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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是为“建设和平与可持续未来：利用游戏培养儿童的抗逆力”这一中-非合作
项目而制定的，这也是世界学前教育组织 (OMEP)和维多利亚慈善信托基金合作的
游戏与抗逆力项目的第二阶段。

该项目旨在帮助儿童通过游戏获得发展以及提升抗逆力,	具体有以下几个目标：

i. 	提升父母、家庭、社区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教育意识,	认识到学前儿童保育和
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游戏对于培养儿童抗逆力发展的重要价值。

ii. 	开发兼具实用性和适用性的材料和工具,	以提升儿童保育质量,	改善儿童学
习环境,	优化儿童学习过程。

iii. 		提升幼儿园以及托幼管理人员、教师以及保育员的能力,	让他们去开发、 
实施有效的游戏课程培养儿童抗逆力。

iv. 	协助家庭、幼儿园以及社区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确保项目结束后这项工
作能够继续。

本指南通过提供以下内容达成上述工作目标：

●● 儿童早期	“游戏”和“抗逆力”的概念界定。

●●  在当前计划使用游戏教学法发展儿童抗逆力时面临的问题以及需要考虑的
重要因素的实证研究综述	。

●● 	能够在学前教育环境中通过游戏教学法促进儿童抗逆力的实际经验,	 
以提升教育工作者的反思能力,	为他们的实践作准备	。

若想要教育工作者支持用游戏教学法发展幼儿抗逆力的理念，并有效地实施这些方
法，那就必须让他们先理解“游戏”和“抗逆力”的核心概念。因此，本指南首先概
述了幼儿游戏的定义，呈现有关幼儿游戏益处的实证研究，尤其关注那些可能培养
抗逆力的方面。接下来汇总了实施游戏教学法时出现的关键问题，并根据目前的实
证研究，提出人们需要重点关注和考虑的问题。随后，展现了游戏教学法与抗逆力
相关的一些观点。在整份指南中，重要的观点都有数据支撑，这些数据来自于最近
对世界学前教育组织国家委员会展开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关注了如何将游戏和抗
逆力结合以及现有的实施方法。

本指南将有助于个人和组织在学前教育机构中发展幼儿的抗逆力。指南根据当前的
研究，为学前教育从业者提供了有关“游戏”和“抗逆力”的概念信息，以帮助他们
规划游戏教学法，为幼儿抗逆力的发展提供支持。但是，本指南并不提供一种适于
所有人的模型。有研究表明，若要有效培养抗逆力，就需要仔细考虑每位儿童独
特的生活环境和背景。此外，抗逆力的培养还有赖于教师/从业人员的抗逆力、动
力和信心；这些都是学前机构环境中重要的“成分”，这些成分能够有效地提高抗逆
力。因此，我们鼓励本指南使用者积极解读指南内容，并在相应的情境下理解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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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这些内容，在此基础上调整材料，然后制定适合自己所处环境、能满足自己所负
责儿童需求的计划。

鼓励该指南使用者与同行一起规划适合他们工作机构和所在社区的游戏教学法
来发展儿童的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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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游戏–游戏的含义以及游戏的价值

什么是游戏?

专家学者已经对许多不同种类的游戏作了定义，这些游戏能够让儿童多方面受益。
游戏可大体分为结构游戏和非结构游戏。结构游戏是指教师针对某一个清晰的学习
目标而设计实施的；非结构游戏则不需要教师参与，教师要做的仅仅是确保儿童游
戏过程中的安全。	

关于游戏的理论，维果茨基（1966）认为在游戏之前要预先制定好规则，但是这些规
则可以在游戏过程中改变。Rubin, Fein and Vandenberg (1983) 的理论主张游戏必须是
自由的，它不受到外在规则的束缚，并且游戏应该要让所有游戏者都主动积极的参
与进来。	

“游戏”的含义因发生情境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作为一种正式学习经验，作为一种社
区活动，作为儿童正在进行的某一种游戏）。根据	 Ebbeck and Waniganayake (2016, 
pp. 20-21)，“游戏”有12种特征（见表1）。这十二种特征集中反映的一个基本理解是：
儿童是主动参与自己经验的建构者，在参与过程中儿童一定会表现出愉快的情感以
及自主的选择。

©
 W

ar
re

n 
Fi

el
d



6

第一部分:游戏–游戏的含义以及游戏的价值

表.1..游戏的十二种特征

1
它是儿童自主的亲身经验，包括自
主的操作、探究、发现和练习。 7

它既可以由儿童发起也可以由成
人发起，如果是由成人发起的，
那么他/她必须注意本列表中的第
2,9,10点。

2

它没有外部的压力，具体来说就是
它没有规则，没有压力，没有目
标，没有任务，也不存在某一个
特定的方向。

8 它可以单独开展。

3
它是一个没有预先设定结果的主
动过程。 9

它可以和其他儿童或者一群成人/
儿童合作开展，那么在这样的群体
游戏中要敏锐感知彼此的个体需
求和个人目标。

4 它是内驱的。 10

它是一个参与者会沉浸在各种观
点、感受和关系之中，并且反思、
意识到我们所知事物（元认知） 
的过程。

5
它是一个存在多种可能和选择的
世界，它允许猜测、想象的发生，
从而提升参与者的活动水平。

11
它使我们能运用到我们先前已经
发展的技能，在这些技能的运用中
掌握和获取进一步的能力。

6
它是持续的，当它流畅进行的时
候，可以帮助我们预先开展那些在
现实生活中确实会做的事情。

12
它是一个将我们所学、所知、所
感、所理解的一切融合在一起的
整合机制。

来源: Ebbeck and Waniganayake, 2016, pp. 20-21

这十二种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游戏的概念，但并不能被视为游戏的衡量标准；在结构
游戏中它们就不一定都要满足。并且，需要认识到这些特征（涉及儿童和他人以及环境的
互动）不仅仅发生在学前教育机构中；它们同样发生在家庭、社区以及所有儿童所在的空
间中。另外，在不同形式、领域和经验的游戏中以上特征的体现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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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问题

请花一些时间来讨论表1中的12种特征:

1

2

3

它们是否能反映您自己对于游戏的理解 ? 您有没有想添加的其他特征 ? 
如果有，请在下面列出来：

基于您在所处环境中对儿童游戏的观察，请在下面列出能够说明这些特征的
游戏经验实例：

就您认为这些游戏特征可以如何培养儿童抗逆力展开讨论（您可以参照附录B
中列出的抗逆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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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游戏–游戏的含义以及游戏的价值

2017 年4月,	世界学前教育组织国家委员会展开了一项调查，深入了解不同环境中的
个体对游戏和抗逆力的不同理解。方框1中列出了一些定义。

方框.1
OMEP 国家委员会对游戏的定义

●● 	游戏是一种儿童利用各种天然或人
工材料来代表、模仿、假装、探索
或者实验的活动，这种活动能给与
他们愉悦快乐的感觉。

●●  游戏对于儿童很重要，就像工作之
于成人。事实上，儿童游戏的过程
也是他们学习的过程。

●●  游戏是一种必要的人类活动，主要
是由儿童来展开，在游戏中儿童能
够释放自己的欲望来获取快乐，
还能加工信息、获得成长、愉悦心情
并展开学习。除此之外，他们根据
自己的意愿行事,	这能让他们精神
上、心理上、生理上都充分受益，
玩乐就是儿童和他人进行身体、 
语言互动的目的。

●●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的意义 
以及游戏所体现的最深层次的感 
受不能与儿童截然分开。游戏彰 
显的是儿童的自由、表达、潜力以
及发展。

