Goodway et al.，2019）7。FMS 的形成并非

自然规律，若无后天科学的指导和干预，幼儿的 FMS 将无

法很好地培养，这将影响幼儿运动能力的发展及其未来

数十年的身体发展（Goodway et al.，2003）。 3～6 岁是

FMS 发展的关键期，应以弹跳、接球、运球、匍匐爬、躲

闪、运球和（双脚）落地等系统的 FMS 学习为主要内容

（Seefeldt，1980）。在这一阶段，幼儿在各种各样的 FMS

练习中试验并探索其运动潜能，为更加复杂的运动技能

学习打下了基础（Goodway et al.，2019）167。因此，动作技

能的早期教学和干预对于幼儿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国

内学者通过实验干预研究发现，以动作体系为依据的教

学能够有效地提高幼儿大肌肉动作发展水平；动作教学

对促进幼儿大肌肉动作发展的效果明显优于传统体育教

学（杨清轩，2017）。动作技能水平对幼儿行为自我调节

能力具有积极影响，进行相关动作技能的练习与干预可

促进幼儿动作技能与行为自我调节能力的共同发展（马

瑞 等，2019）。因此，3～6 岁幼儿的 FMS 干预至关重要。

反观我国当前的现实，2021 年国家体育总局在《“十

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强调，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是我

国对青少年的一项基本要求，随着《指南》将动作发展列

为健康领域的学习和发展内容，动作教育已明确上升到

国家政策层面。然而，从政策出台到幼儿园的具体落实

仍有很长的路程要走。据半结构式访谈可知，在我国正

规的幼儿园实际教学中，仅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

和江浙地区的先进幼儿园比较重视幼儿的动作教育，能

根据幼儿不同的动作发展需求和年龄特点创设走、跑、

跳、投掷、钻爬和平衡等游戏化动作教学，其他地区幼儿

园大多并未将动作教育真正融入到幼儿日常的身体活动

课中，往往把关注点放在幼儿的韵律操或专项化练习上。

此外，作为 FMS 教学实践指南的下位概念和落脚点，动作

技能发展课程的开发和实践有待加强，除北京大学妇幼

研究中心研发的《立方核幼儿体育课程》（董进霞，2014）、

华东师范大学《KDL 幼儿运动游戏课程》（汪晓赞 等，

2019）1-86 等课程外，其他正规、专业的幼儿体育课程较为

鲜见，就课程种类的多样化和课程实施的广泛度而言，远

不足以满足中国亿万幼儿动作学习的急迫需求。因此，

幼儿往往在其动作发展的敏感期错失了 FMS 的专业学习

机会。当前在我国全日制幼儿教育中，幼儿园是幼儿学

习 FMS 的主阵地，但由于我国体育教育并未正式进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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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阶段，广大幼儿园教师缺少开展结构化动作技能干预

教学的内容知识（content knowledge，CK）和学科教学知识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教师进行 FMS 教学

