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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别坐家中的小太阳》试讲稿

一、歌曲猜谜导入

小朋友们好，今天哆啦A梦从口袋里拿了一个神奇的东西：我是一个小宝贝，可以保护你。

下雨就来打打伞，天冷穿棉衣。每天记得看看我，不用再担心，天气冷热提前知，不怕刮风下

雪。（《小毛驴》）猜猜这是什么东西啊？（天气预报），真聪明，那我们怎样才能提前知道

天气呢？我们来一起看看哆啦 A梦的故事。

二、展开活动

1. 创设情境，初步感知

出示故事挂图，认识天气符号。

（1）今天是什么天气啊？晴天。机器猫也很喜欢晴天。看到了什么？（太阳公公笑了）

所以可以用太阳来表示。

太阳公公咪咪笑，晴天晴天最好找。画一画。（个别指导涂色）

（2）太热了，机器猫想要凉快一点，变！有什么变化？（太阳公公被云挡住了）因为他

用了这个卡片。（阴天）

乌云躲在白云后，

（3）机器猫还是觉得没有意思，又想变个天气！现在？（下雨了）他用了哪个神奇的卡片？

（拍手鼓励：小雨、中雨、大雨）

（4）下雨大家都不出来玩，什么样的天气才有意思？你们看，哪个卡片最有趣？（打雷、

下雪）（安全提示：打雷不能打电话、站在树下；下雪记得多穿衣）

2. 师幼互动，深入理解

（1）两个小朋友合作，机器猫一周的天气图。按照图片贴对应的天气宝宝，（看得仔细，

真是一对好搭档！）

这里贴的对不对啊？应该是阴天，你贴的是下雨天，你是不是喜欢雨天啊？说说为什么？

现在都贴对了吗？你们相互看看，都贴对了吗？

（2）那如果我们没有看天气预报，也没有哆啦 A 梦的神奇卡片。你怎么知道天气呢？看

视频，细心观察。

燕子 /蚂蚁 /鱼是怎么预报的？

朝霞姐姐（早上没睡醒，不高兴）、晚霞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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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一讲，边说儿歌边做动作：

燕子飞得低，赶快找雨具。

蚂蚁大搬家，大雨哗啦啦。

鱼儿水面游，雨水要淋头。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1234567，我们班的小朋友是第一！）

3. 迁移内化，想象创编（找朋友）

播放谚语儿歌，表演小动物，天气宝宝来找朋友。太阳公公来了，燕子高飞，蚂蚁慢走，

鱼水里游，云彩来了，太阳公公不见了，燕子低飞，蚂蚁搬家，鱼水面游，云彩多了，有闪电

了，下雨了，哗啦啦！（小脑筋真好用，搬得真快啊，小鱼真可爱。）下雪了：燕子不见了。

蚂蚁躲起来了，鱼藏在冰下面了。（懂得真多）（点点头，插插腰，你的表现可真棒 !）

4. 儿歌小结，音乐律动	

（1）今天你们都认识了哪些天气宝宝啊？（晴天、阴天、下雨、下雪）还知道了什么啊？

要多观察。还想知道更多关于天气的事。

（2）燕子飞得低，蚂蚁大搬家，鱼儿水面游，大雨哗哗哗。

大雪飘来了，全都不见了。

请你伸出左手，请你伸出右手，变成预报小超人，耶耶耶！

三、活动延伸：家园合作

老师请我们小朋友回家看看明天后天是什么天气，和爸爸妈妈说说你是怎么发现的。

幼教·《小猫钓鱼》试讲稿

一、音乐游戏导入

小朋友们好，今天呀，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首歌曲《小鱼竿》。现在，老师唱给小朋

友们听，好不好？

“我有一根小鱼竿，心里真欢喜。今天早上我带着它，想要去钓鱼。”

请小朋友们看看，老师的手里拿的是什么？对，鱼竿！你们想不想跟老师一起去钓鱼？你

们会钓鱼吗？不会，那先听老师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好不好？

二、展开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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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符合故事情节的图片一。请小朋友们仔细看看，你看到了什么？

原来，小猫准备跟着妈妈去钓鱼。

再仔细看看，他们准备去哪钓鱼？对，河边！所以是小猫跟着猫妈妈到河边去钓鱼。哪位

小朋友能完整的说一遍呢？

小朋友想一想，这个时候小猫的心情怎样？高兴、快乐、想笑 ......

对呀，你们看，小猫的眼睛都笑弯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幅图片，看看小猫和猫妈妈到了河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小猫

刚刚坐下就看到一只蜻蜓飞了过来。小猫扔下鱼竿，就跑去追蜻蜓了。

小朋友们，蜻蜓是怎么飞的，谁来模仿一下。

小猫有追到蜻蜓吗？没有。等小猫回来的时候，猫妈妈已经钓到了一条大鱼。

小猫能坐下来安心钓鱼吗？请小朋友们猜一猜。

我们接着看第三幅图片。小猫坐下来没多久，一直蝴蝶又飞了过来。蝴蝶漂亮吗？你喜欢

蝴蝶？蝴蝶是怎么飞的？

对呀，小猫也喜欢蝴蝶，所以它又追着蝴蝶跑出去了。它追呀追呀，蝴蝶飞远了，小猫只

能空着手回来了。这时候，妈妈又钓到了一条大鱼。

看看接下来会怎样。小猫问妈妈：“为什么我钓不到鱼呢？”小朋友们说说，小猫为什么

钓不到鱼。

吗呀，妈妈说：“钓鱼要一心一意”

