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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中
新元素的挖掘与整合
宋 玲
海宁市盐官镇中心幼儿园，浙江嘉兴  314412
[ 摘要 ] 随着《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深入实施，有质量的两小时户外活动一直是我园研究的重
点之一。农村幼儿园有着丰富的户外活动场地，结合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形式下的“红船精神”，挖
掘、弘扬优秀道德文化传统，把继承传统美德与幼儿德育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对于塑造幼儿的品格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在课改形式的推动下，我们尝试将盐官镇特有的地方性红色教育与幼儿户外自主游戏项目的
开发与实施结合起来。通过调查地域红色资源、创设红色户外环境、挖掘红色内涵、拓展游戏形式等，挖掘
盐官镇的红色文化元素，并将其有机整合到幼儿户外自主游戏项目中，从而更加有效地培养幼儿的坚持性、
忍耐性与合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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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官镇有着悠久的历史，百里钱塘（老沪杭公

量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狭义的

路）、观潮胜地公园等，都有着百年的历史，而且留

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

下了很多值得歌颂的革命先烈的事迹。大力弘扬

族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形式下的“红船精神”，挖

史实践过程中凝结而成的观念意识形式。

掘、弘扬优秀道德文化传统，把继承传统美德与幼

幼儿园户外自主游戏新元素的挖掘与整合，是

儿户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对于塑造幼儿的品格具

通过挖掘盐官镇的红色文化元素并将其有机整合到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幼儿户外自主游戏中，在“开”
、
“挖”
、
“评”等活动中

随着《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深入

更加有效地培养幼儿的坚持性、
忍耐性与合作性。

与推进，我园一直着力于户外自主游戏的研究。如

在红色户外自主活动的挖掘与整合中，本文从

何将户外自主游戏与我们地域性的红色文化结合

调查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资源开始，将原有的户外

起来，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开放性的户外自主活

环境进行改造，创设具有红色元素的特色环境，并

动，并从中有效地培养幼儿的坚持性、忍耐性与合

且挖掘红色内涵，拓展游戏形式，在围绕具有“红

作性，是我们这个学期一直探索和努力的方向。

色”精神的讲评过程中促进游戏的发展，从而提升

一、对红色户外的理性思考

幼儿各方面的品质。

据文献检索，目前，在国内红色教育项目开发
还不多，通常情况下，教师会在节日里组织一些活

二、开发红色元素，创设特色环境
（一）调查地域红色资源

动，目的是让幼儿感受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如让

在特色项目开展前，我们首先对盐官镇的红色

幼儿听革命故事、学唱红色经典歌曲、参观革命英

文化进行了调查。见表 1。盐官镇有着悠久的历史

雄纪念馆、到烈士陵园扫墓等等。但活动开展不深

文化，这里人杰地灵、名人辈出。结合地域性的红

入，对幼儿的教育也是断断续续的。现有幼儿园对

色文化，将红色精神带入我们幼儿园的户外自主游

红色革命教育的普及不够，开设红色教育主题的幼

戏中，让孩子们在宽松、自由的游戏中培养坚持、忍

儿园更是屈指可数。所以，红色文化在幼儿园户外

耐、合作的良好品质。

自主游戏中的挖掘与整合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可行

（二）创设红色户外环境

性。本文借鉴了国内关于红色教育的理性认识，并

1. 场地规划与改建

将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户外游戏中，其目的是提高幼

在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对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场

儿户外游戏的质量。
红色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红色文化
是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进程中人们的物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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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规划与改建，并且围绕红色游戏将整个活动
场地分为五大块：沙水区、体能区、野战区、休闲区
和种植区。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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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游戏主题

红色资源调查

红色资源

学习内容

百里钱塘（老沪杭公路）

老公路的故事，修这条公路的原由等等

钱塘故事

抗日烈士纪念碑

烈士碑的英雄故事、抗战故事等

鱼鳞石塘——护海城墙

鱼鳞石塘有什么用？为什么又叫护海城墙？它在我们的百里钱塘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各个红色景点进行拓展训练。走一走红军走过的
路，看一看红军留下的痕迹，并且在拓展活动中开
展模拟训练，如躲藏游戏、寻宝游戏等，让孩子们在
亲身体验中感受红色之路的魅力，提高幼儿对户外
活动的兴趣。
（三）“四位一体”体验红军之路
“四位一体”即“体能训练营”、
“户外野战营”、
“农耕种植营”、
“沙水欢乐营”四大营区为一体，孩
图1