的专业实践能力有限，对于幼儿 FMS 干预往往无从下手。

综上所述，具有可操作性、专业性的 FMS 教学实践指南亟

待研发。

1.2 阻力较大：良好的体育教育生态环境亟需系统完善

近年来，生态理论逐渐应用于学前教育的理论研究和

实践工作中，这是与整个世界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相关联

的（朱家雄，2006）。美国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

（Urie Bronfenbrenner）在 1998 年提出了社会生态学模型

（Goodway et al.，2019）50-51，他认为儿童的成长过程受微观

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 3 个层次因素的影响（图 2）。

国际上，美国和日本分别通过发布《美国 3～5 岁幼儿运动

适宜性实践方案（第 3 版）》和《幼儿教育振兴计划》等政策

文件，为本国幼儿构建覆盖微观与宏观的积极生态系统，

建立了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郝晓岑 等，2017，2018），芬

兰从家庭、幼儿园、政府支持和公共教育 4 个层面出发，构

建了良好的幼儿教育生态环境（刘小红，2020）。在我国，

受幼儿体育师资配备、家长身体素养水平以及社会公共

体育运动器材因素的制约，幼儿的运动参与受到了较大

的阻碍。

1.2.1 幼儿园亟需专职幼儿体育师资配备

幼儿园是除了家庭之外对儿童影响最大的微观系统，

幼儿教师处于这一微观系统中的核心地位。郝晓岑

（2016）认为，我国幼儿体育教师的专职化在 2021 年到

2026 年之间将成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博弈点。目前，我国

幼儿体育教师的缺口高达 200 万人（王凯珍，2019），绝大

多数幼儿园教师没有接受过体育教育的专业培训，这导

致幼儿园在开展身体活动课时往往显得十分“业余”。除

了少数的专任体育教师外，其他非专任体育教师对于“身

体素养”“动作发展”“结构化身体活动”“体育（运动）游

戏”等专有名词的认知和实施并不到位，造成了对学生动

作发展练习的反馈不及时、不专业等问题。既有研究指

出，多数教师在韵律操的设计实践中不清楚不同年龄幼儿

具体的动作发展特征，很难据此设计个性化的韵律活动

（吴升扣 等，2017）。辛利等（2015）通过长期一线教学观

察研究发现，幼儿园园长和教师缺乏实施动作发展教育的

专业能力与知识，将传统中小学尚不完善的体育教育方式

照搬到了幼儿园，使得幼儿园的动作教育与中小学体育课

程类同。长此以往，幼儿园教师不能及时、准确识别幼儿

动作发展迟缓的问题愈发严重，动作教育的推进和发展持

续受阻。此外，与国外相比，我国幼儿园教师缺乏对幼儿

FMS 学习环境的设计意识。国外幼儿园教师通常会结合

幼儿日常与同伴一起学习 FMS 的照片、运动标语等进行

“区角”设计和展示，为孩子创设良好的 FMS 学习环境，以

此激发幼儿的体育学习兴趣，而我国幼儿园在这一方面存

在不足。

究其原因：1）在一线教学的源头上，专业体育教师供

给严重不足，因未开设专门的体育类课程，幼儿园很少有

意识地关注体育教师的聘用。2）在高校师资培养上，体

育教育专业尚未设置学前体育师资培养课程，同样，学前

教育专业也缺乏体育教学课程。3）目前我国幼儿园教师

性别结构比例严重失衡，男教师相对较少，尤其是具备体

育专业背景的男性体育教师严重不足。

1.2.2 幼儿家庭体育教育氛围亟需强化

家庭体育教育环境对于幼儿的健康成长具有至关重

要的影响。根据社会生态学模型（图 2），家长与幼儿园教

师同处于微观系统，其行为对于幼儿具有直接影响。在

我国家庭环境中：1）家长的身体教育水平有限。正面来

看，虽然家长越来越支持幼儿参与身体活动，但往往由于

缺乏专业知识，难以对其进行科学引导；反面来看，一些

家长的闲暇时间被手机等电子产品占据，且长期久坐行

为已成为习惯，对幼儿产生不良影响。2）家长存在“重文

轻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受传统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影

响，家长对于幼儿家庭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

因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过度关注幼儿文化知识的

学习，忽视了体育在幼儿阶段的重要性，对幼儿家庭身体

活动的推动不积极，使得各类文化补习课占据了幼儿大

多数的课外时间。3）受社会条件的影响，家庭体育氛围

难以营造。在空间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

快，便捷的交通工具替代了原始的身体活动，城市空间多

被高楼占据，鲜有开阔的运动场地供家长和幼儿展开亲

子身体活动。在时间上，双职工家庭比较普遍，家长往往

因为工作繁忙而缺席子女的家庭体育教育。由此可见，

图2 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学模型（Niederer et al.，2009）

Figure 2. Bronfenbrenner Social Ecology Model Adapted

（Niederer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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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突破家庭体育教育氛围构建的瓶颈，在促进新时代

幼儿体育发展中发挥家庭教育的根基性、根本性作用。

1.2.3 幼儿运动玩具、器材开发力度与公共供给亟需增强

本研究所指的“玩具”是具有体育价值功能的教育玩

具。幼儿教育学理论认为，游戏是幼儿的工作，玩具作为

游戏的媒介和载体，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价值。英国作为幼儿体育发达国家，2015 年的玩

