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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游戏论

考试-知识点押题资料

（★机密）

第一部分

游戏是发生于一定情景之中，外部有可观察的行为表现，内部有特定心理体验的儿童主动

自愿、自主自由的活动。

一、儿童游戏的本质观

1、游戏的生物生本质观的基本观点:肯定儿童的生理性机制及功能在游戏中的作用。

2、社会性本质观:

(1)此观点由前苏联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首先提出，坚持社会性本质观是前苏联游戏理论的特

征。

(2)我国教育百科全书中游戏的概念:游戏是儿童运用一-定的知识和语言，借助各种物品，

通过身体运动和心智活动,反映并探索周围世界的一种活动。这是一种社会性本质观。

(3)对社会性本质观的评价:这种游戏本质观容易导致:“游戏仅仅被作为获取大纲要求所规

定的知识的补充教学手段，教师常常像组织作业那样领导幼儿的游戏。”

(4)教育家杜威的游戏本质观。

二、学前游戏的基本特征

1、了解我国的对学前游戏基本特征的认识(简答):

一、游戏室儿童主动的资源的活动;

二、游戏是在假想的情景中反映周围生活;

三、游戏没有社会的实用价值，没有强制性的社会义务，不直接创造财富;

四、游戏伴随着愉悦的情绪;

2、理解纽曼的游戏特征学说。如控制:内控与外控;真实;动机: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组曼

提出，用控制、真实性和动机这三种指标来确定一种活动是不是游戏。

游戏的特征是内部控制、内部真实、内部动机(填空)

动机可疑分为“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填空)

三、学前游戏的结构要素

1、学前游戏的结构: 

(1)外部可观察的行为因素:表情、动作、言语、材料(玩具)等外显行为。(填空)

角色扮演是一种特殊的游戏动作，是儿童以自身或他物为媒介对他人或他物的动作、行为、

态度的模仿，也可以说是一种象征性动作。(名词解释)机能性角色:这是儿童通过模仿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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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对象(如司机)的一、两个最富有特色的典型角色动作(如转动方向盘)来标志他所模仿的对

象。(名词解释)

儿童游戏是“我要玩”而不是“要我玩”(这说明游戏是受哪种动机控制:内部动机的控制) 

(选择题)

角色扮演。(A、识记角色扮演概念; B、识记机能性角色:儿童通过模仿范例或对象的一二个

最富特色的典型角色动作，来标志他所模仿的对象)

(2)内部主观心理因素:动机和体验。

游戏性体验:这种在游戏中产生的主观感受或心理体验。(名词解释)

游戏是发生于一定情景之中，外部有可观察的行为表现，内部有特定心理体验的儿童主动自

愿、自由自主的活动。(名词解释)

第二部分

一、学前游戏的分类 .

（一）、学前游戏的认知分类(简答):

1、感觉运动游戏:也成机能性游戏、练习性游戏或实践性游戏，是最早出现的游戏形式，它

是感知运动发展阶段出现的。

2、象征性游戏:这是学前儿童典型的游戏形式，是幼儿阶段最常见的。(选择题) 

3、结构性游戏:这是儿童利用各种不同的结构材料来构建物体的游戏。

4、规则游戏:这是两个以上的孩子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往往具有竞赛性质的与

游戏，如下棋、拔河、打牌等。

平行的游戏:选择题，儿童相互模仿，操作相同或相近的玩具或开展相类同的活动。(选择)

想象游戏:儿童根据自己的想象，以再现模仿成人生活、劳动为主要内容的游戏。这种游戏

又叫角色游戏或象征性游戏。(选择)

美国心理学家比勒的儿童在游戏分类

（二）、根据儿童在游戏中的主要行为表现及特征对游戏的分类

识记以下概念: (选择)

动作性游戏:身体的动作及感官的活动而构成，往往具有重复性。

探索性游戏:由好奇心试图发现什么或寻求解决问题方案的游戏。

表现性游戏:这种游戏目的是为了展示或演示。

角色扮演性游戏:是以角色扮演为主要途径的社会性游戏。

（三）、根据游戏的关键特性对学前游戏的分类

识记以下概念:

创造性游戏:这类游戏较多地体现儿童主动的、创造的主体特征，突出游戏是儿童自主自愿

的、创造的活动。包括:角色游戏、结构游戏、表演游戏。有规则游戏:这类游戏具有明确的

规则要求儿童区遵循，以确保游戏目的达成。

二、学前游戏的发展

（一）、以认知为主线的学前游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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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前儿童学习的最初发展——感觉动作性水平:是婴儿阶段游戏的基本特征

2、学前儿童游戏的典型发展——象征性水平:儿童从出生后第二年进入感知运动性认知发展

的末期，由表象活动、想象活动的增加及能力的增强，逐渐出现了以一特体假装另一特体和

扮演角色主为要形式的象征性游戏。(选择题)

象征性游戏是婴幼儿典型的游戏形式。(选择题)

学前儿童默契的游戏新发展——规则性水平:由于儿童认知范围的扩大、思维能力以及社会

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游戏中角色数量不断增加，规则产生成为可能，象征性游戏就开始转

变成规则游戏。(选择、填空)

（二）、以社会性为主线的学前游戏发展水平

以社会性为主线的学前游戏的发展(简答) ：

1、独自游戏阶段 2、平行游戏阶段 3、联合游戏阶段 4、合作游戏阶段

几个幼儿往往坐在一起，只各自玩着自己的玩具或游戏而彼此没有交流(属于什么游戏:平行

游戏) (选择题)

有时会互借玩具，有时更会加入到对方的游戏，并且相互交谈。但没有建立大家一致的共同

目标，没有真正的组织者或领导者。(属于什么游戏:联合游戏) (选择题)

相互商讨，确定游戏的主题、角色的分配、游戏材料的选择，甚至确定共同游戏的规则，有

了集体共同的活动目标。(属于什么阶段游戏:合作游戏阶段) ( 选择题)

（三）、学前游戏总体发展的一般趋势

识记:游戏内容:指儿童在游戏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中事物或现象的范围规定。(名词解释)游

戏形式:是儿童在游戏中展现于外的一切行为表现的方式，它构成游戏的外壳。(名词解释)

第三部分 

一、游戏是学前儿童发展的需要

识记:推动儿童去游戏的内因是儿童的需要。(填空题)

最早提出类似这一观点的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并认为这种需要是生物性的，

是人生来就有的原始欲望。(选择、填空)

二、游戏促进学前儿童身心的发展

（一）、游戏在学前儿童身体发展中的作用(简答): 在户外进行游戏可以使儿童接触充足的

阳光、新鲜的空气，增强儿童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有益于儿童身体的健康。例如，

在户外场地进行的玩沙玩水的游戏、“踩影子”游戏等

都是利用了阳光、空气、水等自然因素来促进儿童的身体健康。

游戏与创造性:心理学家科琳.享特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儿童好奇心和探究的研究，发现儿童好

游戏与创造性能力存在正相关。(选择、 填空)

（二）、游戏在学前儿童智力发展中的作用

游戏促进学前儿童智力的发展:(1)皮亚杰认为儿童通过对游戏材料的操作可获得两类知识，

即物理知识和数理逻辑知识。(2) 在游戏中儿童可习得与人交往的规则、技能运用等，这种

知识皮亚杰称之为社会性知识或经验。(3) 游戏可促进儿童语言的发展。

（三）、游戏在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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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社会性:是指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建立人际关系，理解、掌握和遵循社会行为准则，以

及人们控制自身行为的心理特征。

游戏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游戏中蕴含着人与人交往的基本规则。(说明游戏可以促进哪方

面的发展:社会性发展)(选择题)

（四）、游戏在学前儿童情感发展中的作用? 1、游戏中的角色扮演丰富儿童积极的情绪情感

体验; 2、游戏中的自由自主可以发展儿童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3、游戏中的审美活动可以发

展儿童的美感，4、游戏中的情绪宣泄有助于儿童消除消极的情绪情感。

第四部分

一、影响学前游戏的物理环境因素

物理环境因素是游戏游戏活动中物的要素或条件，它包括玩具、游戏场地、游戏时间等因素。

(选择题)

形象玩具主要包括:玩具娃娃、玩具动物、交通玩具、医院玩具、模拟日常用品的玩具(如碗、

杯子、衣服)等。(选择题)