●● 		游戏是一种自主选择的愉快活动，
它包括对自然环境的探索以及同 
人和物体的积极互动。

●● 	游戏总是一种快乐而有意义的活
动，不论是对儿童还是成人而言。

●● 	游戏是能够帮助我们去享受和他人
以及环境互动的过程。

有关游戏价值的实证研究
许多父母和教育管理人员都没有意识到游戏对于儿童的价值。这成为了在正式的
学前教育环境中采用游戏教学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当然，这种挑战也是可以克服
的，即通过给他们呈现一些能够支持我们使用游戏教学法的实证研究。了解这些知
识可以让实践者(i)了解在儿童的家庭以及社区中自然发生的游戏实例，由此深入
理解相关的理论基础(ii) 给照看人、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解释游戏的价
值，即游戏对于儿童的学习和身体健康都有重要的意义，以获得利益相关者和社区
的支持	。

Basilio, Kuvalja 和 Verma (2012) 指出，游戏是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中的成人都支持
的一种普遍现象。儿童热爱游戏，游戏是他们的天性( Ejieh, 2006)。参与游戏是人类
生活很自然的一部分，世界各地发现的中世纪和古代戏剧文物就能说明这一点。

数十年的研究有力地表明，游戏可以促进儿童的身体、社会、情感和智力发展，
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Ejieh 2006; O'Dwyer 2012)。研究已经证明游戏与人脑
大小的进化增长存在相关，并且有研究表明游戏与某些重要的神经连接的发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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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联系 (Pellis and Pellis, cited in Whitebread, 2012, p. 29) 。Pellegrini (2009) 认为， 
“工作”需要一个特定的目标或目标，而参与更开放自由的游戏可以让人类去试验、
解决问题、改变行为顺序以及变换行动。这有利于高阶认知技能的发展。

游戏也以各种方式促进社交能力，包括分享、观点采择以及谈判等能力的发展。装
扮游戏可以提升冲突解决能力，丰富自我概念（Frost, Wortham and Reifel, 2001, cited in 
Burriss and Burriss, 2011）。此外，游戏也可能通过锻炼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来增强儿
童对他人的共情和交往敏感性（Haney and Bissonnette, 2011）。

研究还发现，缺乏游戏可能会降低儿童的沟通能力，从而导致攻击和暴力倾向的形
成（Almon,2003）。同样，缺乏身体活动可能会对儿童自尊等社会心理因素造成负
面影响，并且可能与童年期基本运动技能获得不足存在关联（O'Dwyer, 2012）。

游戏教学法被广泛倡导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利于所有关键领域的发展，包括认知
能力（问题解决、理解能力）、读写能力、计算能力、社会情感、文化理解、身体
健康以及个人福祉。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对尼日利亚、博茨瓦纳和肯尼亚三个撒哈拉沙漠以南
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许多教师表达了游戏作为一种学习过程的观念，并且普遍
认为游戏能有效支持儿童的学习和发展（Izumi-Taylor et al, 2004; Izumi-Taylor et al., 2010; 
Morrison, 2009）。

可见，确实是有大量研究表明参与游戏与儿童的全面福祉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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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游戏–游戏的含义以及游戏的价值

表	2.	关于游戏价值的研究摘要

游戏能让儿童：

1 表征和理解他们的世界。1 5
建立友谊，研究表明当儿童拥有
朋友的时候，他们在幼儿园和学校
会更开心并且适应得更快。5

2 灵活的思考。2 6
通过有意义的、直接的、一手的经
验来建构他们的知识。6

3
与同伴、成人以及生活中其他重
要的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4 7 培养、提升他们的交流能力。7

4
经历各种情绪：开心、悲伤、生
气、嫉妒、激动、好奇以及恐惧。4 8

开展在他们现有智力水平之上的
活动，发展他们的认知能力8

1 Bergen, 2002; Berk, 2013; Gonzalez-Mena, 2013; Smilansky and Shefatya, 1990; Vygotsky, 1978a; 2 Elkind, 2003; Isenberg and Jalongo, 2001; 
Singer and Singer, 2005; 3 Bronfenbrenner, 1979, 1994; Essa, 2011; Mendoza and Katz, 2008; Vygotsky, 1978a; 4 Erikson, 1963; Jalongo, 2008; 
Van Hoorn et al., 2007; Vygotsky, 1978a; 5 Garvis and Prendergast, 2014; 6 Bruner, 1986; Dewey, 1971; Piaget, 1951, 1963.; 7 Berk, 2013; Bodrova 
and Leong, 2007; NEYC, 2009; UNESCO, 2006.; 8 Vygotsky, 1978a. 

来源: Ebbeck and Waniganayake, 2016, pp. 20-21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1条强调了游戏对于“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性：“缔约国
承认儿童享有闲暇时间来参与游戏和适合该年龄儿童的娱乐活动以及能自由参与
文化生活和艺术的权利。”这个权利对任何地方的任何儿童来说都是没有商量余地
的，是他们绝对拥有的（联合国大会，1989）。作为全球范围内得到最广泛批准的公
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宣传维护儿童权利，包括儿童游戏权利的有力工具。

实施游戏教学法的潜在障碍
游戏是普遍的–全世界的儿童都玩游戏–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儿童的游戏主题也
存在很多相似性。例如，在许多国家的儿童游戏中都会包括交通主题。但是，文化
期待会影响孩子参与游戏的机会。关于儿童发展和游戏的观念会对儿童早期的游戏
开展产生深远的影响（Mabagal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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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加纳的一项研究指出，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把重心放在学业上，要在学业上
力求最好，反对儿童在学校玩耍，因为他们觉得这会减少孩子的学习时间（Dako-
Gyeke, 2013）。这项研究还发现，幼儿教师被要求集中精力教儿童字母、数字、颜
色和其他技能，让儿童玩耍的老师会被训斥。同样，Omoera（2011）观察到，尼日利
亚的许多家长、幼儿教师和幼儿教育从业者倾向于让孩子在2至4岁期间就开始严肃
认真的学习，因此教师不愿意分配时间让儿童玩耍。

这些发现反映了对“游戏”的根本性误解，也表明在许多文化中“游戏”被视为一种不
同于学习的活动。此外，游戏被认为学习之外的次要东西，因此游戏只是“选修”，而
非“必修”。	

教师对游戏的看法也因文化而异。教师对游戏的这些看法很重要，因为它们会影响
教师创造和管理课堂文化、环境、内容和实践的方法（Coots, 2009）。缺乏相关培训
会影响教师对游戏的理解以及他们使用游戏教学的意愿。研究表明，许多幼儿教师
不采用游戏教学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如何利用游戏来支持孩子的学习（Mbise, 1996; 
Kweka, 1998; Ejieh, 2006; Baharia, 2012; Hamad, 2012; Almon, 2003）。	研究人员还发现，其
他教育工作者比起幼儿教师更不愿意把游戏作为儿童学习的工具（Musa, 2010）。

基于以上，如果游戏教学法实施得当，它可以促进儿童的学习能力（包括读写、算
术和科学能力）的发展。向学校领导和家长解释这些游戏教学法的价值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这样才能让他们支持使用游戏教学。如果我们试图去实践与现有的信念和
价值观相冲突的方法，而不解释这些做法和方法的好处，那么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实
施障碍。方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所以提高人们对于游戏价值
的认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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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问题