具和游戏市场总收入就已达到了 66.27 亿美元，其中，婴幼

儿玩具和游戏销售的利润最为可观（MarketLine，2016）。

相较而言，我国运动玩具本土化开发的案例较少，除浙江、

深圳等少数省市外，其他地区对幼儿运动玩具的重视不

足。事实上，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陈鹤琴先生从幼儿的

身心发展特点出发，开发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儿童游戏玩

具（陈鹤琴，1951），对于新时代的幼儿体育仍具有教育价

值。应充分利用我国多民族文化资源和前人研究成果，

加强幼儿运动玩具的开发力度。此外，我国幼儿运动器

材的丰富性有待提高。研究发现，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幼

儿体育教育在软、硬件方面均存在器材配备和空间使用

不足的问题（郝晓岑 等，2017），我国社区中的软化地面配

备、儿童运动设施、社区健康教育和公共活动空间等促进

幼儿健康成长的环境资源与国外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

（张梦 等，2020）。

如图 2 所示，社会条件属于社会生态学模型的外层，

即宏观系统层，能够影响各个层次活动的互动。我国尚

未发布有关运动游戏类玩具和器材的指导性文件，未能

激发幼儿运动玩具和器材开发的动力，公共供给存在较

大缺口，进而造成在社会层面出现幼儿体育市场混乱的

现象。被资本裹挟的幼儿体育市场蕴含着巨大商机，但

背后却没有国家统一的安全和科学标准，一旦出现问题，

除了直接造成经济损失外，还会损害幼儿的身心健康，妨

碍幼儿体育教育生态环境的建成。

1.3 驱动力不够：研究进展与国际前沿水平相比存在差距

新时代，我国学者聚焦“幼儿体育”这一新兴研究领

域展开了科研实践，推动着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但在引导幼儿体育研究走向深入、精细化发展时，由于与

国际前沿趋势脱节，呈现出驱动力不足的现象，在整体上

形成了我国幼儿体育研究徘徊于“浅水区”、明显滞后于

国际前沿水平的研究态势。

1.3.1 科学、本土化的幼儿体育测评工具开发力度不够

测评研究是体育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近年

来，在国际幼儿体育测评前沿视点中，身体活动测评、

FMS 测评及身体素养测评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

于幼儿体育测评，国内研究主要选用了国外学者研发的

系列量表，例如 John 等（2018）针对幼儿身体素养研发了

PrePLAy 量表，而我国学者在 3 年后才开始解读和研究

PrePLAy 的相关理论，尚未开发出适合中国幼儿的身体素

养测评工具。同时，针对我国幼儿的 FMS 实证研究较少，

测评工具的本土化设计和全国常模研究也较为鲜见。个

别研究者编制了适合我国幼儿的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评

量表（郭晨 等，2018；罗冬梅 等，2019）；也有研究者指出，

第 2 版和第 3 版的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评量表（TGMD-2，

TGMD-3）信效度良好，可作为我国幼儿 FMS 评价工具（宁

科 等，2016；杨清轩，2017），并建立了上海市 3～10 岁儿童

TGMD-3 常模（刁玉翠 等，2018）；此外，一些学者从医学角

度探讨了 Peabody 精细运动发育量表在痉挛型脑瘫患儿康

复评估中的应用（王素娟 等，2004），以及布尼氏动作熟练

测试（BOT-2）在智力障碍儿童动作发展评估中的应用（原

雅青 等，2019）。

然而，上述 FMS 测评工具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常模取样受到非大样本横断面取样的限制。上述研究

样本主要来自山东、陕西、上海和北京等地区，并未在全

国进行大规模取样，常模在全国范围内的可推广性有待

考证。2）对国外测试量表的选择较为单一。当前国内研

究主要追踪的是在国际上广泛应用的 TGMD-2，而对儿童

运动发展测评量表（Movement-ABC）、4～6 岁儿童运动技

能发展测评（MOT4-6）、学龄前儿童大肌肉群动作发展测

评量表（PGMQS）等其他 9 种同样适用的测评工具的研究

深度和应用广度明显不足。3）多数研究基于欧美学者研

制的量表进行本土化调整，缺乏从我国幼儿特点出发进

行本土化量表开发的研究。

由此可见，仍需加大对幼儿体育测评的科研投入和开

发力度，扩大抽样范围，增强国外量表引入的多元化和身

体活动、FMS、身体素养测评工具开发的本土化，以适应

新时代幼儿体育学术研究的需求，更好地评价幼儿运动

能力现状。

1.3.2 对弱势幼儿、特质幼儿的广泛关注与干预力度匮乏

弱势幼儿（disadvantaged child）是指经济处境不利、

动作发展迟缓的幼儿（Goodway et al.，2003）；美国《残疾人

歧视法》中将特质幼儿（children with disability）定义为身体

或精神受损，并严重、长期影响其日常活动能力的幼儿。在

学前教育阶段，一方面，我国对弱势幼儿和特质幼儿的关注

和干预力度不足。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开始为弱势幼儿

和特质幼儿的代偿性托幼服务和早期教育投入大量的公

用资金。例如，1965 年开始在全美实施的“开端计划”

（Head Start）为经济相对贫困的非裔、西班牙裔弱势幼儿

提供 2 次/周、30 min/次的 FMS 体育游戏课程，这一身体活

动干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Brain et al.，2017）。在体育教

育上，弱势幼儿和特质幼儿是幼儿体育课程的教学对象，

且相关教育课程已被纳入体育教师培养体系。然而我国

尚未进入“全纳型”教育阶段，特质幼儿多在康复机构、特

殊教育学校学前班接受学前教育，对弱势幼儿缺乏意识

形态上的广泛关注、甄别及 FMS 的专业性干预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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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国对弱势幼儿和特质幼儿体育发展的研究