场地的规划

2. 材料的收集与投放
为了让幼儿在户外自主游戏中有可选择的空
间，可以开设材料小超市，将幼儿园的户外活动材
料和幼儿自己收集来的材料分类放在几个材料区。
材料可以分体能训练材料和角色扮演材料，在体能
区以具有挑战性的材料为主，如梯子、滚筒、轮胎；
在角色扮演区以收集革命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材料
为主，如斗笠、蓑衣、竹篮、废旧锅子等。幼儿在游
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选择材料，更好地创
造游戏。
三、挖掘红色内涵，拓展游戏形式
在前期调查红色文化及根据幼儿园的实际场
地规划好红色活动场地的基础上，与幼儿商量游戏
的玩法，从挖掘红色内涵开始，拓展幼儿的户外游
戏形式，从而让红色文化在他们身上熠熠生辉。
（一）红色自主游戏项目规划与组织
红色教育专线主要结合幼儿在游戏中的情景
扮演，将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场地分为四大营区，即：
体能训练营、户外野战营、农耕种植营和沙水欢乐
营。见图 2。

子们可以自主选择喜欢的活动场地进行游戏，也可
以在同一个地方集体游戏。通过角色的扮演、真实
的模仿，体验红军训练时的模样，体会训练过程中
的艰辛与乐趣，同时在各种活动中锻炼幼儿的良好
品质。在这些营地里，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
来选择角色，并且这几个营区是可以相互联通，进
行互通游戏的。孩子们在这样的游戏情境中，可以
真正体验到红军的生活，感受到红军不怕苦、勇敢、
坚韧的品质。
（四）混班混龄游戏，凸显红色教育
采用三个年龄段混班的游戏形式。游戏中，在
中大班幼儿的带领下，小班的弟弟妹妹也有自己的
想法，玩出了不一样的风采，而中大班的孩子在照
顾弟弟妹妹的时候，也多了一份责任心和谦让，在
游戏中更能凸显同伴之间互帮互助的情感，更加突
出在红色教育文化的基奠下幼儿互相关爱、团结合
作的优良品质。教师则按规定的游戏区域站位，每
班两名教师，分别站在不同的位置，关注多个区域
内的幼儿游戏情况，既保证了幼儿的安全，又能全
方位地关注幼儿的游戏情况。
四、评红色游戏，促进游戏发展
（一）运用表征手段讲述红色游戏
1. 画语解模
游戏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幼儿用绘画和语言
表达相结合的方式来表述今天游戏的内容，教师和
同伴通过解读幼儿的绘画了解幼儿内心的独白，对

图2

游戏项目规划与组织

幼儿红色游戏进行评价。通过绘画形式展现观察
结果，不仅锻炼幼儿的观察能力，提高幼儿的绘画

（二）开展红色拓展性户外自主游戏
开展幼儿红色拓展训练，结合幼儿园的特色，
开展“潮娃寻宝记”等活动，带幼儿徒步到盐官镇的

水平，而且来自幼儿视角的讲评使游戏评价别具一
格、富有特色。在一次讲评环节中，天天小朋友画
了一幅画，他的表述是这样的：我画的是阳阳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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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在今天的打仗游戏中，阳阳受伤了，当战友扶

在游戏中的故事。

着他离开战场时，他还拼命地喊：
“战士们，快，加

3. 红军评比栏

油，我们要坚持，不能被敌人打倒”。天天画得栩栩

每个班级创设了一块以“我是小小红军”的评

如生，讲述更是非常生动，活灵活现。

比栏，版块分为：我是小红军之交往篇、我是小红

2. 视图再现

军之协作篇、我是小红军之勇敢篇、我是小红军之

在幼儿游戏时，教师作为游戏的观察者，可以

好学篇、我是小红军之创新篇、我是小红军之坚持

借助摄影工具及时捕捉到游戏中有教育价值的情

篇六个篇章。孩子们可以用自评、互评的形式将自

节，继而与幼儿一起分享，引导幼儿发现游戏中的

己小伙伴的照片贴到相应的版块中。如在游戏中，

问题或者将成功的游戏经验进行交流和推广。在

我觉得某某能够和同伴一起合作完成目标，那么

讲评环节，主要可以通过视频再现的方式，引导幼

就将他的照片贴到合作栏中，中大班的孩子还可

儿讲述游戏经过，尤其是具有体现红色精神的游戏

以用简单的表征手段进行记录，说明我这样评价

情节。

的原因。

（二）“互评”效应激品质教育

总之，在幼儿参与的户外自主游戏中融入地方

1. 你说我猜

性红色教育后，幼儿各方面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

在讲评环节，引导幼儿讲述在游戏中看到的同

高。通过这样几大营区的设立，幼儿对户外自主游

伴在游戏中的突出表现，并请其他小朋友来猜一猜

戏活动更感兴趣了。在游戏中，我们大胆地想象、

名字，重点对幼儿在游戏中表现出的坚持、勇敢、合

创新，构建新的主题，不但培养了幼儿坚持、勇敢、

作等行为进行放大化的鼓励，从而激发幼儿的游戏

忍耐、合作等优良品质，而且真正实现了让幼儿玩

兴趣和表现欲。

得快乐、玩得自主、玩得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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