1

2

3

请讨论上面列出的游戏价值，并回忆在您所处环境中所观察到的能说明这些
价值的儿童游戏的具体事例/现象（以下问题也是）：

能否列举出以上没有列出来的游戏价值？如果能，请写在下方：

在计划实施游戏教学的时候也需要重视实施所面临的障碍。考虑和讨论这个
问题将会很有用：在您所处环境中，老师以及学校/社区的领导对于游戏的态
度是怎样的？		



13

第一部分:游戏–游戏的含义以及游戏的价值

尽管OMEP国家委员会中所有参与调查的受访者都肯定游戏对儿童有好处，但他们
对这些好处的看法略有不同（见框2）。 

方框 2

OMEP 国家委员会调查的数据: 游戏的价值

一位受访者表示，游戏激励儿童达到更高水平的学习，并且是嵌入在最自
然的儿童互动方式中。同样，其他受访者也认为游戏是最适合儿童的学
习方式。

其他受访者觉得参与游戏能：
●● 减轻压力。 
●● 提升大脑功能。 
●●  刺激头脑，激发创造力。 
●●  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和联系。
●●  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 身体、认知、道德和社会情感。 

此外，受访者认为，游戏也能让孩子愉悦心情、放松身心、增强体能、 
获得知识和技能、提高社交能力以及加强情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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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抗逆力”?
抗逆力的定义有很多，但通常来说它是指
个体展现出来的在应对某种挑战、困难或逆境时所需的能力 (Noble and McGrath, 
2012, p.20)。

这个定义在接受调查的OMEP国家委员会成员的观点中有所体现，见框3。

方框 3
OMEP 国家委员会对抗逆力的定义

OMEP国家委员会成员的回应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即抗逆力能使儿童以多种
方式实现逆境中的“恢复”并形成自己的个性。
让儿童“恢复”:
●● 	人类适应不同环境（包括面临不利情况）的能力。
●● 	在面临重大压力源的情况下能适应良好并从挫折中恢复过来的能力。	
换句话说，就是“恢复”的质量。

●● 应对严峻挑战的能力，要找到重新振作的方法然后茁壮成长。
●● 	抗逆力是在面对痛苦的身体或精神情况时，通过生活经验和成人示范而
发展起来的心理和生理能力。

●● 幼儿的抗逆力是一种从错误、挑战和其他困难情况中学习和成长的能力
●● 这种能力在事件发生之后会增强。
●● 抗逆力是战胜或克服不利经验的能力。
●● 抗逆力有可能通过各种困难获得提升。照常回归生活。

形成个性品质:
●● 让儿童看到多种可能性，拒绝一致性，变得富有创造力。
●● 	具备抗逆力的儿童持有积极的自我概念和高度自尊。他/她会参与社交
游戏，学着去分享、合作以及轮流游戏。

●● 这样的儿童会学着在群体里生活，尊重他人并等待自己的次序。
●● 这种能力会掌控你的生活生活，并在生活中积极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 抗逆力关乎自我接纳以及接纳他人。
●● 它是一种处理关系、处理生活情况、解决问题以及沟通的更佳方式。

主流教育背景下，非紧急情况中的抗逆力概念相对较新。Killian（2004, P.33）将抗逆
力称为“一般魔法”，它可以使不同背景下的儿童有效地应对和克服严重的困难。使
用“魔法”一词反映出人们当前还难以准确理解究竟是何种特征和因素影响了儿童
的抗逆力（Maste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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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sburg, Jablow（2015）提供了一个模型来帮助我们理解抗逆力的形成。抗逆力有
7个重要Cs，它们分别是：“能力、自信、关系、品格、贡献、应对和控制”。这些抗
逆力的“成分”彼此是密切相关和相互交织的，从而形成一个“网络”。框4简要介绍
了这几个Cs。

方框 4
抗逆力的7个CS

1.能力..
能力是有效处理情况的能力。它并不
是“我能做到”这种模糊的内在感觉，
而是通过实际经验获得的。儿童可以通
过发展一系列能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判
断、做出正确的选择并面对困难情况的
技能来变得有能力。

2.自信..

自信是对自己能力的坚定信念，它是
扎根在能力中的。并不是通过告诉孩
子们他有多特别，而是通过让他们在
真实情况下展现出自己的能力，从而
让孩子获得自信。在稳定持续的关爱
和支持中成长的富有安全感的孩子，
且体验过自己的能力的孩子们，他们
相信自己可以应对挑战，也有信心去
尝试新事物，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
正确的选择。

3.关系..

与家人、朋友、学校和社区建立亲密关
系的儿童更有可能具备稳定的安全感，
由此建立积极的价值观，防止儿童寻求
负面的选择。家庭是儿童生活的中心地
带，这是他们健康发展的基地，特别是
在幼儿时期。与公民、教育、宗教和运
动团体的关系也可以增强孩子在更广阔
世界中建立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4.品格
孩子们需要有基本对错意识，以确保
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并为世界做出
贡献。	每个家庭或社区对于构成儿
童良好品格的诸因素都有自己的想
法，具备良好品格的儿童拥有强烈

烈的自我价值感和充分的自信心。	
当孩子们养成了良好品格，他们就有
能力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找回自己的核
心价值观。
5.贡献
了解个人贡献重要性的儿童会取得目标感
来激励他们前行。他们不仅会采取具体行
动，为世界变得更美好做出选择，而且还
会提升自己的能力、品格和联结感。

6 应对
学会有效应对压力的孩子能更好地
准备着克服人生的挑战。储备积极
的、适应性的应对策略也可以帮助
儿童预防或减少压力带来的负面或
不安全反应。	

7  控制
当儿童意识到他们的决定会影响他们
的生活，并且自己可以控制决定和行
动的结果时，他们就知道自己拥有控
制权。儿童意识到他们自己可以做出
选择，并采取行动，从逆境中恢复回
来。如果所有事情让父母来决定，
孩子们只会单纯的相信这些事情就是
自然的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无法理解
许多事情的发生是由于人们的选择。
当被剥夺决策的机会时，孩子往往缺
乏控制感，把控制看作是外在的，从
而变成被动、悲观、甚至是沮丧。具
备抗逆力的孩子知道自己有控制的能
力；并知道在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信心
这件事情上，他们自己是可以有所作
为的。

来源: Ginsburg and Jablow,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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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7Cs和其他特征，如强烈的自尊心，都是具备抗逆力的个体所拥有的特质。但抗
逆力水平也依赖于其他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的抗逆力水平可能会在
应对各种生活事件的过程中而改变。抗逆力和影响抗逆力的因素，对于每个人都是
独特的，看护人和社区的投入被认为是可以支持不同儿童的“抗逆力”发展的。

但是，有一个影响儿童抗逆力的关键因素是普遍的，那就是个人关系。数十年对幼
儿抗逆力的研究指出，一个孩子在一生中至少和一个成人建立起稳定、充满关爱和
回应以及支持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无论这种关系是和家人的，还是和照看者、邻居
或教师的（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on the Developing Children, 2015）。

Ungar（2013）将抗逆力定义为包含四个关键概念的能力：探索、协商、资源（机
会）和意义。他认为，建立抗逆力不仅需要关注个人的品质、技能和能力，还需要
重点关注这些品质、技能和能力如何确保让个人有效地发现和利用他们能获得的机
遇和资源。要帮助儿童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考虑到儿童所处的广泛的社会文化背
景，以及在儿童所处的学前教育机构和当地社区中他们所能获得的独特机遇。

因此，抗逆力可以理解成儿童与他们所处环境的各方面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支持
抗逆力的发展不应局限在正式的学前教育机构环境中，还要考虑到在这种环境以外
的其他环境影响，比如儿童的家庭和社区，并关注影响儿童个体经验塑造和所处
环境形成的因素，从与主要看护人和教师的关系到支持儿童福利的政策（Noble and 
McGrath, 2012; Luthar and Brown, 2007; Rutter, 2012 ; Ungar, 2013）。这些相互作用反过
来也可能受到儿童个体特征的影响，比如气质以及自我价值和自我效能水平，还可
能受到环境中所提供给儿童积极参与的机会的影响。

