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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期是一个人社会性发展的开端时期,而游戏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创造性游戏
之一的表演游戏更是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形式。本文通过分析表演游戏在促进幼儿的同伴交往合
作、亲社会行为、社会规则、及自我调节能力发展的方面,挖掘演游戏在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方面的价值,
并对表演游戏中教师指导出现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更好的指导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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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Performance Games to Promot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Anna Cheng
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 of Dongy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Early childhood is the beginning of a person'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game is an important way
of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s an important form to promote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creative gam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value of performance games in promoting the peer cooperation,
social behavior, social rules and self-regulation ability, promote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makes
targeted sugges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teachers' guidance in performance games, so as to better guide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kin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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