力度不足。孟雪（2012）研究发现，对小学 1～3 年级智力

障碍学生进行 4 个月的动作技能干预后，其粗大动作技能

指标显著提升，但未见关于幼儿阶段弱势群体的研究。

随着近几年幼儿体育研究的“白热化”和国际视野的打

开，国内学者对特质、弱势幼儿的关注逐渐加强，例如杨

波（2021）通过 meta 分析指出，中等强度运动对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儿童抑制控制和转换能力的改善效果最佳，刑

玉（2021）指出运动干预能够改善轻度智力障碍儿童的平

衡能力，但聚焦幼儿运动干预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还未

走向专业化实践阶段，如何进一步聚焦并加快、缩短过渡

期需要幼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研究者、幼儿园等利益相

关者共同发力。

1.3.3 广泛而紧密的纵向与跨界融通研究不够

幼儿体育研究涉及学前教育学、体育学、心理学和儿

童学等多门学科，因此，要获得快速、有效的发展，幼儿体

育势必需要突破目前单一的学科发展模式，以开放姿态

实现跨学界、跨国界的互动研究。

一方面，我国尚未广泛成立幼儿体育交叉学科研究团

队。国际研究发现，幼儿中心（Early Childhood Center）有

潜力在 FMS 教学中发挥关键作用（Taunton et al.，2018）。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下设克雷恩儿

童早期研究与政策中心（Crane Center for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 Policy），聚集了不同学科高水平研究人员，积

极打造了幼儿发展的智库团体，为当地幼儿的健康和全

面成长提供了学科交叉性的专业化教学指导与建议，构

建了培养专业人才和提供社会服务的双重支持体系。相

比之下，国内幼儿体育的跨界融通研究则相形见绌。目

前仅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汪晓赞教授的团队依托此模

式，于 2020 年打造了致力于服务社区的中国幼儿体育托

管的雏形——幼儿体育发展中心。因此，学科等级化僵

局需要尽快打破，分科与整合的对立亟需消解，这样才能

推动幼儿体育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融汇各学科专业知

识和科研成果，为幼儿健康问题提供高效的运作方案。

另一方面，我国对于国外先进研究视点的专业引介水

平有待提高。当前国外幼儿体育研究视点主要集中于

FMS 干预实证研究、身体素养干预与测评、身体活动与运

动能力的关系等方面，相关研究已经进入到了成熟的实

证和应用阶段。虽然我国的幼儿体育研究呈现出向国际

水平靠拢的趋势，但由于起步较晚，研究视点的广度和深

度还有待拓展。目前，运动干预对幼儿大脑认知能力发

展的影响是国内幼儿运动干预领域最前沿的研究视点，

例如陈爱国等（2016）指出 11 周运动干预能够提高聋哑儿

童工作记忆水平，殷恒婵等（2018）认为分类开展的运动

干预能够针对性地改善不同类型学习困难小学生的脑执

行功能，董晓晓等（2020）发现 12 周篮球运动训练可以改

善学龄前孤独症儿童的重复刻板行为等，但其他视点的

研究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相关的实证、应用研究较为匮

乏。因此，立足国情进行智库引介，对接国际顶尖水平，

以缩短我国幼儿体育研究的探索期，是推动我国幼儿体

育跨学科专业化发展、跨国界融通研究的重要驱动力。

2 新时代我国幼儿体育发展的应对策略

2.1 多层次完善自上而下的实施架构，打造幼儿体育教育

立体化支持系统

2.1.1 建立政府专属职能部门并构建顶层设计

政府职能部门应紧扣《“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 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纲要》的要求，积极思考幼儿体育发展的未