智力玩具:主要有拼图、拼版、镶嵌板、魔方套塔、套碗、棋类玩具、纸牌等。(选择题)

结构造型玩具:主要指积木、积塑、橡皮泥、粘土、沙、雪等各种结构造型材料。(选择题)

玩具之间的搭配关系对儿童游戏的影响:就玩具数量对游戏的影响而言，一般认为年幼的婴

幼儿对较多的玩具缺乏独立选择自己需要的玩具的能力，而当玩具数量较少且外部特征鲜明

时，更能引起其注意且不易分散。

理解玩具过多或过少对儿童游戏的影响;玩具过多或过少都会对儿童游戏产生不利影响，过

多会降低儿童的感知反应水平，也更易出现不珍惜玩具的倾向，过少则不利于游戏内容的丰

富和多样化。玩具在搭配上注重系列化、联系性对儿童游戏及其智力的发展更有效。

场地:麦格鲁研究发现的场地与儿童游戏之间的关系:当游戏场所缩小，游戏人数保持不变时，

则儿童奔跑、蹦跳等运动型游戏的次数减少，身体接触次数则增加了。他还发现，游戏人口

密度的增加会导致想象性游戏和旁观行为次数的增加，或许人们密度的增加。

从结构特征上看，户外游戏场地可分为传统游戏场地和创造性游戏场地。(选择题)

二、影响学前游戏的社会环境因素

父亲和母亲对儿童的影响是不同的，父亲更倾向于和孩子游戏，而且更多的是与孩子玩运动

性的、力量型的游戏，而母亲则更多的是与孩子玩安静的游戏。伙伴越多，社会性游戏发生

的频率越高。混合班幼儿的平行游戏和小组游戏币非混合班幼儿显著增多，且有更多的积极

交往行为。(选择)

第五部分

一、游戏是学前教育的重要手段

（一）、游戏——现代儿童的权利，教育关注的焦点。

识记:1989 年 11 月 20 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红》规定:“缔约国确认儿童

有权休息和闲暇，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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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8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幼儿教育大会的主题就是保护儿童游戏的权利。

（二）、游戏与教学简述游戏与教学的区别:

游戏与教学是现代学前实践的两种重要手段

教学主要是指课堂教学，而教师根据明确的教学目标，将大纲上规定的教学内容，如知识、

技能等通过一定教学手段，有效地传授给幼儿的过程，是一个由不知、从不会到会的过程，

是外部，是外部知识内化到幼儿的认知结构体系中的过程。

游戏是幼儿主体将内在已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情绪通过有趣的活动表现出来，是一个以现有

的知识经验为基础，享受己知的过程，是一个将已知外化的过程。

二、学前游戏教育实话的基本原则

（一）、有哪两大原则?

1、教育性原则:如，教师根据儿童身心特点选择游戏;在游戏评价时，要以鼓励、肯定、

表扬为主，多从正面评价等都体现了教育性原则。在幼儿进行自选游戏之前，教师也要做到

心中有数，要清楚让幼儿玩哪几种游戏，通过玩这些游戏，幼儿会在哪些方面获得发展。(这

句话体现游戏实施过程中要坚持什么原则:教育性原则。) (选择题)

在对游戏进行评价时遵循教直性原则，就是要以正面鼓励、表扬、肯定为主，批评、否定为

辅。(选择题)

2、主体性原则:理解什么是主体性原则。首先，组织实施游戏时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年龄

特点及身心发展水平，根据不同年龄班的幼儿身体和心理发展状况，选择合适的游戏内容，

其难度应适中。(属于主体性原则) (选择题)

组织幼儿园游戏时贯彻主体性原则，还应考虑到确保游戏的安全性。(选择题)

贯彻主体性原则应充分尊重幼儿的积极主动性。幼儿游戏不是为了获得别人赞赏、表扬，更

不是为了获得奖励、报酬，而是乐在其中，为了游戏而游戏，游戏活动本身就是目的，是行

为的动机和强化因素。(说明游戏应坚持主体性原则)

第六部分

一、学前游戏环境与条件

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对自己能够进行某一行为的实施能力的知觉或判断。(名词解释)符合儿

童的身心发展水平。

2岁以内的婴儿正处于各种感觉器官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们主要是通过看、听、摸、抓