因此，培养抗逆力要以发展能力（例如上面讨论的7Cs）的角度去理解儿童所处
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专家们认为（e.g. Pianta and Walsh,1998; Ungar, 
2013），若我们只关注某些特定技能的发展，那么没有发展这些技能的孩子就有可
能被视为缺乏抗逆力。

图1展示了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学理论来帮助理解儿童的发展。这种理论引发
了人们关注塑造儿童早期经验和影响儿童抗逆力水平的各种因素（Bronfenbrenner, 
1979）。例如，生活在安全的社区和有爱的家庭环境中的儿童更有可能在逆境中表
现出强大的抗逆力（Bowes, Grace and Hodge, 2012）。反过来，有效实施促进儿童福
祉的政策（如在学前教育的各种机构环境中有效开展游戏教学）有可能支持儿童抗
逆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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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芬·布伦纳的模型与理解有效提高抗逆
力的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它精准
的表达了多种因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
作用。正如布朗芬·布伦纳所主张的那
样，儿童占有并受到多种环境的影响， 
其中有些环境他们可能不会直接参与，
比如地方政策和国家政策。

图1.	布朗芬·布伦纳的	社会生态	模型
来源: Adapted from Niederer et al. (2009)

儿童抗逆力与儿童接触的风险和受到的保护因素之间的关系被广泛讨论，这些保
护因素有可能帮助儿童发展足够的抗逆力，以避免遭受风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
（Rutter, 1985）。需要注意的是儿童所处环境中的保护因素的影响是超过风险因素
的（Masten, Gewirtz and Sapienza 2013）。家庭、社区以及其他学前教育环境中都存
在风险因素（见附录A中列举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例子）。抗逆力概念中很关
键的一点是，暴露于风险不一定就导致负面结果，只要有适当充足的保护因素就能
够帮助儿童克服。

图2显示了孩子抗逆力形成所需的条件，即儿童所处环境中的“保护”因素超过 
“风险”因素	。

图2.抗逆力的条件:	保护因素超过风险因素

来源:  Center for Resilient Children. http://www.centerforresilientchildren.org/home/about-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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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力”为什么重要?
自然灾害、冲突、不平等和其他因素都会给儿童带来风险并威胁儿童的发展。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2015）在其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描述了他们对98个国家发生的300
起紧急情况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提到受灾国家中大部分儿童（50%至60%）因灾难的
影响而面临风险。事实上，大多数孩子，无论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在童年某
个时候都会遭遇某种程度的“风险”（很明显这个程度差别很大）。

抗逆力的概念，特别是应用到儿童和青少年身上，是因为担心人们只关注儿童遭受
风险后带来的儿童病理学结果（疾病），使得人们偏重于让儿童接受诊断之后再治
疗疾病，而非通过增强个人能力并制定预防措施来帮助儿童克服逆境（Masten, Best 
and Garmezy, 1990）。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让儿童能够有
效抵御风险和逆境，即建立“心理弹性”。认识到这一点后，教育工作者越来越有兴
趣在日常教育实践中努力培养儿童的抗逆力。

“游戏”和“抗逆力”之间的联系
游戏能够帮助儿童培养与高水平抗逆力密切相关的品质特征。“通过游戏，孩子们
能够建立起一种同一性—他们是谁、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快乐和恐惧的是什么”	
（Ebbeck and Waniganayake, 2016, p. 3）。

因此，游戏的方法有助于发展幼儿的抗逆力，因为游戏为儿童提供了发展“7Cs”特
征以及自主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机会，也能帮助儿童从紧张情况中得到喘息。

游戏教学法增加了环境中的保护性要素（见附录B中的抗逆力—脆弱性矩阵）。
例如，游戏有利于儿童发展充满关爱的关系，建立人际关系支持、友谊、同龄人
社交网络以及与“有能力”的成年人的关系，有利于培养安全与和谐、促进任务完
成、积累积极经验、发现机遇和进行有意义的互动（Zhang, DeBlois, Deniger and 
Kamanzi,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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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将告诉教育实践者何时开始计划游戏经验将最有利于儿童抗逆力的培养。

由于抗逆力水平不仅取决于儿童的个体特征，还取决于儿童所处环境中为培养儿童
抗逆力所能提供的机会和支持（即保护因素），因此促进儿童抗逆力发展的方法应
考虑到社区和家庭背景中潜在的保护因素。教育实践者可以利用这些保护因素来规
划适当的游戏经验。

一个能有效支持早期教育环境中的儿童发展抗逆力的计划也要顾及这些儿童在环境
中可能会面对的风险（例如，生活在拥挤的城市贫民窟的移民工人子女，比起生活
在本土拥有安全社区游戏空间的农村儿童，可能对于社区中多样的游戏资源有着不
一样的需求）。

与游戏相结合的一个好的出发点是考虑在您自己所处环境中某些塑造儿童体验的特
有因素和影响。从业者可以利用表3作为辨识环境中特有因素的指南。这个表格有
利于“考量”您自己所在社区和环境的背景，这样您就可以确定一些因素并将它们
融入到游戏实施的计划中。

附录A和附录B作为本次练习的参考也许能提供些帮助，因为它们根据过往的研究
提供了潜在风险和保护因素的例子。附录B说明了这些风险和保护因素如何相互作
用来影响儿童的脆弱性和抗逆力的。您可以利用它们来完成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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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识别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表	3.	思考您所在社区和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存在于更大范围
的社区中的潜在
风险(例如面对冲
突/自然灾害、健
康危机，社会和情
感因素以及能否
上幼儿园)

您机构中的儿童可
能面对的危机.
(例如属于少数民
族或者语言少数群
体；父母需要出门
务工)

社区/机构中能提
供给儿童的保护
因素(例如.亲密的
群体关系;.强烈的
文化认同)

儿童的抗逆力特征.
(请参照附录A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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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C

在设计培养儿童抗逆力的游戏经验时，教育实践者需要意识到有很多不同的游戏形
式，这些游戏支持儿童学习和发展的不同领域，实践者们应该基于此来开发合适的
游戏经验。

这部分描述了五种类型的游戏，并给出了每种类型的教学实例，可帮助从业者开发
培养儿童抗逆力的游戏方法。 1

每种类型的游戏都为发展有利于提升儿童抗逆力的各种特征和技能提供了机会。 
不同类型的游戏具有相似性，示例覆盖多种类型的游戏。例如，“身体”游戏也包含了 
“象征”游戏的一些方面。这反映了游戏的性质。

虽然了解“游戏”的类型有助于教育从业者规划一系列游戏体验，但更重要的是要
确保设计的游戏体验能为儿童提供一系列拓展学习的机会，能让儿童通过运用他们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积极的参与到游戏中，并在游戏中感受到快乐和幸福感。2 

以下每种游戏类型介绍之后都有一系列“反思问题”，旨在为计划实施游戏教学方法
的实践者提供一个讨论的起点，以支持环境中儿童抗逆力的培养。

运动游戏和抗逆力培养
运动游戏

运动游戏主要有两种类型:
●● 	粗大动作:自主动作，包括跑、跳、爬、跳舞和跳绳。这种类型的活动也包
括与兄弟姊妹、父母以及同龄人一起打闹。

●● 	精细动作:用手以及手指来制作东西、串珠、绘画、书写、绘画、缝制等等	。

在4至5岁期间，运动游戏通常占到儿童行为的20％左右（Whitebread et al, 2012）。
这种游戏与全身协调、手眼协调等技能的发展有关。这两种类型的运动游戏都可
以帮助儿童建立社交关系，并有利于儿童社会情感的发展。

1   这五种类型只是作为讨论出发点。还有其他类型的游戏没有在这里列举出来，请见网站:	 
http://www.readingplay.co.uk/GetAsset.aspx?id=fAAyADUAMQB8AHwARgBhAGwAcwBlAHwAfAA4AHwA0.