后来小猫听了妈妈的建议，终于钓到了鱼。

三、启发提问，巩固提升

我们小朋友是不是也会像小猫一样做事不专心啊？那我们来向小猫学习做一个一心一意的

好宝宝，好吗？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首儿歌，咱们来听听吧。

小花猫，真淘气，跟着妈妈去钓鱼

追完蜻蜓追蝴蝶，跑到东来跑到西

小花猫，有志气，一心一意来钓鱼

坐在小河边，终于钓到了大鱼。

现在，咱们唱着儿歌，一起去区域角，到那里去做一心一意的乖宝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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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去年的树》试讲稿

一、导入

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首好听的儿歌，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会唱，就

是《小燕子》；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

师：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二、新授

师：今天我们班来了两个新朋友，这两位新朋友就是小鸟妹妹和大树哥哥；大家想不想认

识他们啊？好，那我们就请，小鸟妹妹和大树哥哥出来好不好！

师：那大家想不想听，小鸟妹妹和大树哥哥之间的故事啊？恩，那老师现在就讲一讲，小

鸟妹妹和大树哥哥之间的故事。

师：小鸟妹妹和大树哥哥是一对好朋友，小鸟每天都站在树上，给大树唱歌，“小燕子，

穿花衣……”，他们每天都很开心。

师：小朋友们，现在老师要考考你，大家来看这一张图片，左边是一幅图片，右边是一个

字，我们看着图片，来猜猜这个是什么字，好不好？恩，左边是一棵大树，右边是树字；

师：你太聪明了，老师要奖励你一下，金咕噜棒，银咕噜棒，你是宝宝，你最棒。

师：那老师现在接着讲故事，现在冬天来了，小鸟妹妹要飞到南方去过冬了，大树哥哥很

舍不得的说：“小鸟，小鸟，明年春天你再回来给我唱歌，好不好？”小鸟妹妹高兴的答应了。

师：过了好久，春天到了，小鸟妹妹从南方飞了回来，可她却找不到大树哥哥了，大树哥

哥去去哪了呢？小朋友们，你们来猜猜大树哥哥去哪了？恩，大树哥哥，被工人给砍倒了。

三、迁移内化

师：那小朋友们，小鸟找不到大树哥哥，是不是特别的伤心啊，那小朋友们，你们想个办

法让小鸟开心起来，好不好？

师：恩，我们再去给小鸟妹妹种一棵树；大树哥哥，明年又会发芽，到时候小鸟妹妹和大

树哥哥就能够再见面了。

师：小朋友们的想法都非常好，你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四、深化拓展

师：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把自己想的去区域角把他们画出来，好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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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火车开呀开，开到区域角！

以上是我的试讲，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幼教·《数鸭子》试讲稿

一、小黄鸭来啦

师：小朋友们，老师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伙伴，你们想不想知道是谁来到了我们的教

室啊？

师：好，你们都想知道啊。仔细看好了，老师现在要变身为魔术家，为大家变出好东西来。

（哒哒哒，从身后拿出一只小黄鸭玩具），你们看这是什么呀？

师：是的，是一只可爱的小黄鸭，那你们想和小黄鸭玩吗？都想啊，老师待会呢，就教大

家唱一首《数鸭子》的儿歌，你们要好好学哦，待会表现最好的小朋友，老师就把这只小黄鸭

送给他好不好？

师：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一首非常好听的儿歌《数鸭子》。

二、学唱《数鸭子》

师：小朋友们，老师先给你们唱一遍这首儿歌，你们看看好不好听呀。（教师唱）

师：好，你们都说很好听，那你们想不想也和老师一起听听呢？都想啊，那我们开始学唱

这首《数鸭子》。

师：要会唱这首歌呢，首先要会歌词，那我们先来学会这首儿歌的歌词（播放视频，逐句

教歌词）。这首儿歌讲得是什么呀？有哪位小朋友愿意来回答一下？

师：第一排的这位小女生你来说一说。她说，是一群小伙伴在在大桥下数鸭子的故事。你

概括得真准确，老师奖励你一个大拇哥。

师：那现在呢，我们都学会了歌词。现在我们就跟着音乐一起唱儿歌吧（跟着视频，逐句

教唱儿歌）

师：好，小朋友们都唱得很不错，那现在，你们跟着老师一起一边唱歌一边加上动作和手

势哦！（教师示范，边唱，边加手势、动作）

师：好，我们再来唱一遍这首儿歌。现在呢，老师想和你们玩一个游戏，待会老师唱一句，

然后你们要接着唱下一句哦，我们开火车的形式，看哪位小朋友唱得又快又准。（填鸭式玩游

戏，唱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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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玩游戏，数鸭子