等感觉运动来认识事物，应为他们提供发展感觉运动的玩具。

3-4 岁的幼儿是形象思维能力形成和发展时期，应为他们选择较丰富的形象玩具(如娃娃玩

具、动物玩具);

5-6岁的幼儿抽象思维能力开始发展，应多为他们选择智力活动成分较多的结构性玩具。这

些都说明玩具必须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

为小班幼儿选择的玩具应以成型的形象玩具为主，以有利于支持儿童游戏愿望的产生和游戏

的进行。为大班幼儿准备一些未成型的玩具，即是非专门化的玩具，这主要是为了促进大班

幼儿创造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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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前游戏教育实话的组织

（一）、学前游戏教育实施的两种组织形式

1、自选游戏的组织形式

这种组织形式的游戏活动也称作目的性游戏或本体性游戏。

在现代学前教育课程理论中，被以为是隐性课程的实施的途径。自选游戏的组织强调儿童游

戏中的自由自主，在活动组织方式上主要以个别形式、小组形式来进行。以自选游戏的自主

形式实施的游戏，在类型上主要是创造性游戏(角色游戏、结构游戏、表演游戏等)

儿童在自选游戏中更适合也更倾向于玩能充分发挥自由性、创造性的这一类游戏。

以教学(狭义的教学，即正规的、以集体形式为主实施的系统学科教学)方式来组织儿童的游

戏，是教学游戏的组织形式。( 名词解释)

2、教学游戏的组织形式

手段性游戏:在上课或作业教育活动中注意采用游戏的形式与手段，激发儿童兴趣，从而促

进教育效果提高，所以此类组织形式之下的游戏。(名词解释)

自选游戏的组织

游戏常规:是指在学前班集体中开展活动时，对儿童不适宜行为和适宜行为的禁止和允许的

经常性规定。(名词解释)

儿童游戏的常规一般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简答):1、爱护玩具，不随便毁坏玩具;2、

玩具共享，不能独占或抢夺; 3、学会整理玩具，不随处乱放或乱扔; 4、有好合作和共处，

不干扰或捣乱他人。

（二）、学前游戏教育实话的组织内容

1、提供充足的游戏时间，并合理安排

2、建立合理的游戏常规，培养儿童良好的游戏行为习惯

三、学前游戏过程中的现场指导

平行游戏:教师通过模仿学前儿童的游戏来对学前儿童游戏施加影响。(选择)

四、学前游戏的评价

对学前游戏教育作用的评价: (简答题) 1、儿童按自己的意愿做游戏，在游戏中感到轻松、

愉快，发挥了创造性; 2、儿童做游戏很认真，能克服困难，能遵守游戏的规则; 3、会正确

创造性地使用玩具并爱护玩具; 4、在游戏中对同伴友爱、谦让，能与同伴合作并不妨碍他

人游戏的进行; 5、游戏内容丰富、积极向上，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

第七部分

一、婴儿游戏的指导及实例

（一）、婴儿游戏指导的要领

婴儿游戏主要出于感知运动性的认知水平，并满足于感官运用和机体活动的生理性快乐，由

此具有较突出的嬉戏性。(选择或填空)

婴儿的游戏的开展要侧重于活动性，促进感知觉能力和基本动作能力的发展。1岁以内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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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个别指导形式;1-2 岁仍应以个别指导方式为主，但可适时间分小组进行集体性游戏活

动; 2-3 岁婴儿可适当组织全体性的活动。

（二）、婴儿游戏的种类及实例

1、活动性游戏

活动性游戏侧重于培养小儿各种基本的动作操作的技能，促进婴儿眼手协调能力的发展，

是婴儿游戏活动的最基本表现形式。

例如:抓抓、蹬蹬(1岁内)、练爬(半岁以后)、走小路(1岁半左右)属于活动性游戏。

知道指五官、看图说话属于发展语言的游戏

寻找声源、试冷热属于感官游戏

穿珠子、粘贴小动物等属于智力游戏。.

