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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游戏精神是人的精神生命的一部分，对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发展具有重要教育意义。作为在整个幼儿园与
幼儿相处时间最多的幼儿教师理应充分具备这种精神。然而在社会现实中我国幼儿教师的游戏精神的不
断缺失的严重状况不容忽视，它直接严重影响着我国幼儿教师的教学专业技能发展，影响着幼儿身心的
全面健康发展。本文重点论述了当今幼儿教师游戏精神缺失的表现，分析了幼儿园教师游戏精神缺失的
原因，以及更好的培养幼儿教师游戏精神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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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y spirit is a part of people’s spiritual life, which has important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s preschool teachers who spend the most
time with children in the whole kindergarten, they should fully possess this spirit. However, in the
social reality, the serious situation of our preschool teachers’ lack of play spirit cannot be ignored,
which directly and serious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our preschool teachers’ teaching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the comprehensiv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body and mind.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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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focus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oday’s preschool teachers’ lack of play spirit,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lack of play spirit, and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better
cultivate preschool teachers’ pla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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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游戏是孩子内心活动的自身表现，对于幼儿来说，游戏是“有趣的工作”，不是成年人眼中的简单
的嬉戏。游戏是每位幼儿童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中提出“游戏点亮快乐童年”，
无比体现出游戏对幼儿的重要性，教育部长陈宝生也次明确提出“幼儿园应该是游戏模式”。游戏所具
有的重要教育意义已被社会所接受，而教师是否具有游戏精神正是幼儿快乐游戏的前提，一个有游戏精
神的老师势必会促进幼儿快乐成长。

2. 游戏精神
游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说自从有人类就有游戏，游戏的历史甚至比人类的历史更长
[1]。游戏具体有两层含义，一是具体的游戏活动，二是抽象的游戏精神，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
游戏，其中游戏精神是游戏的灵魂和内核[2]。
游戏精神，首先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自由是游戏的核心[3]。其次游戏精神是一种自主的精神。一方
面是因为游戏是一种在自身中得到满足的活动，不依赖于游戏的参与者和时间、内容、方式等，其以自
身运作或自我表现的方式存在，有内在自由性。另一方面，游戏的目的是内在的，是非功利的，游戏只
为游戏本身，只为过程而非结果，游戏的发生之动机来源于儿童内部的需要[4]。最后游戏精神是强调游
戏具有体验性的。游戏虽然是一种具有想象性和虚构性的活动，与我们实际的日常生活有着距离，但是
它能给游戏者带来真实的感受以及积极的情绪体验，达到与游戏的融合。

3. 培养幼儿教师游戏精神的必要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指出，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坚持科学
保教方法，保障幼儿快乐健康成长[5]。教师快乐教学首先也就需要保障全体幼儿快乐学习健康成长，避
免出现“小学化”的教学现象。教师是活动中的引导者，展现教学活动的游戏性、自由性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于教师的游戏精神。心中具有游戏精神的教师能够在游戏中自由地表达和展现自己。富有游戏精神
的教师更容易与幼儿心灵相通，让幼儿更容易在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中获得发展。因此，教师拥有游戏
精神，也便成为了一个优秀的现代化教师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幼儿是存在个体差异的，为了更好的促进每位孩子都能获得较好的发展，必然要求
教师在工作中不断的创新，但教师同样面临着自身生活中的压力，其精力很难充分满足工作的需求。即
使教师有充足的精力，但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的工作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见效，教师工作成果
存在明显的滞后性[6]。因此在此过程中教师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影响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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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则能够帮助幼儿教师实现内心平和，正确的对待物质的需求，帮助教师合理的缓解内心的压力与不
满，采用合适的方式排忧解难，不会将怨气带入到工作中。总之，游戏精神能够促进人从追求是非功利
转变到追求自由、超越自我的一种境界中去，使教师主动的关注幼儿各方面的成长与进步，发现幼儿最
本质的需求。