师：现在，老师开始弹钢琴，你们要跟着老师的琴声唱《小鸭子》哦。（教师弹钢琴伴奏，

幼儿一起唱儿歌）

师：老师看到你们这首歌都已经唱得很好了，现在呢，老师就请你们自己来玩开火车的游

戏。请从你开始（第一排第一个），你先唱第一句，接下去的小朋友就唱下一句。（开火车游

戏唱歌）

师：你们表现得都不错，都唱得很棒。我们来表扬一下自己吧。小手转一转，你棒，我棒，

大家棒。

师：现在老师这边有很多小鸭子的头饰，我想请几位小朋友上来给大家表演一下，记住要

一边唱一边加上动作哦！（幼儿上台边唱歌边表演）

师：你们都表现得很棒。老师真心为你们高兴。今天呢，我们学了一首很好听的儿歌《数

鸭子》，老师希望你们回去之后，把今天学到的这首歌唱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听，好不好？

幼教·《可爱的蛋壳娃娃》试讲稿

一、我们是小画家

师：小朋友们好，你好，你好，你们好！

师：小朋友们，今天是画画的日子，跟着老师一起来唱一唱《小画家》歌吧。

我是一个小画家，绘画本领强。

我要把那新房子画得很漂亮，

画了房顶，又画窗。画笔飞一样，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变了样。

师：小朋友们，大家今天想画什么呀？

师：嗯，（小娃娃，小动物 <小猫 >、小植物 <荷花 >），大家想画的东西真多！

师：今天咱们幼儿园来了一群新朋友，他们明天要参加鸡妈妈的生日会，他们想让大家给

他们画一件漂亮的衣服，这样他们能穿着漂亮的衣服参加鸡妈妈的生日会。大家想不想帮助他

们呀？

师：小朋友们真有爱心啊！老师真为你们骄傲。

二、鸡蛋宝宝做游戏



-7-

师：鸡蛋宝要跟大家做个小游戏，老师讲一下游戏规则。

（出示鸡蛋和注射器，老师示范制作，一边示范一边讲解规则）

师：首先，我们要用注射器的针头扎破鸡蛋的底部，把蛋清、蛋黄吸出。

师：做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弄伤自己，也不要弄坏蛋壳。

师：然后，我们要把细沙装到蛋壳里，把鸡蛋底部的开口封好。

师：大家看清楚了吗？

师：大家观察的真认真。

师：现在，每个小朋友到老师这里领鸡蛋宝宝和注射器。

师：排排序，领宝宝，你一个我一个。

师：现在开始做吧。（个别指导）

师：小朋友们做得真不错。

三、我画的衣服

师：大家说一说你想给鸡蛋宝宝画什么衣服？

师：现在大家用彩笔画出鸡蛋宝宝的衣服吧。

师：小朋友们的想象真丰富。

师：大家把自己的鸡蛋宝宝都拿到我们的展示台上。

师：我们看一看小朋友们谁画得好？

师：你最喜欢谁画的鸡蛋娃娃衣服？

师：每个小朋友都画得很好。老师给大家奖励个大拇哥。

师：今天小朋友们表现得都很好，回家以后给爸爸妈妈说说自己画的蛋壳娃娃的故事吧。

幼教·《走丢了怎么办》试讲稿

一、小白兔歌曲

师：小朋友们好，你好，你好，你们好！

师：今天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讲故事之前，跟老师一起唱《小白兔》歌曲吧。

师：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跑起路来真叫快。

师：小朋友唱得真好听，比老师唱得都好听。

二、豆豆走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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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今天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小朋友叫豆豆，特别想一个人回

家。有一天，爸爸妈妈还没下班，她就一个人回家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她找到家了吗？

播放视频一，豆豆迷路了。

师：小朋友们，豆豆怎么了？

师：对，豆豆哇哇大哭，她找不到妈妈了。

师：她找不到妈妈，怎么办了？

师：自己乱走，还跟着陌生人找妈妈。

师：大家觉得豆豆跟着陌生人走，对不对？

师：不对，为什么？

师：这个小朋友说得很对。妈妈说不要跟陌生人走。

播放视频二，草莓兔出现了，帮助豆豆赶走陌生人，告诉豆豆陌生人危险。

师：草莓兔好不好呀？

播放视频三，豆豆在草莓兔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师：草莓兔告诉豆豆怎么找妈妈啊？

师：打电话、找警察、原地等大人。

师：大家猜一猜，豆豆找到妈妈了吗？

三、走丢了怎么办

师：好了，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老师想问问大家，小朋友们出门都和谁一起呀？

师：有没有人自己一个人出门过？

师：那你认识回家的路吗？

师：有没有走丢过？

师：如果迷路了，你知道哪些办法？

师：对，草莓兔告诉大家要打电话、找警察、原地等大人。

师：如果走丢了，大家还知道哪些方法？

师：小朋友们真聪明，我们还可以每天在自己的脖子上挂地址牌。

师：每次自己一个人走的时候，可以一边走一边做路标，这样如果走丢了，就可以原路回去。

师：小朋友想不想扮演一下豆豆走丢的故事啊？

师：我们分两组，每组的小朋友一个扮演豆豆，一个扮演陌生人，一个扮演草莓兔，其他

的小朋友扮演路人。

师：我们比一比哪一组的小朋友扮演得好！

师：嗯，两组的小朋友都表演得不错，老师奖励给大家每人一朵小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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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家今天都知道小豆豆走丢的故事了，回家给爸爸妈妈讲一讲豆豆的故事吧，问一问