二、幼儿角色游戏的指导及评价

角色游戏:是学前儿童按照自己的意愿，以模仿和想象，借助真实或替代的材料，通过扮演

角色，用语言、动作、表情等，创造性地再现周围社会的游戏，又称象征性游戏。(名词解

释)

角色游戏是幼儿期典型的游戏形式。(选择题)

（一）、幼儿角色游戏的基本特点、结构及意义

角色游戏的基本特点: 1、高度的独立自主性; 2、特殊的想象活动。

角色游戏的基本特点包括:自主自愿性、虚构性、社会性、愉悦性、非生产性。

角色游戏的基本结构角色游戏由哪四部分组成: 1、角色的扮演即以以人代人; 2、对物品

的假想即以物代物;3、对游戏动作和情景的假想(情景转变)4、内部规则

三、幼儿结构游戏的指导及评价

结构游戏的基本特点: (简答) 1、 结构游戏与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紧紧相关; 2、结构游戏

是以建筑与构造为基本活动的及物活动;

四、表演游戏与有规则

表演游戏和文艺表演都以童话故事作为表演的依据

（一）、表演游戏指导

表演游戏与角色游戏的区别:表演游戏和文艺表演都是以童话故事作为表演的依据。但不同

的是，表演游戏是幼儿主动自发的创造性活动。而文艺表演是在教室组织下，严格按照故事、

童话的情节、语言进行表演的。

（二）、规则游戏

有规则游戏的四个基本因素。(简答) .

1、游戏的任务;

2、游戏的玩法:为实现游戏人物对儿童活动提出的要求，包括游戏的开始、过程和结束。(名

词解释)

3、游戏的规则:是关于动作顺序以及在游戏中被允许的或被禁止的活动的规定。(名词解释)

4、游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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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游戏:在游戏中，给孩子设置比较简单的与其智力相适应的问题情境，让儿童积极地动

脑、记忆、想象、思维等认知能力。

包括:拼图、训练记忆游戏、认识数和量的游戏、穿珠子、粘贴小动物、搭建房子等。

第八部分

一、亲子游戏的发展与特点

亲子游戏是家庭内成人(父母等)与儿童之间发生的游戏。

有研究表明，父亲倾向于与孩子玩嬉戏性游戏，母亲倾向于和孩子玩教学性游戏。

思考在我国家庭内倡导和开展亲子游戏的策略。

简述:亲子游戏的特点

1、情感性;

2发展性:他们在和孩子游戏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会“寓教育于游戏之中”，用自己的知

识经验、想法去影响孩子的游戏(说明亲子游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发展性) (选择题)

论述题:我国发展亲子游戏的策略

1、向家长宣传和说明游戏的重要性，破除“游戏不同于学习”的传统观念。只有当家长认

识到游戏的重要性，他们才会真正重视并参与游戏;

2、家长应当民主地、平等地对待子女。体罚、溺爱或或把孩子当玩具逗玩都是不尊重孩童

的表现。只有民主、平等地对待孩子，家长才可能在游戏中和孩子结成平等的玩伴关系，才

可能尊重儿童的需要与兴趣;

3、家长在游戏中应培养与鼓励儿童的创造与独立性，不要“望子成龙”过切，出处“越俎

代庖”，去代替孩子游戏，代替孩子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

4、在开展亲子游戏的同时，鼓励与支持儿童的独立游戏以及伙伴的交往与游戏，培养儿童

独立游戏的兴趣和能力，培养儿童和伙伴交往以及游戏的兴趣与能力。

第九部分

一、国外学前游戏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儿童游戏研究进入相对而言缓慢的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弗

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儿童游戏的研究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

德国福禄培尔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研究 了儿童游戏，并把游戏作为幼儿园教育基础的教育

家。

福禄培尔的“恩物”是什么意思?

为了使儿童得到知识和发展各种能力，福禄培尔为幼儿园设计了“恩物”和作业体系。

恩物:意为神赐予的东西。“恩物”在实际上是--种适合儿童特点的恩赐物，是幼儿园你做游

戏和进行作业时用的玩具和材料。(填空)

游戏教学原则;了解六种恩物。

第一种: 6个小球，用 6种不同颜色的线纺织而成，球上绑上一-根线。教师让儿童看各种颜

色的球，发展儿童辨色的能力。教师一边把向各方甩动，一边说前后、上下、左右，以发展

儿童空间观念。教师把球放在掌心，表示有，然后收起来，空出掌心，表示“无”，借以发

展儿童肯定和否定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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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木制的球体、立方体和圆柱体，其高度和直径都是一寸半。通过这种“恩物”可以