4. 幼儿教师游戏精神缺失的体现
4.1. 对自由的理解度有误
游戏精神最重要的特点便是自由。一方面，幼儿教师对游戏精神中自由的误解通常表现为将自由放
在与纪律对立的位置上。因为社会对教师角色的印象是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领导者，其任务主要是传
道、授业、解惑，因此自由对于他们而言是无关紧要的方面，甚至很多教师自身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
为幼儿营造自由的氛围，有利于其和谐发展。一位自身不具备自由意识的教师很难为幼儿创设自由发展
的空间，难以支持与理解幼儿在游戏中对自由的追求。在游戏活动中幼儿难免会出现情绪激动、不受控
制的情况，教师若仅仅只是禁止幼儿的行为，而不是加以引导，则会挫伤幼儿游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有的教师对游戏精神中的自由则是单纯的理解为毫无限制的自由。但是游戏自身是具有复杂性，任何游
戏都要受到规则的约束，人对自由的享有与纪律的约束是相辅相成的，规则是自由实现的保证。纪律是
对自由的更高级和更理性的运用形式[7]。还有很多教师觉得让幼儿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便是游戏精
神中所提倡的自由因此在游戏活动中他们通常会给幼儿一些玩具或者操作材料让儿童随意的玩耍，没有
任何目标的设置和规则的限制，也不会在活动中对幼儿进行指导和引导。教学活动开展需要教师着眼于
每个幼儿的最近发展区，为幼儿提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调动其积极性。

4.2. 游戏体验性不足
游戏的体验性是否足够，最根本是取决于作为游戏活动主体的幼儿的主体性是否能在活动中得到充
分实现。虽然这些游戏本身是具有虚构性的，但是游戏者在游戏中获得的感受却是真实的。儿童与教师
都不是站在对象的旁边，而是进入对象，与对象融为一体，真正去体悟、创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8]。但
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教师不能真切的投入到游戏活动中，享受游戏的乐趣。在游戏活动中过于注重自己
的活动设计，没有切实从幼儿和游戏本身出发，难以体验到游戏的快乐。比如，在游戏活动的一个环节
中幼儿对于模仿小动物十分感兴趣，不停的模仿。而教师却因为急于进行下一个环节，强制暂停幼儿的
游戏行为。不仅剥夺了幼儿良好的游戏体验感，而且教师自身也不能真正的融入到游戏中。

4.3. 创造精神的匮乏
游戏所蕴含的这种创造精神是它的灵魂所在[9]。幼儿教师游戏精神的创造性还体现在一日活动的方
方面面，它要求幼儿教师更需要教师能够敏锐的发现儿童的兴趣点，与儿童共同开发、实施富有意义的、
生动且富有活力的活动。而在现实中的很多幼儿教师重形式、轻过程，无视儿童的兴趣需要。现实中的
方案教学则有太多的计划性，教师在每次活动前都要做好完整的备课，按照既定的目标引导学生向老师
设定的方向前进。他们无视于儿童的兴趣和爱好，有时一项内容儿童已经玩得没有兴致了、厌烦了，但
为了教学目标的完成，教师还是要把活动继续开展下去，无法实现让幼儿在游戏中主动探究与创造。

5. 幼儿教师游戏精神的缺失原因
5.1. 精神层面：幼儿教师游戏观的偏离
教育观念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教师所设计的游戏活动科学，幼儿教师自身游戏观是否科学是影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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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游戏指导行为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关键。因此，而目前在教育实践中，很多教师过多的选择关
注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更新以及个人技巧等素质的提高，但是却唯独没有关注到幼儿本身的需要。现
在我国幼儿教育在许多方面取得的长足的进展，然而恰恰是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我们都面对忽视儿童内
在天性，无视儿童心理需要的教育实践活动[10]。还有很多幼儿教师的观念中，幼儿园里只有那些能够让
幼儿学到知识、获得技能的教学游戏才是应该开展的游戏。然而从游戏被用来培养某种技能或在某一特
殊领域增进个人知识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游戏了[11]。当游戏仅仅因为能用以培养某种技能或增进个人某
一领域知识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游戏的本质特征。