爸爸妈妈走丢了还可以怎么办。

幼教·《多吃蔬菜身体棒》试讲稿

一、音乐游戏导入

小朋友们好，今天呀，老师想送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首歌曲《我爱蔬菜》。现在，老师唱

给小朋友们听，好不好？

“我们爱蔬菜，我们爱蔬菜，多吃蔬菜身体棒，多吃蔬菜身体棒！”

老师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因为呀，老师今天早上去菜市场买了一篮蔬菜，请小朋友们看

看，老师的都买了什么？有大白菜、土豆、胡萝卜。

二、通过故事，展开活动内容

老师最爱吃蔬菜了，因为多吃蔬菜身体棒。可是呼噜猪不爱吃蔬菜，只爱吃肉，所以它长

的越来越胖了，行动都不方便。我们千万不要像呼噜猪一样，变成一个大胖子。那你们喜欢吃

蔬菜吗？为什么呢？

哦，因为妈妈告诉你，多吃胡萝卜，眼睛会变亮。你妈妈可真厉害！

好，你呢，你爱吃西红柿，因为很甜。

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的蔬菜宝宝，他们像健康小卫士一样保护着我们的身体，那咱

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呈现 PPT，引导幼儿认识常见蔬菜。

现在老师有个问题要问小朋友们了，你们知道这些蔬菜应该怎么吃呢？老师已经把蔬菜宝

宝的图片放在小朋友们的椅子下了，现在老师邀请你们给这些蔬菜宝宝找到家，好吗？老师这

个绿色的筐里可以用来装生吃的蔬菜，这个红色的筐是用来装炒熟了才能吃的蔬菜，现在请小

朋友们动起来，帮自己手里的蔬菜宝宝找到家吧。

这几位小朋友遇到了难题，咱们问问他们怎么了。

哦，原来他们说西红柿能生着吃，也能煮熟了吃，所以他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个筐里。这

位拿黄瓜的小朋友，你呢？

老师提前准备了一个筐，专门用来装能生吃也能煮熟了吃的蔬菜的，你们的蔬菜宝宝是不

是找到家啦。

三、巩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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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老师邀请小朋友们做“小画家”，请你画一画你最喜爱的蔬菜好吗？小手动起来吧 !

小朋友们都画完了，你们看这位小朋友画的胡萝卜是不是很好看，那请你说说，你为什么

喜欢吃胡萝卜。原来，妈妈说，多吃胡萝卜对眼睛好。

那位小朋友画得是西红柿。哦哦，多吃西红柿对皮肤好。

老师看了看，小朋友们都那么喜爱吃蔬菜，而且画得真棒！

请小朋友们把自己的作品贴到我们区域角的墙壁上，好吗？以后呀，咱们都要多吃蔬菜，

这样，身体就能棒棒的！

幼教·《吃饭的学问》试讲稿

一、导入

师：小朋友们，老师今天给大家唱一首好听的儿歌，好不好！

师：“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跺

跺脚啊，常做深呼吸，学爷爷碰碰跳跳我也不会老”

师：小朋友们，大家来想一想，说一说怎样才能拥有健康身体；

师：嗯，对，我们要经常做运动；要多吃蔬菜；要按时吃饭；

师：小朋友们说的都太对了，那我们怎么吃饭呢？小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自己吃饭啊？

二、讲故事，展示图片

师：小朋友们，大家看着这几张图片，老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大家想不想听，好不好？

师：嗯，小朋友们，竖起耳朵，仔细听哦！

师：动物园里召开了一场聚餐活动，很多小动物都来参加了这次活动，有小猪、小狗、小

猫咪、小兔子，大家都非常开心；终于到了吃饭的时间；

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幅图片，小猫咪和小狗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小狗正在边吃饭，边说

自己的高兴事，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哈哈大笑；突然，小狗捂着喉咙，说不出话来了，大家快

来想想，小狗是怎么了？

师：小狗岔气了；小狗卡住了；

师：对，小狗不该吃饭的时候大声说笑，所以他被卡到了。

师：我们再来看第二幅图片，小猪正在很高兴的吃着东西，他太饿了，所以吃的特别多，

你看到一口吃一块热腾腾的包子，一口又咬了一口冰激凌；吃着吃着，小猪，捂着自己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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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呜的叫了起来；小朋友，大家来想一想，小猪怎么了？

师：嗯，小猪也卡到了；小猪吃的太多，撑到了；小猪，一会吃热的，一会吃冷的，妈妈

说，热的和冷的不能一块吃；

师：小朋友们，说的真好，我们不能把冷的和热的在放在一块吃；

师：小朋友们，吃饭结束了，这个时候，老虎大叔，想展示一下自己强壮的身体，所以，

他又蹦又跳的表演了起来，突然，这个时候，老虎大叔也嗷嗷的叫了起来！小朋友们，我们再

来想一想，老虎大叔，是怎么了？

师：恩，他跳的太快了；他不该吃完饭就表演；

师：小朋友们，说的都很好，大家要记住，吃完饭，不能立即就运动；

三、迁移内化

师：小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不是知道了很多小知识啊，谁说一说，我们今天都知道了什么？

哦，吃饭的时候，不能大声说话；不能一边吃热的，一边吃冷的；吃完饭后，不能马上行动；

四、拓展延伸

师：小朋友们，老师，现在给你唱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师：你拍一，我拍一，吃饭时候不要笑；你拍二，我拍二，吃完饭后不要跑；你拍三，我