来走向和整体规划，举全国之力共同推动幼儿的健康成

长和可持续发展。

1）转化政府职能，建立幼儿体育专属职能部门。改

革“三不管”的行政管理机制，从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

育司、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和教育部学前教育

办公室等相关职能部门分离出幼儿体育发展的具体职

能，建立主管幼儿体育发展的专属职能部门，统领幼儿体

育的系统谋划、整体布局和行政管理，及时、有效地执行

国家幼儿体育相关方针政策，对幼儿体育下行部门以及

幼儿园的政策实施进行监管和指导，以实地考察为纽带，

形成上下融通的幼儿体育管理体系。

2）强化身体素养的早期培育。积极借鉴西方先进经

验，将身体素养理念引入幼儿体育教育领域，尽早开启幼

儿的“身体素养之旅”。在课程研发的实践中，紧扣身体

素养设置课程目标，设计适宜幼儿小班、中班、大班 3 个阶

段身心发展特点的体育游戏课程，采用身体素养的评价

元素，对幼儿进行身体素养的渗透式评价，并反向促进

教学。

3）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幼儿体育治理新机制。参照

竞技体育治理模式（杨国庆 等，2018），积极建立政府支

持、协会主导、市场自主的新型幼儿体育治理体系。根据

不同治理主体的特征和优势，明确职责分工边界，强化政

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责任意识，提升治

理能力。在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和资源市场的规约下，形

成纵向垂直协作、横向水平协作以及内部互动协作的幼

儿体育协同治理格局，夯实幼儿体育发展的治理机制基

础，打造多元主体共商共治、多种机制协同配合的幼儿体

育治理体系，以此为引擎切实带动幼儿体育发展。

2.1.2 开设幼儿FMS体育游戏课程

教育部在《幼儿园工作规程》中强调，要将幼儿体育

游戏融入幼儿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之中，以促进其健康

发展。运动能力发展的第一次“开窗期”不容错过，要在

第一时间将高质量的体育发展成果传输给正值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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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期的幼儿，使其从专业化的体育教学中获益。