2   游戏的类型是多样的，而且根据不同的学习和发展目标，需确保给予了儿童的参与不同类型游戏的机会。但是没有必要对所有
的游戏经验分类。

第四部分:	游戏教学法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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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游戏教学法的实例

为抗逆力培养带来的机遇 3

●● �可以培养儿童的信心和能力(例如通过在安全的环境中做一些有风险的任务
来学习自我照顾的技能)。

●●  通过参与那些将重要的文化传统融入音乐、跳舞、游戏工具/资源的游戏来
巩固文化认同。

方框 5

运动游戏的例子

Leng Treh – 柬埔寨

柬埔寨的 “leng treh”游戏有点像其他国家的“抓子”游戏。只不过孩子们不是
使用塑料千斤顶或羊角结，而是使用树枝（一组有十根树枝）和青柠。

孩子们把树枝撒在地上，然后一个小孩把青柠扔到空中，在青柠掉落到地面
之前这个孩子要拿到尽可能多的树枝（玩家必须在青柠落到地面之前就抓住
青柠）。需要拾取的树枝数量是预先设定的且是渐增的：一个，两个，三个，
最多十个。扔青柠，捡树枝和抓青柠要用同一只手完成。孩子们轮流扔青
柠，并不断尝试去拿到比别人更多的树枝。

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儿童光通过“看”（就是说，不借助身体接触来计数）
就能熟练的观察出物体的数量。游戏还有助于幼儿发展分拆技能（即看出
一个数字是由其他哪些数字组成）。这项技能是儿童早期一个重要的概念发
展，�它使儿童能够容易的理解更复杂的概念，如百分比、比例，这在科学学
习中是很有用的。

来源: Adapted from Reyes and Ebbeck, 2016, p. 187 

3�基于这些文献中所概述的特征:�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on the Developing Children, 2015; Ginsburg and Jablow, 2015;  
Noble and McGrat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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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游戏教学法的实例

反思问题
请讨论:

您认为这些孩子在玩“leng treh”的过程中会发展什么能力（考虑多种发展领域	
—	身体、社会情感、认知、语言、文化理解等等）?

您所在的社区/机构中，孩子还会玩什么其他类型的运动? 您认为通过参与这些
游戏可以发展哪些技能?

考虑上面列出运动游戏为发展抗逆力带来的机遇。如何通过开展像 
“‘leng treh” 这样的以及其他类型的运动游戏来帮助幼儿发展抗逆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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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游戏教学法的实例

4
参照上述内容，讨论在自己的环境中利用游戏方法来发展儿童抗逆力的可
能性。	您可以使用下表来组织您的笔记。

游戏经验.(请描述) 这种游戏经验能够支持
的发展领域&抗逆力特征

有效的展开计划游戏经
验所需的资源和帮助

*如果有必要的话，请参照附录A和B来辨识抗逆力的特征以及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象征游戏和抗逆力培养
象征游戏

象征游戏涉及使用“假装”物体或玩具来代表真实物体（例如用香蕉形物体来代表
电话）。这种类型的游戏有利于培养儿童将自己的切身经历与周围世界联系起来的
能力。它也可以促进儿童对经验、想法和情绪的反思。象征游戏还允许孩子表达自
己，用物体做试验，参与和追求特别感兴趣的游戏活动和主题。例如，一个想成为
飞行员的孩子可以利用一些物体来假装自己在开飞机。

研究表明，象征游戏为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Whitebread, 2012）。
伯恩斯坦（2006）认为，儿童的装扮游戏与他们的情感健康存在相关。这种类型的
游戏也有利于早期计算能力的发展，因为儿童用有意义的现实生活中的物体来计
数，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起对计数这种技能的信心（Whitebread, 2000）。

参与音乐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象征性游戏。根据	Whitebread（2012）的研究，小组合
作唱歌和制作音乐显着地促进了儿童沟通、创造、自律以及合作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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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逆力培养带来的机遇4.

在发展抗逆力方面，象征游戏让孩子们自主探索自己的兴趣、做出决定、与周围的
世界进行互动，同时也获得了发展前读写能力和前计算能力的机会，从而增强了他
们的自信心。

参加唱歌、跳舞的活动所带来的积极情感可以大大提高孩子的幸福感。学习传统音
乐和歌曲也有利于孩子建立身份认同和归属感。而且，传统歌曲中往往带有重要的
社会信息。

方框 6

象征游戏的例子

A.

象征游戏.–.坦桑尼亚.

   两个小女孩在假装做饭。女孩们把
一些水放在一个椰子壳里，然后把
它放在假装的火上。她们把一些沙
子（代替米饭）放在水里，然后年龄
较大的女孩向年龄小的女孩要一些
盐。然后她马上把沙（盐）撒到水
中。她们的祖母，在十米远的地方
看着她们，对她们喊道：“不要放太
多的盐啊。”这个提醒为女孩的游戏
和她们在真实情况中在家里学着承
担一些烹饪责任之间提供了一个支
架。女孩们看着她们的祖母（表明
她们听到了祖母的呼喊），并听从了
她的建议。

B.   一名三岁的男孩在家门外，由他十
几岁的哥哥照看着。这个小男孩受
到村庄里的音乐、舞蹈和戏剧小组
的鼓舞，每周都会参与演出，因为
他收集了一些烹饪锅，把它们翻转
过来作为一套鼓放在他身边。他还
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工具作为鼓槌，
包括棍子，木勺子和金属勺子。 
他以相当熟练和精准的节奏敲打他
的“鼓”，并伴着敲打的音乐唱歌。
时不时地，他停下来更换鼓槌，声音
的变化让他非常高兴。他的哥哥远
远地看着，听着，一点也不干涉。 
当那个小男孩停下来换鼓棒的时
候，他的哥哥问道：“你是怎么知道
演奏恩戈麦鼓的呢?”小男孩笑了笑
又继续玩了。

来源: Adapted from Crokerand Ebbeck, 2016, p. 226

4 		基于这些文献中所概述的特征: 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on the Developing Children, 2015; Ginsburg and Jablow, 2015;  
Noble and McGrat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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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问题
请讨论:

您认为在儿童游戏的过程中他们发展了什么技能? (例如，社会情感、 
文化、认知能力)

您认为在您所在的机构/社区中，儿童们通过玩这种用符号来代表真实物体
的游戏能够发展什么技能?

这些游戏经验以什么方式来支持这些儿童自我同一性和福祉的发展?