拍三，冷热食物分开吃；你拍四，我拍四，这样肠胃才会好。

师：小朋友们，今天玩的开心吗？我们回家把这首好听的儿歌唱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听，让

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有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幼教·《运动会》试讲稿

一、活动导入，激发兴趣

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请大家来听一段声音，请你们猜一猜这里面的人们在做什么，好

不好？

师：非常好，那就请小朋友们坐好，竖起你们聪明的耳朵仔细听咯。老师开始播放啦。（模

拟打开录音机的动作）

师：好了，录音播放完了，小朋友们，你们从里面听到了什么呢？

师：后面蓝色衣服的小朋友，你说听到了有人说“马上开始跳高比赛”

师：听得太认真了，真棒。

师：还听到什么了呢？哪位小朋友愿意给我们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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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中间穿花裙子的女孩，你说还听到“跑步比赛，阿狸第一名”

师 :你太棒了，都听出了阿狸是第一名，你会替阿狸高兴吗？

师：小朋友们，你们还听到什么呀？

师：前面粉红衣服的小朋友，你说听到了很多人在喊“加油”。

师：说得太好了，那这些人是在为谁喊“加油”呢？

师：我看见很多小朋友在摇头，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儿歌，大家就会知道这

些人是在为谁喊“加油”，你们想不想知道啊？

二、故事讲解，活动展开

师：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听一首儿歌《运动会》，请你们竖起聪明的耳朵仔细听听。

师 :好了，我们听完了儿歌，你们喜不喜欢听啊？

师：大家都在点头啊，谁能告诉我这首儿歌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师：前面那位小朋友，你说讲的是一场热闹的运动会。

师：好了，小朋友们，我们再来听一遍。

师：小朋友们，这一遍听完了，你们一起告诉我，有什么比赛运动啊？

师：大家说得非常正确，跳高和跑步，大家声音非常响亮，请给自己一些热烈的掌声

师：现在呢，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好不好？

师：“运动会，真热闹，场边做做热身操”，小朋友们读得非常棒。

师：实际上啊，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做热身操，这样做就可以保护自己的

身体。

师：现在请小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做做健身操：手叉腰，小脑袋，前三下，嗒嗒嗒，小脑

袋后三下，嗒嗒嗒，宝宝健康，我最棒。

师：做得非常好，小朋友们学会这个操了吗？

师：现在小朋友跟着我读另外一句“比赛跑，比跳高”。

师：恩恩，这一边大家读得非常齐。现在请小朋友看看图片，你们看看都有谁在跳高啊？

师：第二排那个眼睛亮亮的男孩，猪妈妈、小猴子和鱼小狸在比谁跳得更高呢？

师 : 说得非常好，他们都非常高兴地跳高，我们在跳高的时候啊，一定要在爸爸妈妈的陪

同下，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安全。

师：说完了跳高，我们再一起看看，赛跑运动，都有谁参加啊？小朋友在图片里面找一找。

师：右边扎马尾辫的小朋友，你说看到了阿狸、兔宝宝和可爱猪在比赛跑步？

师：那你说说，谁跑得最快啊？

师：阿狸跑得最快，兔宝宝在阿狸后面，可爱猪跑得最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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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那最后谁赢了比赛？大家一起告诉我。

师：阿狸，他是跑步高手，所以他赢了比赛，

师：那最后谁输掉了比赛啊？一起告诉我

师：可爱猪，因为他平时不爱运动，所以小朋友们平时要多多参加运动哦。

师：小朋友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师：第三排的那位小女孩，你说阿狸获得第一名的奖杯，亮晶晶的非常漂亮。

师：非常棒，小朋友们，要是你来给阿狸颁奖，你会送什么奖品给他呢？

师：鲜花、漂亮的画、自行车、电视……

师：大家都非常热情，谢谢大家送给阿狸这么多礼物。

师：但是啊，我们的阿狸赢得比赛啦，也要继续努力哦，不能骄傲。

师：那么可爱猪现在怎么样了呢？

师：他没有赢得比赛，猪妈妈在安慰可爱猪，小朋友非常聪明，如果你是猪妈妈，你会怎

么安慰可爱猪呢？

师：第一排的紫衣服的，你会说 ,可爱猪，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师：谢谢你的鼓励，即使可爱猪没有得奖，听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师：第三排的小朋友，你会怎么说：可爱猪，没有关系的，下次你要好好努力。

师：恩恩，小猪猪会感谢你的。

师：小朋友们，可爱猪他不会不开心的，所以呀，我们来读一下儿歌后面的两句，你们跟

我一起来“败了不灰心，胜了不骄傲，大家来比赛，看谁夺锦标”。

师：小朋友们，我们的可爱猪虽然败了，可他有没有不开心啊？

师：没有，他仍然很开心。说得非常好，所以呀，我们败了不灰心。

师：阿狸最终赢得比赛，但是我们也要继续努力，是不是，所以呀，胜了不骄傲。

三、活动结束，拓展延伸

师：小朋友，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呢？谁能告诉老师一下？

师 :非常好，我听到了小朋友们说了，你们学习了运动会。

师：那么，这次运动谁赢了？谁输了？

师：阿狸赢了赛跑比赛，可爱猪最后一名，而且猪妈妈还安慰了可爱猪。

师：我们的小朋友们都非常认真，学得非常棒，大家再给自己一些掌声。

师：活动结束后，请同学们自己想一想怎么去安慰可爱猪，你会说什么？

师：好了，我们今天的活动结束了，我们做做放松健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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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跳过小河》试讲稿