1）开设体育游戏课，并确保足够的课时数。其一，幼

儿体育教育主管部门要尽快单独开设体育游戏课程，确

保其在幼儿园课程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减少低强

度的韵律操练习，增加高结构性、专业性的 FMS 体育游

戏。其二，设置适宜的体育游戏课时数。美国、英国、加

拿大和瑞士等国的幼儿 FMS 干预时长为 6～26 周（Tsuda

et al.，2017）。其中，为期 8 周的美国 SKIP（Successful Kin‐

esthetic Instrument Programs）干预课程分为 2 种教学模式：

以教师为中心的课程模式，包括T-SKIP干预课 2次/周，30～

35 min/次，自由玩耍 3 次/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模式，

没有教师进行指导，安排 5×30 min/周的自由玩耍（Goodway

et al.，2019）294。因此，我国应保证至少 2 次/周、30 min/节的

结构化幼儿体育游戏课，以及至少 3 次/周的自由玩耍，保

证幼儿获得结构化身体活动的机会。

2）加强基于研究证据的幼儿运动游戏课程的引进、

研发及推广。印尼基于国际幼儿 FMS 发展课程 SKIP 的

研究经验，研发了针对幼儿动作发展的 INDO-SKIP 课程，

并已进入干预数据的收集阶段。我国学者也已紧随这一

国际趋势研制了 CHIN-SKIP 课程（陶小娟 等，2021），但仍

处于理论研发阶段。接下来，我国应不断打破课程开发

的瓶颈，继续加大幼儿体育课程的本土化研发和设计并

付诸实施，以更丰富的结构化身体活动方案促进幼儿

FMS 练习，提高运动能力并增强与健康相关的体能，这对

于幼儿获得结构化身体活动机会、进一步发展动作技能

以及促进幼儿体育课程的多样化具有重要意义。

3）注意课程的幼、小衔接一体化。研究表明，日本在

21 世纪初开始关注并致力于解决幼小衔接问题，在此基

础上提出建立“幼小一贯制学校”，其目的是通过幼小一体

化促进儿童的可持续性发展（霍力岩，2006）。我国幼儿体

育课程与教学应注重幼儿 FMS 的发展规律，并与小学体

育教育内容形成有效衔接。

2.1.3 鼓励体育师范院校开设幼儿体育专业和相关培训

幼儿体育教师供需存在缺口，实现专业性的幼儿体育

师资配备，需要培养大量具有体育教学技能和学前教育

及特质幼儿教育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应鼓励全国

体育师范院校加强幼儿体育师资的培养，积极开展幼儿

园普通教师幼儿体育 CK 和 PCK 的培训，以满足社会对专

业幼儿体育师资的需求。

1）合理设置幼儿体育教育专业和研究方向。着力在

幼儿师范类高职（专科）院校、普通高校师范类专业增设幼

儿体育教育专业，开设相关理论和实践课程，积极与周边

幼儿园建立教学实习联盟。将幼儿体育正式纳入研究生

的研究体系中，加强幼儿体育教师人才的培养和输送。最

重要的是，尽快将 FMS 教学纳入教师培养体系，重视相关

CK 和 PCK 的普及，填补师资培养课程中动作发展理论学

习和实践教学的空白，以保证幼儿在人生运动能力发展的

黄金期获得科学的动作技能指导，对于幼儿的身体活动参

与、全面健康成长起到正向“螺旋”的提升作用。

2）加强幼儿体育教师的职前、职后培训。对有志于

从事幼儿教育的体育院校毕业学生而言，应在参与幼儿

园的体育教学工作之前进行必要的学前专业培训，以促

进自身更专业地投入到我国幼儿体育教学中。引进国际

幼儿体育专家对职前和在职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幼

儿园教师的业务能力，加深其对幼儿体育类课程建设的

整体认识。例如，借助“国培计划”会议现场规模大、传播

广、可靠性强的优势，进行短期集中学习，提高幼儿园园

长和教师的幼儿体育 CK 与 PCK 水平。

3）加强幼儿体育专业认证。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

出，要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确保教师培养质量，随后，教

育部等 5 个部门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

2022 年）》，进一步提出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将认证结果

作为师范类专业准入、质量评价和教师资格认定的重要

依据。因此，应在高校师范类专业介入学前体育教师教

育质量测试认证体系，切实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学前体育

师资培养质量，办好一流高职、本科学前体育专业，培养

高质量的职前幼儿体育师资；同时，积极建立专门的第三

方幼儿体育教育专业认证机构，以使幼儿体育专业认证

专业化、科学化。

4）优化幼儿体育教师的性别结构。应积极鼓励男性

体育教师加入到幼儿体育师资队伍，并适度加大引进幅

度，发挥男教师对男生阳刚之气的启蒙作用。同时，有针

对性地提高幼儿园体育教师的福利待遇，使其更体面地

投入到幼儿体育教育工作中，为矫正幼儿园师资的性别

偏倚，培育健康、活跃的新时代幼儿发挥应有价值。

2.2 多途径拓展运动干预布局，打造幼儿体育多部门联动

的社会监管网络

2.2.1 规范幼儿体育课外衍生市场的管理条例和标准

加强对体育课外衍生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是儿童安全、

有序参与课外体育学习的重要保障。协同幼儿体育课堂

教学，从“软”和“硬”两方面入手，配合幼儿体育教育活动

管理制度、监督与评价制度和教师管理制度等共同规范

幼儿体育教育的整体环境，构建连接课内和课外的完整

运动干预体系，拉动我国幼儿体育规范化发展。

1）建立政府支持、协会主导、市场自主的新型幼儿体

育治理机制。借鉴我国竞技体育治理体系研究的经验（杨

国庆 等，2018），建立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以遏制市场乱

象，促进幼儿体育课外衍生市场的有序、规范的发展。同

时，政府让位于协会，以国际幼儿运动与游戏协会为起点，

激发幼儿体育专业性协会的活力，建立协会主导、市场自

主的治理机制，规范幼儿课外体育衍生市场的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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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行规范的幼儿体育课外衍生市场条例。通过体