考虑上面列出象征游戏为发展抗逆力带来的机遇。您觉得您所处社区中的
象征游戏可以如何帮助儿童发展抗逆力?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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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照以上内容，请讨论您所在环境中实施象征游戏的可能性。您可以用一
下表格来组织您的笔记。

游戏经验.(请描述) 这种游戏经验能够支持
的发展领域&抗逆力特征

有效的展开计划游戏经
验所需的资源和帮助

*如果有必要的话，请参照附录A和B来辨识抗逆力的特征以及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操作游戏和抗逆力的培养
操作游戏

这种类型的游戏被认为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中最常见的游戏，因为它涉
及“感官-动作”游戏，儿童在这样的游戏中可以探索物体和材料的感觉，体验动作
行为。操作游戏为儿童提供探索物理世界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创造力、想象力和
运动技能来试验和操纵他们发现的物体。

在操作游戏中，孩子们通过各种感官体验与周围世界互动。一旦婴儿能够抓住并抓
稳物体，操作游戏就开始出现了。这种游戏包括抓物、放物、吸吮玩具等等（Power, 
2000）。根据Whitebread（2012），儿童在4岁时开始学会使用物体来建造。

操作物体的游戏，像其他形式的游戏一样，可以促进问题解决、推理和其他认知技
能的发展。操作物体时，儿童设定自己的目标和挑战，通过操纵物体来达到他们的
目的，构思如何将物体应用到他们游戏中来的新方法。Whitebread（2012）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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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证据表明，积极参与操作游戏的儿童更可能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他们会
学着集中注意力在任务上，保持目标并作出明智的选择，使他们能够达到使用不同
物体的目的。

为抗逆力培养带来的机遇5 

在培养抗逆力方面，通过与各种物体的互动，让孩子有机会参与不同的感官体验，
带来了多种好处。例如，玩操作游戏的时候，儿童会一起操作或者发现操作物体的
新方式，这样就可以促进儿童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物品（例如书籍）的共同关怀，可以鼓励儿童建立归属感和责任感。此外，
代表重要的文化、信仰或其他价值观的物体可能被纳入儿童游戏，有利于加强与群
体成员的关系，建立一种身份认同和归属感。6

方框 7

操作游戏的例子

操作游戏:.柬埔寨和坦桑尼亚

A.   	有一天，12岁的萨如决定和他的弟
弟妹妹们制作一个玩具kiew 6	。他告
诉弟弟妹妹应该收集哪些类型的材
料。萨伦	(6岁)收集了2片糖棕树的
落叶。玛拉	(4	岁)	收集了几个空
椰子壳。收集到这些材料后，萨如
开始制作kiew，而他的弟弟妹妹们
在旁边看着。萨兰	(3岁)，这个团体
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希望能给这个
玩具安装上一对好看的轮子。他在
厨房的垃圾中找到了两个空的牛奶
锡罐，交给了萨如。但是萨如说这
两个罐子留到做下个玩具的时候再
用。小萨兰没说什么，但是眼睛盯
着玛拉的两个空椰子壳。也许他在
想着‘或许也能把它们用做轮子’。

B.   马赛族的一个爷爷在等待儿童游
戏中恰当的施教时刻。例如，当某
一个儿童用石头代替奶牛展开游
戏时，这位老人趁此机会来告诉
孩子如何照顾奶牛。他看到这 
个男孩拾到了一些大的石头和小
的石头，所以他们就开始谈论奶牛
（大石头）和它们的牛犊子（小
石头）。这位老人教授了小男孩很
多事情，比如如何看守奶牛、如何
安置围场(一种传统的流动房，建
有篱笆用来保护人口和牲畜)，然
后男孩用石头和棍子在沙土中练
习这些事情。他几乎把一切事情
都教给了这个男孩，包括告诉他
小牛从母亲那里喝到第一口奶有
多么重要。

来源: Adapted from Reyes and Ebbeck, 2016, p. 189 and Croker and Ebbeck, 2016, p. 227)  

5   基于这些文献中所概述的特征: 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on the Developing Children, 2015; Ginsburg and Jablow, 2015;  
Noble and McGrath, 2012.

6   Kiew是一种用来训练没有经验的黄牛和水牛拉货的工具	。它是一种由木头或竹子制成的简易三角形结构，与独轮车的构造相
似。玩具kiew通常构造得非常精细，足够牢固，可以被小孩当做手推车来运载小弟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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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问题
请讨论:

您认为儿童在操作游戏的过程中发展了什么技能/理解？ (例如，创造力； 
问题解决)

在您所在的机构/社区中，儿童们都会玩哪些类似的操作游戏? 儿童们通过玩
这些游戏能够发展什么技能? 例子中儿童所使用的物品如何反应出他们的特
定文化背景？

这些游戏经验如何能支持这些儿童自我同一性和福祉的发展?

考虑上面列出操作游戏为发展抗逆力带来的机遇。您觉得您所处环境中的操
作游戏（以及游戏中所使用的物体类型）可以如何帮助儿童发展抗逆力?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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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照以上内容，请讨论您所在环境中实施操作游戏的可能性。您可以用下列
表格来组织您的笔记。

游戏经验.(请描述) 这种游戏经验能够支持
的发展领域&抗逆力特征

有效的展开计划游戏经
验所需的资源和帮助

*如果有必要的话，请参照附录A和B来辨识抗逆力的特征以及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假装/.社会戏剧游戏和抗逆力培养 
假装/.社会戏剧游戏

假装游戏中儿童会扮演体现他们自己的经验和背景的角色，例如玩“过家家”并扮演
某种职业角色（农夫、司机、医生等)。

假装游戏强有力的支持儿童认知、社会性和学业能力的发展（Whitebread et al., 2012). 
因为在假装游戏中儿童要扮演角色，承担一些责任。假装游戏也有利于儿童发展自
我约束、问题解决以及其他社会技能。已经有研究表明，假装游戏可能特别有益于
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因为在游戏中能让这些儿童和同龄人有更多的社会交
往，从而支持他们社交技能的发展（O’Connor and Stagnitti, 2011, cited in Whitebread, 
2012,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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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逆力培养带来的机遇7 

假装游戏为儿童发展与抗逆力有关的多种技能和品质带来了很多机会。假装游戏让
儿童开始学着去照顾他人并发展出一种责任感，因为在假装游戏中儿童经常需要扮
演成人的角色并和同龄人合作制定游戏“规则”。

和其他形式的游戏一样，假装游戏给儿童提供了一个无风险的游戏环境，并给他们
带来了发展有效合作能力的契机。例如，在假装游戏中，当儿童要协商角色和身份
分配的时候，有时就会产生角色和规则的争端。但是，在这种游戏环境中这些争端
是解决得最快的，因为儿童必须要学着协作、配合以及相互支持彼此，才能让游戏
进行下去。

方框 8

装游戏./.社会戏剧游戏的例子..

做饭–坦桑尼亚   

两个小女孩(3-6岁)在玩假装做饭的游戏。女孩子们以椰子壳为锅，以沙为
米，用一些石头固定椰子壳，在小火上“煮饭”。两个年长女性经过，虽
然并没有直接和女孩子们说，但是在距离她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观察
这两个小女孩。她们通过观察两个女孩子的游戏，讨论着年长女孩的烹
饪技巧，说道：“哇，她能够很好的把米从水中过滤出来诶！”她们评论
的声音是足以让那个年长女孩子阿莎听到的，但是她们并没有直接去和
她说。阿莎继续专心地做饭，但是她很明显从两个女性的话语中得到了
鼓励（Croker, 2007, p.248)。这两位女性后来说道，从她们所观察到的现象
来看，阿莎应该会承担更多做饭的责任了。

来源:  Adapted from Reyes and Ebbeck, 2016, p. 189 and Croker and Ebbeck, 2016, p. 227.

7  基于这些文献中所概述的特征:	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on the Developing Children, 2015; Ginsburg and Jablow, 2015;  
Noble and McGrat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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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问题
请讨论:

1

2

3

4

您认为儿童在假装游戏的过程中发展了什么技能/理解? （例如，熟悉您所在环
境中的成人角色和工作)

在您所在的机构/社区中，儿童们都会玩哪些类似的假装游戏? 儿童们通过玩
这些游戏能够发展什么技能? 

