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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游戏与绘本 发展情绪社会性 

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促进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实证研究 

席居哲 周文颖 左志宏 

摘 要 ： 该研究 旨在检验 游戏式绘本指 导阅读对 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的促进作用。 

研究采用前测 一后测设计 ，从上 海某公立 幼儿 园选取 3个大班的 81名幼儿为研 究对 

象，将其分为指导组、自读组、听读组、控制组开展为期 6周的实验研 究，实验前后均施 

测“情绪与社会性领域入学准备评估量表”。具体做 法：对指导组进行游戏式绘本指导 

阅读，自读组幼儿自行阅读，听读组主试指点文字出声朗读给幼儿听，两个控制组(控 

制组 2主要用于考察前期测试效应)实验 时段 则不进行相应 的绘本 阅读 活动。实验 结 

果表明，无论是游戏式指导阅读，还是 自读或听读，均可显著促进幼儿的情绪社会性发 

展 ，而带有组间效应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 明，在人 际关 系、道德品质和 自我意识三个 

指标上 ，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对幼儿人际关 系和 自我意识的促进作用远 高于其他组 ，对 

幼儿道德品质促进效应也在统计 学意义边缘显著地高于其他组。结果提 示：绘本阅读 

对于幼儿的情绪社会性发展有 良好的促进作 用，而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 由于更适合 幼 

儿的心理特点，对其情绪社会性发展有更大的促进作 用。若成人在伴读过程 中加入 片 

段式小游戏会更利 于提升幼儿的积极体验 ，更有助于其情绪社会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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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社会性发展 (social development)作为心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心理学界和教 育界 的重视。 

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界就开始对儿童社会性发展进行研究，将儿童看作是社会活动的主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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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视其为被动社会化 的个体 。弗洛伊德的个性结构假说、维果斯基的社会历史文化假说和米德 的文 

化决定论是当今儿童社会性发展最重要 的三个理论支柱。① 20世纪 80年代 ，“社会性”一词就 已见诸 

我国学前和儿童教育界②，从 80年代 中期起 ，我 国原先 以智 能发展为 中心的学前教 育开始转 向重视儿 

童的全面发展，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力提倡素质教育，重视对儿童社会性的培养。 

社会性发展不仅是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形成健康人格特征和 良好社会适应 的基础 。 

教育部 200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乐意与人交往、学习互助、合作和分 

享 、有同情心”的社会性发展 目标 。社会性发展可形成儿童多维度、多层次 的心理结构 ，塑造宜人性 、聪 

慧性的个性结构，铸造合群性、共融性的道德品质。③ 具备社会性能力的儿童能够了解社会规范 ，掌握 

生活技能 ，处理好人际关系 ，适应社会生活。⑨ 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也表 明促进儿童社会性和情绪发展有 

助于减少其行为问题 的发生 。⑤ 

情绪是儿童社会性心理结构中最重要 的四种特质因素之一 ，⑥是儿童青少年社会性发展 中必须予 

以高度关注的一个核心领域。⑦ 情绪社会性发展作为儿童社会性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学前期 的 

儿童来说尤显重要。⑧ 情绪社会性发展是指在 原始情绪基础上 ，在人际交往和社会行 为反馈过程 中产 

生包含社会意义的情绪。⑨情绪社会性发展水平高的儿童往往更加 自信，拥有更好的同伴关系，更具合 

作精神 ，能更好地依据社会情境来管理和调节情绪、解决冲突 、促进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⑩⑩。相反 ，在 

此领域发展有困难的儿童在之后的校园生活 、同伴关系和学习能力 的表现上都更不如人意@⑩。幼小衔 

接是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的互相联结，@是学前儿童全面发展的重大转折期，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注。学前 

儿童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进行情感互动和维持积极的社会交往，因此结合《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所提出的社会性发展目标，做好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准备对其顺利完成幼小衔接具有重要意义。 

绘本是最适合幼儿接触的媒介 ，绘本阅读对幼儿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许 多学者 的重视。好 的绘本 

不仅可以传递知识 ，更能传播勇气 、种植希望 ，对幼儿的性情起陶冶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 明，绘本对 

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起着 明显 的促进作用 。比如 ，绘本阅读能够有效地促进儿童社会互 动性 的发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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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其挑战行为，①促进对自我、人际关系和社会规则的认知，②能显著地促进亲社会行为，③明显提高社 

会适应性。④ 已有的利用绘本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 的相关实证研究⑤⑥为开展幼儿情绪社会性教育提供 