育、学前教育、经济和管理等多学科的合作，在课程设置、

器材配备、市场营销手段、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安全保

障等方面进行试点，逐步形成规范的管理条例、规则和标

准，在国家相关行政部门的指导与监管下推行落实，提升

幼儿体育课外衍生市场的规范性和话语权。

3）制定并推行幼儿体育培训市场统一认证标准。幼

儿体育相关部门和体育运动项目协会应结合本国国情，

针对幼儿的身体发展特点研制各幼儿体育项目和从业人

员的认证标准，提高市场准入门槛，落实体育类辅导班的

认证审批工作。此外，培训成果应依托国家相关协会进

行统一的考核和认证，严格执行专业准出标准，确保幼儿

体育培训市场秩序规范。

2.2.2 研发与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相适宜、有童趣的本土化

运动玩具和器材设备

玩具是幼儿在成长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媒介，

面对当前我国幼儿近视率过高的现实，需要开发充满童

趣且具有健身功能的玩具，将幼儿的注意力从电子产品

中解脱出来。

1）开发有利于幼儿 FMS 发展的运动玩具和器材设

备。应根据 3～6 岁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积极开发针对

幼儿 FMS 发展的、充满童趣的运动玩具和器材设备。例

如，参考美国费雪（Fisher Price）公司①设计的系列玩具，开

发融触觉、视觉、听觉刺激为一体的玩具，激发幼儿与玩

具的动作互动，并通过镜子等即时反馈设计进一步促进

兴奋情绪和自主运动的产生。通过运动玩具为幼儿提供

基本动作练习的机会，有利于幼儿的运动感知能力、体能

和视觉的综合发展。

2）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幼儿运动玩具产业链的繁荣

发展。幼儿的成长环境离不开我国本土文化的影响，更

离不开玩具对于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为确保运动玩具

的长久使用和更新，应积极开发具有本土特色的幼儿玩

具产业链，提高废物利用再创造的意识和能力水平。例

如，基于竹竿跳等民族传统体育游戏，结合新时代幼儿的

兴趣取向，开发具有民族特色与体育功能的运动玩具和

器材设备。

2.2.3 构筑多部门协同、多生态子系统联动的综合干预与

监管网络

幼儿的学习和成长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应从整

体上串联各子系统，构筑多部门协同，个人、同伴、家庭、

学校和社区等多个生态子系统联动的综合干预与监管

网络。

1）在纵向上，加强不同层级幼儿体育职能部门的协

同监管。一是应建立国家—省级—市级—幼儿园的纵向

监管机制，打通自上而下的幼儿体育发展行政管理脉络，

形成以国家幼儿体育主管部门为龙头，以省市级教育局

或市教委相关部门为直接领导，以幼儿园为主阵地的监

管体制，明确权责分工，互通有无。二是应依托有关部门

建立幼儿身体活动状况监测的大数据平台，以便及时获

取和分析幼儿体育发展信息。

2）在横向上，基于社会生态学模型构建多元主体联

动的干预体系。家庭支持是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决定性

因素（温剑青，2021），幼儿园指导是幼儿参与高质量体育

活动的教育保障，社区环境是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场

所。其一，搭建“家园共育”网络系统，凸显家长干预和监

管的作用，通过幼儿体育家长参与制度，依托大数据技术

整合个性化的幼儿身体活动表现、FMS 发展程度和相关知

识、运动处方以及相关政策等信息。其二，幼儿园应定期

开展“亲子运动会”“运动作业”“运动奖励计划”等活动，为

家长提供参与幼儿 FMS 学习和身体活动的机会与环境，

促进亲子互动，提升幼儿的运动兴趣。其三，推动社区功

能提档升级，为防治幼儿超重、肥胖配备适宜的社区运动

器材和幼儿运动设施，开展社区健康教育活动，激活公共

活动空间利用率，营造利于幼儿健康成长的社区环境。

3）开发适合幼儿使用的运动监测智慧工具。目前，

随着群众体育的深化发展，运动 App 和智能设备成为大

众健身和科学研究中常用的身体活动监测工具，但是适

合幼儿使用的运动监管或辅助性工具却寥寥无几。因

此，从运动监管的角度开发功能丰富、样式新颖的幼儿运

动监测工具，在激励幼儿参与全民健身的同时，还有利于

家长、教师乃至社区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及时获取幼儿

运动数据。

2.3 建立顶尖的专业化服务平台，打造与国际同步的科研

创新环境

2.3.1 建立全纳型儿童早期运动与健康干预中心

Clark 等（2020）根据生物学、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研

究结论指出，应尽早对儿童进行运动干预，以促进、保持

和支持其发展。从生命历程角度看，在儿童日托和学前

班期间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有利于在连续生命周期阶段进

行投资的动态互补。因此，我国应尽早建立依托于一流

综合性高校或体育院校（含体育教育专业）的附属幼儿

园，以及社区全纳型儿童早期运动干预中心，打造纵横交

错、相互融通的综合服务平台。

1）广泛吸收普通幼儿和特质幼儿。在纵向上，以 3～

6 岁幼儿为年龄基点，向前勾联 0～3 岁婴幼儿、向后拓展

至 7～10 岁小学低年级儿童，在生命的早期阶段进行年龄

连续性、一体化的运动干预。对于 0～3 岁的婴幼儿，提供

以空间坐、站立、爬行训练等运动学练（游戏）为主的日托

或全托服务。在横向上，积极纳入经济贫困、动作发展迟

缓的弱势幼儿和自闭症、多动症等特质幼儿，通过结构化

的身体活动方案对其展开专业性的运动干预，弥补日常

①美国知名婴幼儿健身玩具品牌，https：//www.fisher-price.com/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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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运动机会，辅助身体功能的恢复。同时，适当增加