一、热身导入

小朋友们，大家好！（打招呼手势）今天我要带领大家玩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它的名字

呢就叫做《跳过小河》，想不想玩，好，都想玩，真棒！在玩之前呀，我们先来玩一个热身小

游戏。（播放《健康歌》）教师开始做律动。

二、讲解规则，示范练习

小朋友们做的真棒，今天的游戏小朋友可要认真听，首先，你们要扮演一只热心小青蛙。

森林里许多小动物都想要河对岸的果子，可是只有小青蛙才能过河，大家纷纷向小青蛙运输队

求助。运输队有红的、黄的、橙色的，我们要比比看，哪一只队伍的小青蛙跳得最快！要到河

对岸啊，可不是那么简单！黄色的小青蛙负责摘黄色的果子，也只能跳在有黄色圆点的荷叶上。

红色的小青蛙负责摘红色的果子，也只能跳在有红色圆点的荷叶上。橙色的小青蛙负责摘橙色

的果子，也只能跳在有橙色圆点的荷叶上。摘好果子记得再跳回来送给小动物们。

在游戏之前呀，老师来教教大家如何正确的跳跃和正确的连续跳，大家注意看。

三、游戏巩固

现在呀，我要将全班小朋友分为 3 组，好的，那你们就是草莓组、你们是香蕉组，还有你

们是橘子组。好的，现在分好组了，老师这里有红色、黄色、橙色的头饰，你们说该怎么分呢，

小明你来说，哦，你说按照三个水果的颜色来分呀，真棒，那你具体说说怎么分，哦，红色给

草莓组，那么黄色呢，噢，给香蕉组，那么大家一起来说橙色应该给谁？橘子组，大家回答的

真棒。对颜色认识都非常的熟练。好的，现在三组小朋友们分别站好队伍，听我口令，预备，

开始。

小明你要注意两脚同时向前跳。

小红你要注意连续跳不要太着急，要不容易摔倒哦。（真实模拟指导）

四、放松活动

小朋友们今天的表现都非常的棒，我们来表扬一下自己，小手转一转，你棒，我棒，大家

棒。运动结束别忘了做什么？对了，放松运动，小朋友们跟着老师一起来做。

“小雪人”：小雪人的头融化了（带领幼儿一起扭动头部），小雪人的手臂融化了（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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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放松手臂），小雪人的腿融化了（全体幼儿蹲下身来）。

五、活动延伸

今天小朋友们表现的都特别棒，老师希望你们回到家能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跳过小

河的游戏好不好，恩，真棒！

幼教·《彩云和风儿》试讲稿

一、开始部分（导入）---谈话导入：

嗨，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天上都有什么吗？（太阳、星星、月亮、云彩）

今天老师把天上的一样东西带到我们班了，小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吗？可以猜一猜。（把云

彩图片藏到身后），噔噔噔 ...... 出示云彩图片。

小朋友们，你们说一说你看到的云彩都是什么样子的呀 ?（云彩是红色的，有的白白的，

像我吃的棉花糖一样）平时看到的云会动吗？（会；不会）

讨论：那么是谁让云彩变了呢？（让幼儿知道天空中有风，风一吹白云就会移动）

二、基本部分

1. 初步欣赏作品。

今天老师就带来了一首好听的关于云彩的散文诗，我们来听听云彩都变成了什么。

风儿让谁变了样？风儿是怎样让云彩变样的？（大家一起学做吹的动作）

2. 理解体验作品经验，结合教具提问：

吹呀吹，云彩变成了什么呀？（小白船）小白船是怎样往前行驶的呢？谁来学学小白船漂

在海里的动作？（竖起桅杆、扬起风帆）

云彩还变成了什么呀？是不是大狮子呢，大家一起来看看。（变出狮子）这只狮子是怎么

样的呀？（幼儿模仿狮子拱起身子、张开大嘴的样子。）

最后，风儿还把云彩变成了什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胖娃娃呀？她在干什么呢？

3. 迁移内化作品经验。

那我们一边朗诵、一边用肢体语言来表演吧！分组表演：男孩子来当云彩，女孩子来当风

儿进行表演。（第二次角色互换）

4. 想象创编故事作品。

有趣的云彩除了可以变小白船、大狮子、胖娃娃以外，还可以变成什么呢？开动小脑筋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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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来想一想。（大象、小狗等等）小朋友说的可真好，我们一起把它编到诗歌里吧。

三、结束部分

这么有趣的云彩，这么好听的诗歌，可是还没有题目呢，我们一起来取个好听的名字吧。

四、活动延伸：

诗歌里的云彩这么有趣，我们一起到外面看看天上的云彩都变成了什么。

幼教·《如果我会飞》试讲稿

一、开始部分（导入）：实物导入，出示翅膀，激发幼儿兴趣

师：小朋友，今天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神秘的礼物，看，是什么？没错这是一对天使的

翅膀，它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只要它碰到你，你就能飞起来。（互动）现在，你们都能飞了，

让我们一起飞翔吧 !