5.2. 实践层面：教育现实的约束
幼儿园实际工作繁杂性、细致性等特点也是导致幼儿教师的游戏精神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目前，
我国幼儿园每个班的小朋友普遍过多，教师每天维持秩序就占去了大量的时间，相应的在幼儿的教学、
游戏和生活等方面的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另外在游戏活动中，由于班级中幼儿人数过多，教师常常顾
及不到每个幼儿，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们不敢让幼儿去独立探索新的事物，不能让每个幼儿都进
行独立的创新活动。也不能放任幼儿去户外自由的活动，时时刻刻都在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另外一方
面，现在家长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重视幼儿智力的发展，他们不惜花费大量的资金、精力
和时间，对幼儿进行识字、画画、计算、声乐等各方面的培养，报各式各样的补习班，总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有个一技之长，将来能在人群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家长对幼儿在幼儿园的要求通常是学习知识，
比如经常在幼儿放学回家的时候问“你今天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什么呀？”、
“老师今天教的什么知识呀？”。
对于学习内容，家长也是更多地关注“有用的知识”，从而进一步给让教师成为知识传授者和束缚儿童
的管理者提供了助力。

6. 幼儿教师游戏精神如何培养
6.1. 形成科学的教育理念
教师具有科学的教育理念是教师游戏精神的关键。明确游戏精神中自由性、创新性等关系特性，按
照该理念指导自身的教育方式。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幼儿情感或者是情绪的表达。比如，在活动时窗外
有音乐声，幼儿的注意力都被愉快的音乐声所吸引了，且很多幼儿都停止了教师所安排的活动，有节奏
的舞动起来，每个幼儿都表现出很兴奋的状态，使得原本的课堂纪律被扰乱。这时，教师便可抓住这个
机会引导幼儿，将活动的目标稍加转变，这也是尊重幼儿游戏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营造一种自由的
环境。这也就要求幼儿教育者不应单纯地为了完成教育目标束缚幼儿的自由，也不可为了能维护自己的
权威使得幼儿的自由被压制。相反地，如果教师能适当放手，不仅能还幼儿一片自由游戏的天空，也能
让自己以轻松的心态融入到游戏中。

6.2. 保持身心健康，充实自身精神世界
作为教师首先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平时要特别注意锻炼身体与保持心理健康。身体不仅是个体生命
的载体，是人身心健康和不断成长的基础。保持身体健康，拥有健康的心灵，教师才拥有更多的时间精
力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幼儿的生活经验是不充分的，因此作为教师应该多带给幼儿这些愉快、积极的
经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发现周围有趣的事情并享受乐趣。而且和幼儿在一起，应该是最不缺乏快
乐的。幼儿每一个举动都会让教师自身感觉新奇，惊叹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如果每一天都能够过的充
实快乐，那么也就会变得关注当下，享受乐趣，更好的发挥游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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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重拾童心，关注幼儿真实需求
每个人都曾经拥有过纯洁而美好的童心，然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与社会接触面的不断扩大和深
入，教师作为成人，周围充满了许多的虚荣、争斗和压抑，那种天真纯洁的童心已经慢慢被消磨殆尽。
但是细心留意，你就会发现其实幼儿是教师很好的老师，他们有着很多成人所不具备的优秀品质。成人
可以向幼儿学习，从幼儿那里感受天性，感悟人性的自然层面并使之升华，保留孩子纯真的眼光和新奇
的感受能力，才可以返璞归真、避免异化，使其个人的和社会的目的都符合人的本性[12]。只要学会像孩
子般的天真无邪，充满好奇心，这也许就是教师所追求的一颗美好童心。教师需要不断走进幼儿真实的
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困难，以好朋友的身份帮助他们克服，善于寻找生活中有趣的事物，设计出更有
创意性的教学活动，丰富儿童的体验，让幼儿自由探索。只有这样，才能为唤醒教师的游戏精神提供良
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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