特质幼儿与普通幼儿一起学习的机会，由具备特质幼儿

CK 和 PCK 的体育专业研究生进行指导。

2）打造幼儿体育健康智库和养育共同体。以附属幼

儿园为运作圆心构建智库中心，利用国家综合性一流高

校的多学科交叉优势，吸纳跨学科专家和学者进入中心

长期工作，积极引进幼儿教育、幼儿体育教育、儿科、特殊

教育等专业的高级研究性人才、幼儿体育教师、婴幼儿照

料者等，强化科研攻关。同时，保持与高校幼儿体育专业

或体育教育专业的双向融通，在为该专业学生的教学实

习提供实践平台同时，反向促进智库中心幼儿的运动干

预实践。在整体上，使幼儿成长责任者和利益相关者共

同致力于幼儿的健康发展，以实现跨学科协同的精准干

预，提高幼儿体育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率。

3）创设专业性的运动环境与氛围。精心选购适合于

幼儿身心发展的优质运动器材，设置开阔、具备安全保护

措施的室内和室外运动场地，同时在室内身体活动教室

配备对内和对外联络电话、急救箱等，为幼儿获得鲜活有

趣的运动体验提供较为全面的环境保障。此外，可以通

过与运动相关的“区角设计”营造体育运动氛围，提高体

育学习兴趣。

2.3.2 创设与国际接轨的幼儿体育专业化研究与实践环境

《中国儿童中心五年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 年）》

明确提出，要切实发挥科研的先导作用，立足于国内外教

育发展的趋势，加强科研成果转化。为加快我国幼儿体

育的专业化发展步伐，应通过积极追踪研究热点、出国深

度学习与交流、专家引介等方式，掌握国际最前沿的科研

态势，与国际化前沿研究接轨，切实拓展研究视野，提升

幼儿体育的研究水平和专业化实践能力。

1）加强对国外最新研究动态的追踪。应以开放的学

术心态积极关注国外幼儿体育研究的最新进展，捕捉国

际研究的热点并展开系统化的本土研究，如幼儿动作技

能干预循证研究、指向身体素养的儿童早期体育课程开

发、幼儿身体素养测评工具研制，以及相应先进技术的应

用等，促进研究水平和进展与国际前沿保持同步。在研

究视点上，除了 FMS 的研究，也应积极展开对于自闭症、

多动症和脑瘫等特质幼儿的早期干预研究，为我国实现

幼儿体育的全纳性教学做好科研准备。

2）拓展“走出去、请进来”的国际学术研究通道。一

是“走出去”，积极与国外一流高校或实验室建立长期学

术合作，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各地方省市和高校等渠

道派出科研人才深入国际高精尖实验室学习前沿知识，

并及时将技术引介至国内；鼓励国内学者参与国际顶尖

学术会议，了解国际最新研究动态，如全美幼儿教育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美国健康和体育教育者协会（SHAPE America）、

国际身体素养协会（International Physical Literacy Associa‐

tion，IPLA）和国际动作发展协会（International Motor De‐

velopment Association，IMDA）等。二是“请进来”，发挥高

校平台优势，加强国内外交流，引进国际顶级专家做客座

教授进行定期指导，如聘请国外优质专家做“紫江学者”

“荣誉教授”等。

3）强化对幼儿运动干预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是开

展专业化实践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幼儿运动干预领域

的研究多偏向于理论研究，系统、成熟的实证研究并不多

见。我国应不断拓展幼儿体育的国际学术视野，积极汲

取和应用国际幼儿运动干预的最新科研成果、尖端技术

和先进经验，提升学术研究能力，全方位激活对幼儿尤其

是特质幼儿运动干预的实证研究，加强对中国幼儿现实

身体活动状况、运动能力、身体素养的现状调查、分析及

干预等方面的探索，从而紧随当前国际幼儿运动干预研

究的最新发展趋向，为进一步开展基于证据的幼儿体育

专业化实践，继而从根本上服务我国幼儿健康发展提供

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国际幼儿体育研究领域补充中国数

据，提升新时代中国幼儿体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3 结语

在新时代的中国，幼儿体育发展事关幼儿全生命周期

的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关键一环，也是推进健康中国和体

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面对“不确定”的未

来挑战，当务之急是将科研成果应用到实践，尽快将对幼

儿体育发展的认识转化为行动力，这需要集政府、非政府

组织、社会和媒体等多方合力，用“确定”的努力为幼儿创

设能够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的运动干预项目。作为世界儿

童人口大国，新时代我国幼儿体育发展应以回应幼儿体

育实践需求为根本，以幼儿动作发育迟缓、体质下降等健

康问题为靶向，立足我国国情，结合国际实践经验和前沿

学术成果，以 FMS 为起点开展幼儿运动能力和综合能力

发展的一体化运动干预行动，切实推动我国幼儿体育在

整体上向国际“深水区”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储备健康成长的后备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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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arly Childhood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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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literature, expert interviews, 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examine and sort out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ldhood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nd analyze the coping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ldhood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ldhood physic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s ushering i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However, although early childhood physical education has taken some actions, its development thinking is relatively
chaotic and sluggish. It is facing the scientific guidance of the upper-level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at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educ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rgently needs to be systematically improved, and the gap between related
research and the international frontier level needs to be narrowed.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early
childhood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perfecting the top-down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expanding the layout of
crisscross sports intervention, and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and top professional service platform are the keys to eliminating the real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ports in the New Era. It is suggested that relevant leaders, kindergarten teachers, paren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n our country take the problem as the target, take the strategy as the reference, and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new business card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arly childhood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early childhood physical education; health governance; physical educ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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