这些游戏经验如何支持这些儿童自我同一性和福祉的发展?（例如，在相互照
顾和承担责任方面）

考虑上面列出假装游戏为发展抗逆力带来的机遇。您觉得您所处环境中的发
现的假装游戏可以如何帮助儿童发展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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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照以上内容，请讨论您所在环境中实施假装游戏的可能性。您可以用一
下表格来组织您的笔记。

游戏经验.(请描述) 这种游戏经验能够支持
的发展领域&抗逆力特征

有效的展开计划游戏经
验所需的资源和帮助

*如果有必要的话，请参照附录A和B来辨识抗逆力的特征以及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规则游戏和抗逆力的培养
规则游戏

有一些关于游戏的研究表明儿童很渴望理解他们生活的世界，所以作为了解周围
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对于规则很有兴趣。因此，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喜欢有规则
的游戏并且经常自己发明一些规则（Whitebread et al., 2012)。世界范围内看，存在
很多种儿童的规则游戏，包括不同规则的躲猫猫、竞逐等，还有一些棋类游戏比如	
‘congkak’ (马来西亚），在一些非洲国家又把这种游戏叫做 ‘mancala’。

在和朋友、兄弟姊妹以及父母玩规则游戏的时候，幼儿学习到很多涉及分享、轮流
和理解他人观点的社交技能；当然也发展了各种社会关系，锻炼问题解决能力，还
能参与团队工作（DeVries,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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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逆力培养带来的机遇88

所有游戏类型都能提升问题解决技能，但是规则游戏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 
因为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儿童要专注在一个任务上，要学习规则并且要用这些规则来
取胜。根据儿童的性格，玩规则游戏可以高度刺激和鼓励儿童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注
意在任务上，由此发展他们的坚持性和注意力。

方框 9

规则游戏的例子

Jumping Elastic –.柬埔寨

柬埔寨的 ‘jumping elastic’ 游戏类似于很多国家的儿童玩的“跳长绳”游戏。
这种游戏比较有意思的是儿童要不断使用传统测量方法，即利用人的身体
部位（肩—高，手指测量等）。这种方法在农业文明中是必不可少的，因
为他们少有标准的米尺。使用弹力带，儿童能够探索材料的不同性质。他
们也可以比较弹力绳和普通绳的弹性强弱。

索菲亚	(5岁)总是很喜欢把小的弹力绳绑在一起，然后可以让安高（3岁）
玩‘jumping elastic’。安高想要一根长绳子。索菲亚知道她们只有6根弹力
绳，所以他们得决定要么把绳子串起来做成一个长绳（很容易断），要么
用两根绳子绑在一起做成更结实但是短一些的绳子。

来源: Adapted from Reyes and Ebbeck, 2016, p. 187.

8    	基于这些文献中所概述的特征: 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on the Developing Children, 2015; Ginsburg and Jablow, 2015;  
Noble and McGrat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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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问题
请讨论:

1

2

4

3

您认为儿童在这种游戏的过程中发展了什么技能/理解?

在您所在的机构/社区中，儿童们都会玩哪些与此相似的游戏? 儿童们通过玩
这些游戏能够发展什么能力?

这些游戏经验如何支持这些儿童自我同一性和福祉的发展?（例如，在相互
照顾和承担责任方面）

考虑上面列出规则游戏为发展抗逆力带来的机遇。您觉得在您所处环境中
发现的这种类型的游戏可以如何帮助儿童发展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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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5
参照以上内容，请讨论您所在环境中实施这种游戏的可能性。您可以用一
下表格来组织您的笔记:

游戏经验.(请描述) 这种游戏经验能够支持
的发展领域&抗逆力特征

有效的展开计划游戏经
验所需的资源和帮助

*如果有必要的话，请参照附录A和B来辨识抗逆力的特征以及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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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方框10列举了OMEP国家委员会成员提供的关于游戏如何促进抗逆力的发展以及当前在实
践中已经运用了哪些游戏教学方法来发展儿童的抗逆力

方框 10 

OMEP国家委员会提供的游戏发展的领域以及利用游戏来提高抗逆力的方法

游戏从哪些方面提高儿童的抗逆力:
●● 	和朋友一起游戏会让彼此熟悉起来。儿童会意识到他/她具备的技能，锻炼协商能
力，练习着克服困难，并努力找到能获得他/她想要的东西的办法。

●● 	在游戏过程中，儿童模仿成人的生活情况，即使是那些暴力或痛苦的情况，那么相应
的他们也会模仿成人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 	游戏可以帮助孩子获得控制感，并伴随着成就感和自信。当孩子们需要调整对环境
中刺激的反应以及面对逆境时，这些特质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他们克服障碍
或提供体验幸福感的机会。

●●  游戏的方法让儿童自己选择学习的方式，这反过来在他们犯错误或面临挑战时， 
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信心，提升抗逆力。

●● 	通过装扮游戏，例如演出家庭场景或日常生活经验，幼儿得以尝试新的角色和技
能，而不用冒失败或受到批评的风险，同时获得重要的洞察自己与更广泛的社区之
间联系的能力。

●● 游戏是孩子学习和参与活动的自然方式。
●● 游戏需要儿童积极参与决策，促进合作，并提升自我意识和对他人的意识。

游戏教学支持儿童抗逆力发展的例子:. 
●● 	儿童的游戏，不论是单独的、两个人还是小组的，都是很重要的。例A—	一个在厨房
区玩耍的孩子	—就感觉像是在他自己的厨房一样，他模仿妈妈做饭/想向别人一样给桌
子摆饰。他会把盘子/杯子/叉子/勺子摆的像在家里一样。他会与同伴讨论，会产生问
题和答案，在这种互动和角色扮演中，这个孩子得以表达自己并适应与群体相处。

●● 	在娃娃区里，一个儿童要学习如何与同龄人交往，学习数盘子、杯子，还要学习颜
色、大小和形状。当他决定是否要在课堂上朗诵诗歌时，他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当
怀抱着洋娃娃时，儿童经历着情绪释放与表达。

●● 玩电话：当他用电话交谈时，孩子通过情绪和语言与母亲对话。
●● 商店区：儿童会体验称量/倒入、追踪、补充、清空以及与他人互动。
●● 	庭院：在游戏的时候，孩子学会扔、抛、抓球，学会跳跃/踢足球/跑步/用不同的节奏
（缓慢-快速）在直线上行走。	

●● 群体游戏和那些类似于克服种种障碍困难最终获取宝藏的游戏。
●● 	在海地，地震后的CFS（儿童友好空间）都是以游戏为基础的活动机构。而且，基于
游戏的心理社会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帮助儿童克服创伤的有效方式。

●● 	医疗游戏有助于减轻儿童对医学治疗的焦虑，同时也能帮助别人接受他们已有的痛苦、
侵入性的医疗过程。

●● 	当孩子们协商角色分配，讨论如何把树干从操场那边移动过来，如何让小车上坡或者
如何把屋顶结实的固定在建筑物上的时候，儿童的问题解决和社会合作就产生了。

●● 	在幼儿园，一个儿童可以带来自己珍贵的“东西”（例如娃娃）以帮助他们在每日午
休的时候或者自己心烦意乱的时候让自己平静下来。

●● 所有的游戏都可以培养抗逆力。例如荡秋千、集体游戏	。
●● 	游戏提高儿童的问题解决能力，并且在以后有利于他们成功地解决问题而少受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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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社区成员和看护人的参与

第一至第四部分提供了基本的核心定义和概念，解释了“游戏”和“抗逆力”之间的
联系，并提供了用于开发游戏以支持儿童早期抗逆力培养的一些游戏示例。本部分
就如何利用当地社区、看护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来加强对幼儿抗逆力的培养
提供指导。

抗逆力及其发展是多方面的，并受到多重影响，包括政策、社区资源以及儿童与看
护人的关系。学前机构必须规划出从学前期就支持儿童抗逆力发展的方法，但个体
服务单位或机构难以独立支持抗逆力各个方面的发展需要 (Glover, 2009)。因此，推
进抗逆力培养的方案和制度需要利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资源和机会。