使儿童认识物体的各种形状、性质和彼此的关系，并且可以用它们拼成小桌子、小凳、炉灶

及其他物件。

第三种:木制立方体，可以分为 8 个小立方体(立方体平分为 2，又各分为 4)。这种“恩物”

可以培养儿童整体和部分关系的概念;还能锻炼儿童的创造性的组合能力，急用小立方体组

合成不同的物件。

第四种:木制立方体，可以分为 8个小长方体(立方体平分为 2，各等分为 4个长方形板)

第五种:木制立方体，可以分为 27个等值的小立方体，其中有 3个小立方体有分别对分，形

成 6个三角体，有 3个小立方体分别 4等分，形成 12个三角体。

第六种:木制立方体，可以分为 27个小长方体，其中- -些还可分平板、斜角等更小的部分。

第四、五、六种“恩物”的性质和意义与第三种相同。由于有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几何体，

配合起来可以构成多种多样的物件，供儿童进行游戏，训练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在福禄培尔之后，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创建了幼儿园教育的一系列教学法。 (选择填空)

她设计 14种教具，主要是训练知觉，进行感官教育和发展智力。

二、我国学前游戏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发展

第一阶段，从 20实际 20年代左右至建国初期

主要代表人物是我国著名幼儿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从 1920 年起，陈先生以自己 ideas 

孩子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长期的、连续的儿童发展研究(包括儿童游戏的研究)。在 1925 年

出版的《儿童心理之研究》(填空题)

陈先生认为，儿童之所以游戏，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与儿童游戏的力量(体力)和

能力(动作技能)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与儿童好动的天性和游戏能够给孩子以快感有关。

从儿童身心发展的角度去考察儿童游戏的原因与游戏的发展变化时陈先生关于儿童游戏看

法中的核心思想。(填空)

第十部分

一、经典的游戏理论

剩余精力说的主要观点是生物体都有维护自己的生存的能力，生物体进化得越高级，这种能

力越强。儿童除了一般生活活动外，不需谋生，所以除了维护正常的生活外，还有剩余精力，

同样高等动物除了维持生存所必须消耗的精力之外，也还有剩余精力。

松弛说主要观点:认为游戏不是剩余精力的发泄，而是为了精力的恢复。人类在脑力和体力

劳动中都会感到疲劳，为了消除疲劳、恢复精力，就产生了游戏

生活预备说主要论点是:认为游戏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无意识准备。

复演说:主要观点是认为游戏是人类生物遗传的结果，儿童游戏是重视祖先生物进化的过程，

重现祖先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动作和活动。

弗洛伊德关于游戏的思想:游戏和其他心理时间一样，都受到唯乐原则的自动调节。

与弗洛伊德不同，埃里克森认为，人格的发展史心理性欲(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

结果。埃里克森认为，良好的母子关系是产生信任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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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识发展学派的游戏理论

皮亚杰他的主要论点是认为游戏是儿童学习新的复杂的课题和时间的一-种方法，是巩固和

扩大概念和技能的方法，是思维和行动相结合的方法，也是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即用认知

发展理论的术语来说，游戏是同化超过了顺位。

顺应就是有机体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使自身发生变化，是儿童为了完成某种目标而尝试新的

图式或技能。

同化是指在某个情景中，儿童使用他已经获得的图式或技能从事并完成活动。.

简答:练习性游戏有三种发展趋向:

第一、因而增加了表征而变成象征性游戏

第二、向社会化方向发展，趋向于规则游戏;

第三、向真正的适应发展，变为严肃的工作。

练习性游戏是动物与儿童所共有的，尤其是动物的游戏特征。但动物而儿童的练习性游戏有

明显区别的。

象征性游戏是幼儿游戏的典型游戏，也是自我中心的表征活动时间的游戏的特征。象征性游

戏与练习性游戏的不同之处在于思维的参与并且带有特殊的嬉戏性表征结构。

简答: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具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或基本特征:

1、活动在儿童心理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2、强调游戏的社会性本质，反对本能轮。

3、强调成人的教育影响，强调儿童与成人的交往在游戏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