二、基本部分

1. 初步欣赏作品。

老师这边有一首儿歌，儿歌里就飞到了好多地方，我们一起来听听吧！儿歌中的小朋友飞

到了好多地方啊，如果你能飞，你要飞到哪里？

2. 理解体验作品经验。

师：如果我能飞，如果我能飞，我要飞到哪里呀?（边飞边提问）我们一起飞，如果我能飞，

我要飞到蓝天上。看我们又飞到哪里啦？没错，如果我能飞我要飞到大海上。诶，你看飞过了

大海又来到哪里啦？一起飞吧，如果我能飞，我要飞到森林里 (两遍 )。

小结：刚才，我们都飞到哪里啦！让我们用好听的话讲出来，如果。。。。

师：那小朋友们，如果你飞到了蓝天里你可以变成什么呢？（月亮、飞船、小鸟）哇！真

厉害，看我变成了什么？（小星星）那你猜猜，它在干什么？我们来看看（发光）用一个好听

的次说：闪闪发光（配上动作），你们想变成星星吗？（想）我们一起来飞如果我能飞，我要

飞到蓝天上，变成一颗小星星，闪闪发光。

刚才，我们还飞到了大海上。到了大海上你要变成什么呢 ?（潜水艇，小鱼，海马）看我

变成什么？（浪花）那它在干嘛？（翻滚，滚来滚去，跳舞）用一个好听的词来说翩翩起舞。

我们来跳舞吧：如果我能飞，我要飞到大海上，变成一朵小浪花，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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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飞到了森林里，你要变成什么呢 ?（老虎，兔子）看看我变成了什么？小鸟他

可开心了，你猜他在干什么？（跳舞，飞）他在快乐歌唱！让我们变成小鸟如果我能飞，我要

飞到森林里，变成一只小鸟儿，快乐歌唱。

现在老师把翅膀编到一首好听的儿歌里，让我们来听一听，念一念吧。（师幼共同跟课件

念儿歌）

3. 迁移内化作品经验。

老师为大家准备了天空、森林、大海，请大家把它们打扮的更美些吧。现在让我们插上天

使的翅膀，念出好听的儿歌。（师生共同布置 " 蓝天 "、" 大海 "、" 森林 " 三个场景，教师和

幼儿共同朗诵、表演儿歌 )

4. 想象创编故事作品。

小朋友们表演的真棒呀，那如果你能飞，你还想飞到哪里去 ?变成什么呢？

三、结束部分

师：老师听到有小朋友想做快乐的天使，那就让我们做一名快乐的小天使，飞到自己想去

的地方吧！ (播放舒缓音乐，旋转跳舞 )

四、活动延伸

小朋友们真棒，回到家中给你的爸爸妈妈表演儿歌，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快乐的小天使们

一起去喝水吧！

幼教·《交通标志》试讲稿

一、开始部分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玩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播放视频“刚

才你们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我听到有的小朋友说的很清楚，发生了交通事故，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幼儿回答。

二、基本部分

“刚刚的视频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为了不让刚才看到的惨剧在我们的身边发生，我们应该

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交通标志和交通规则吧。

播放红绿灯图片。“马路上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信号灯，你们在哪些地方看见过红绿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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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表示什么？绿灯表示什么？”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找到了哪些标志？

“老师也找到了一些标志，你们认识吗？这些标志告诉我们什么呢？”

小朋友们仔细看看这些交通标志，它们都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引导幼儿从形状、颜色等

方面重点观察和讲述。）

小结：警告标志是三角形，黄底黑边，黑色图案，警告驾驶人员注意前方路段存在的危险

和必须采取的措施。禁令标志是圆形，白底红边，红斜杠黑色图案，表示对车辆加以禁止或适

当限制的标志。指路标志是长方形，蓝底白字和白色图案，是用于指路的指示牌。

“通过视频和我们刚才的观察，我们都知道交通规则很重要，只有我们都去遵守它，道路

交通才会变得有序，才不会出交通事故。交通标志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都应

该认真服从这些交通标志。”

“小朋友们知道了这么多的交通标志，我们一起来制作交通标志旗吧。”

幼儿分组制作游戏棋。

“小朋友们的小手可真厉害，我们一起来玩我们自己制作的交通旗吧。”

棋类游戏活动：我是文明小司机

听好老师的游戏规则：“4 个小朋友一组，分别“驾驶”红、黄、蓝、绿小汽车。根据投

掷骰子上面的点数和前进或后退的标志图行驶，第一个到达终点的获胜。小朋友选好自己的颜

色站好啦。开始！”

三、结束部分

“小朋友们刚刚的表现可真好，在游戏中我们有很多的文明小司机，下面我们发“文明小

司机”奖状，请我们的文明小司机站好队。”

四、活动延伸

“孩子们，我们学了这么多交通标志，和爸爸妈妈也找过一些标志，今天回家之后把学的

交通标志小常识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吧。”

幼教·《我是小帮手》试讲稿

一、开始部分

请幼儿猜谜语，引出课题

“小朋友们大家好，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小谜语，大家来动动自己的小脑袋想想是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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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眼睛，白衣裳，尾巴短，耳朵长。”

“小朋友们真棒，猜的又快又准，对了是小白兔，今天老师还带来一个关于小白兔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要竖起小耳朵仔细听呀。”