因此，在规划以游戏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幼儿的抗逆力时，让家长和更广大的社区
参与进来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寻找社区中存在的可支持儿童的“保护因素”，并在这些
因素的基础上，鼓励家长与孩子一起游戏，并向家长解释这种游戏方法的好处。

此外，由同龄人、同事、看护人及更广泛的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协同制定的规划更
具有效性。

我们建议计划过程中应考虑的内容有：
●● 	条件允许的话，为教师/从业人员提供一些培训，让他们学习各种能有益于
儿童整体发展的游戏教学方法（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学习技能的发展）。

●● 有机会在网络上分享关于提升儿童抗逆力特征的游戏教学法的想法观点。
●● 	讨论和确定学前机构以及更广泛环境中的存在的具体风险，以及在机构环境
中能够用来支持抗逆力发展的具体保护因素。

●● 	与利益相关者（包括合伙人和上级；家长和社区成员）讨论当前所采用方
法以及其目的，征求他们的意见，动员他们的力量	。

●● 	利用经上述过程后确定的各种因素和支持方（包括学前机构和广大社区的
各个方面），为儿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和经验过程。

●● 实施预先计划的活动和经验过程，并持续进行监督和反思。
●● 	与同行进一步的交流和分享，开展网络共享	。

在设计支持儿童抗逆力发展的游戏教学法过程中，让家长和广大社区参与
进来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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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实施游戏教学法来支持抗逆力发展，需要从业者们有信心地跳出结构化的教
学大纲，并根据当地社区和环境“量身定制”儿童的学习方案。通过这种方式，家长
和社区成员就可能通过参与儿童学习过程看到游戏教学法的价值。通常，家长都难
以看到戏剧的价值，那是因为从没有人为他们解释/展示戏剧。以下一些例子告诉您
可以如何努力让家长、家庭和社区参与进来：	

●● 	邀请家长和社区领导到中心来，和他们解释不同类型的游戏，以及它们是如
何有益于儿童发展的不同方面，从解决问题、读写/算术能力到领导力与同
伴合作。

●●  邀请家长和社区领导到中心来观察他们孩子的游戏，并解释孩子在各自游戏
过程中获得的学习好处。

●●   邀请家长和社区领导者，就反映重要文化背景信念和实践的游戏活动提出
建议（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儿童学习的决策中）。

●● ..邀请家长和社区领导讨论他们为提高儿童抗逆力能做的事情包括游戏活动
中他们能做的贡献	。

要说服同事、学校领导、家长/家庭相信游戏教学法对于支持儿童抗逆力培养的价
值，就需要从业者有信心找到实证研究来支持这些游戏方法的宣传。通过这种方
式，从业者本身就能充分意识到并能够解释清楚游戏教学法的好处。他们还需要熟
练地识别，不同类型的游戏对应不同类型的学习和发展成果所需。为此，建议开展
以下行动：

●●  收集来自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其他地区的关于游戏教学法和正向发展结果
（包括正式学习的发展和非正式技能的发展）之间关联的例子：

●● 	联系本地社区的同行，以及国家和地区网络，来收集机构中实施的已经
见效的方法信息	。

●● 	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收集游戏教学法与儿童学习、发展和幸福/抗逆力之
间关联的实证。

●● 在自己所处的机构中收集实证：
●● 	观察儿童的游戏，来确定他们的游戏与正式学习成果之间的关联（例
如，在游戏中是如何发展了儿童的读写能力和数学能力/科学理解？）记
录这些观察结果，而后可以向家长和上级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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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问题:.
根据在开展培养儿童抗逆力的游戏教学法中所存在的资源和可能面临的潜在障碍，
请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问题:

您所在的中心/学校中，从家庭到社区，能够获得哪些资源和支持?

如果您的校长/班主任/中心主任很关注儿童的学业能力，您可以如何向他/她
说服/解释/证明(i)游戏教学法范畴很广，有一些能够直接支持儿童正式的读写
能力和计算能力学习	(ii)利用游戏教学法来支持抗逆力发展可以增强儿童的
学习能力?

您还有可能会面对哪些挑战以及您将如何克服它们?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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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附录 A
“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例举9 

风险因素

儿童自身因素 家庭因素 幼儿园因素 生活事件 社区和文化因素

• 自卑
• 社交能力差
• 问题解决能力差
• 困难型气质
• �缺乏同理心
• 无家可归
• 过早辍学

• 家庭暴力
• 监管暴力
• 严苛/训导不一致
• 缺乏温暖/爱
• 虐待和忽视
• 贫穷

• 失败的感觉
• 欺凌
• 同伴抗拒
• 对学校缺乏依恋
• 异常的同伴群体

• 家庭成员的离世
• 冲突/灾难的经历
• 离婚和家庭破裂

• 邻居暴力和犯罪
• 缺乏支持服务
• 社会或文化歧视
• �涉及暴力的社区
规范

保护因素

儿童自身因素 家庭因素 幼儿园因素 生活事件 社区和文化因素

• 社交能力
• 对家庭的依恋
• 同理心
• 问题解决能力
• 乐观
• 学校成就
• 平易型气质
• 良好的应对方式

• �关怀备至的支持
型父母

• 家庭和睦
• �安全&稳定的家庭
• �支持与其他成人
的关系

• �强大的家庭规范
和道德

• 积极的群体风气
• �亲社会的同伴
小组

• 归属感
• 认可成就的机会
• �学校规范之间互
相配合

• �积极的家庭和社
区活动

• �在需要的时候提
供强大的支持

• �在关键转折点或
者主要人生转变
的时候获得机遇

• 获得支持性服务
• 社区网络
• 对社区的依恋
• 参与社区小组
• �反对暴力的社区/
文化规范

• �强烈的文化认同/
种族自豪感

9		列举这些例子所参考的研究： Rutter (1985; 1998) and Werner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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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附录 B
抗逆力-脆弱性矩阵

这个表格是由Daniel 和Wassell	（2002）开发的抗逆力-脆弱性矩阵。这个矩阵（或者
其他版本）被英国的组织广泛使用，用以寻求支持儿童抗逆力发展。

设计这个矩阵是为了把所有能提升抗逆力的因素以及可能对儿童造成风险的因素列
出来。从业者可以利用它去理解逆境是如何导致了脆弱性，以及可获得的保护因素
如何帮助儿童形成抗逆力。

逆境

生活事件；危机；严重的疾病；
走失；丧亲；分离；家庭破碎； 
家庭暴力；寻求庇护状态；严重
的父母问题（例如药物滥用； 
父母有心理疾病）；贫穷

抗逆的儿童
重度逆境

脆弱的儿童
重度逆境

抗逆的儿童
保护性环境

脆弱的儿童
保护性环境

保护性环境

良好的学校经历；一个支持儿
童的成人；对行为问题的特别
帮助；社区网络；休闲活动；特
长与爱好

脆弱性

不良依恋；少数群体状态；幼年
残疾；受虐待经历；儿童先天特
征；发展的挑战；独来独往/孤
立；机构式照顾；童年创伤；沟
通差异；不稳定；忽视型看护

变量

时机和年龄；多个反对者；渐
增的保护者；路径和转折点；
归属感

干预

加强保护性因素和抗逆力；减少
问题并强调脆弱性；取得初步的
微小进展

抗逆力

良好的依恋；良好的自尊；善于社
交；多种智能；可变通的性格；问
题解决技能；积极的教养方式

抗逆力/脆弱性矩阵

来源:  The Government of Scotland. http://www.gov.scot/Resource/0040/00408984-500.jpg

http://www.gov.scot/Resource/0040/00408984-5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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