二、基本部分

听老师讲故事，幼儿参与互动

“孩子们，故事听完了，故事里都有谁？”“有的小朋友说他听到了有兔妈妈和兔宝宝。

这边还有一个小朋友说有小猴子”

“小耳朵听的可真仔细，那故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小猴子对小兔说了些什么 ? 他是怎么

帮助小兔的？”引导幼儿学习故事中的对话，模仿帮助别人的动作。学说：“我来帮助你，谢谢”

“刚刚这个小朋友说小猴子帮助小兔子，还听到小兔子说谢谢。他说的可真完整，我们一

起来表扬表扬他吧。”“棒棒你最棒。”

“孩子们，通过故事，你觉得小猴子好吗？他好在什么地方？”请不同幼儿回答。

“如果你的小伙伴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你会怎样做？”“你说你会和小猴子一样来帮助

他是吧，真是个有爱心的好孩子。”

“你是怎样关心同伴的？你帮助别人以后，心里感觉高兴吗 ? 接受过别人的帮助和帮助过

别人吗？”

引导幼儿进行小结：遇到困难时应该及时提供帮助，帮助别人也会给自己带来快乐。

根据教师讲述的故事，幼儿两人一组带上头饰进行情景表演。

三、结束部分

“今天小朋友们表现得真好，既懂礼貌又乐于助人。老师来请大家一起来跳支快乐舞吧！”

四、活动延伸

家园共育，“小朋友们今天从小猴子身上学到帮助他人可以让自己也快乐，回家和爸爸妈

妈分享，并帮爸爸妈妈做点事情来感受一下。”

附：故事

有一天，兔妈妈让小白兔去采蘑菇，小白兔蹦蹦跳跳的上山坡跑去，“诶呀”小白兔摔倒

了，它哭了起来“呜呜呜呜，好疼啊？”这时候小猴子看见了，赶紧上前问：“小白兔，你怎

么了？”小白兔不理它还再哭，小猴子摸摸小白兔的头继续说：“你怎么了？我来帮助你吧？”

小白兔抬起头说：“我摔倒了，我的腿好疼啊”小猴子看了看说：“你在这等我，我一会就回

来 . 飞快的跑回家取来了医药箱，飞快的跑到小兔子身边，拿出棉签，药水，纱布。帮小白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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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扎好伤口。小白兔笑了：“谢谢你，小猴子”小猴子扶着小白兔一起回家了。

幼教·《我的好朋友》试讲稿

一、开始部分

“小朋友们，还记得我们上节课学的《找朋友》歌曲吗 ? 那我们一起唱唱吧！”找呀找呀

找朋友 ......“小朋友你们有自己的好朋友吗 ? 赶紧和自己的好朋友握握手，接下来那我们

来玩一个关于好朋友的游戏吧。”

二、基本部分

“老师今天带来的游戏名字叫《找朋友》，小朋友们看这边，我们的照片墙，一会儿老师

找一个小朋友过来找一张你好朋友的照片藏好，然后老师请是这位小朋友的好朋友站起来，接

着老师出示照片，看看是哪位小朋友才是被这位小朋友选出的。然后再让这个小朋友来说一说

他的好朋友。我们开始吧。”

“你的好朋友名字叫什么，长的什么样子的？他喜欢吃什么？玩什么？你们多长时间见一

面呢？你为什么喜欢他呀？你们有没有吵过架呀？如果你和你的好朋友有一天吵架了你会怎么

做呢？”。分别进行提问，让幼儿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回答，老师找几个小朋友玩，并让孩子

说一说自己的好朋友。每个幼儿回答一到两个问题。

“小朋友们说的都太好了，老师也认识一对好朋友，他们玩的可好了，可是后来出了一些

不好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观看视频《雪孩子》，引导幼儿珍惜友情。

“小朋友们，视频看完了，视频中雪孩子和小白兔是不是好朋友？兔妈妈出去了，小兔子

在屋里出现了什么危险？”“你说屋子着火了，那是谁救了小兔子？”

“对了是雪孩子。最后雪孩子怎么样了？”她化成水了，没有了。

“孩子们，视频中的雪孩子勇不勇敢？那我们要不要学习雪孩子的勇敢，如果我们的好朋

友需要帮忙的时候要不要去帮助他？”

“这么多的小朋友都说要，你们都是勇敢和有爱心的小朋友，给自己一个大大的鼓励吧。”

棒棒我最棒。“那如果你和你的好朋友吵架了，你能不能原谅他呀？”（能）“对了好朋友之

间要相互体谅，相互帮忙。”

“孩子们，我们刚刚学习了这么多，告诉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好朋友，即使有争吵，也要不

离不弃，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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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束部分

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关于自己的好朋友，那现在想想自己的好朋友的样子，画一张画像给

你的好朋友当做礼物好不好？老师给你们一人准备了一张画纸，大家开始画你们的好朋友吧。

画好了记得把它送给你的好朋友！现在大家都把自己画的好朋友送给你的好朋友吧！

四、活动延伸

播放音乐《找朋友》，小朋友们跟随音乐找到自己的好朋友，一起跳跳舞，唱唱歌，抱一

抱吧！小朋友们，晚上回到家中给爸爸妈妈说说你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