了载体和路径启示 。 

除绘本阅读外，游戏训练也是促进儿童情绪社会性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⑦⑧维果斯基认为游戏是 

儿童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性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⑨。如体育游戏能够改善社会交往关系，帮 

助幼儿摆脱自我中心，培养积极的情感和健康的心理素质⑩；角色扮演游戏可巩固亲社会行为，提高社 

会认知能力，促进同伴交往与合作；@自主游戏可促进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技能、社会道德和自我 

意识的发展。⑩ 

由上 ，在学前阶段结合幼JL,b理年龄特点将绘本 阅读与游戏相结合便成为值得探索 的课程组织形 

式 ，因此也有了类似江苏省教育厅 2014年启动的旨在引导幼儿 园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游戏观和课程观 

的“课程游戏化”项目。@ “课程游戏化背景下的早期阅读”研究将绘本故事以游戏的形式渗透到幼儿 

的一日生活中；基于绘本阅读整体性功能开发的“绘本游戏课程”，⑩探索绘本游戏多元方式和构建绘本 

教育新模式以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一线的幼教老师将表演游戏融入到绘本教学中以激发幼儿的表现能 

力和阅读理解能力。⑩⑩ 这种做法的根据是 ：绘本是幼儿体验游戏的重要载体 ，⑩在形式 、内容和操作等 

层面上都具有游戏元素 ，⑩与游戏结合 的绘本 阅读能让幼儿更深入理解材料内容 。⑩ 有研究证据显示 ， 

将游戏的特性与趣味融入到学习材料中的游戏式 电子绘本可提升小学生 的专注力 和学 习兴趣 。① 然 

而，尽管已有文献提示了将绘本阅读与游戏结合的诸多益处，但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却鲜见对一线教育 

者有针对指导性的简明课程框架，该框架对于教育者快速把握要领并生成将绘本阅读与游戏有机融合 

的教育机智至关重要。 

基于此，我们开发出融合了绘本阅读与儿童游戏的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以启发式 

和引导式提出不同层次的问题并设计紧密相关的片段式小游戏。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要求在阅读 的过 

程中充分尊重儿童的主动性，以不同的方式引导其参与讨论，激发积极性，将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 

经验与当下的故事内容相联结。采用启发式提问，引导幼儿去思考，培养他们预期、假设、质疑和反思的 

能力，通过角色扮演、体育游戏、动作模仿等来内化和巩固儿童的情绪社会性知识，提高其情绪社会能 

力。本研究旨在检验这种增添了绘本参与度和体验感的阅读方式，相较于传统的绘本阅读(如自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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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等)方式，是否对幼儿的情绪社会性发展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二 、研究方法 

(一)被试选取 

选取上海一所未开设情绪社会性课程的公立幼儿园的 81名条件相当的大班幼儿为被试 ，其中男生 

47名(58．02％)，女生 34名(41．98％)。本研究 中所界定的“条件相 当”是指幼儿的年龄相 当、生理发 

育情况相当，在亲子共读情况上(如对亲子共读的态度、共读的频率和时间)无显著性差异。在实验开 

始前，将幼儿随机分为5组，进行情绪社会性发展因素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前4组(第五组不进 

行前测)不同组别幼儿在情绪社会性诸维度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组间差异，F(3，63)=．93～2．44，ps 

>．05。各组幼儿月龄差异也不显著 ，F(4，76)=．68，P=．957。对组 内幼儿人数进行 差异性分析 ，结 

果显示各组男女人数的分布不存在统计学意义显著性差异， (df=4，N=47)=3．54，P=．473。(见 

表 1) 

表 1 参 与研 究的幼儿的基本情 况 

注 ：设置控制组 2的目的在于用以考察前期测试效应 

(二 )研究工具与材料 

(1)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指导提纲 

选取美国儿童心理咨询师史贝蔓编著《我的感觉》系列丛书，包含学前儿童七种常见的情绪社会性 

主题 ：开心 、害怕、难过 、嫉妒 、自信 、思念和同理心，提纲要素见表 2。 

(2)对情绪社会性发展的测量 

采用杨宇婧①在综合儿童入学准备五领域模型、儿童行为量表和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文化背景编制的《情绪与社会性领域入学准备水平评估量表》。选择该量表当中的44项条目， 

由家长在人际交往(如“主动和其他孩子一起做游戏”)、道德品质(如“从不破坏花草或欺负小动物”)、 

自我意识 (如“自己的愿望会用恰当的方式想办法 实现 ”)三个维度 ，从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对 

儿童进行五级评分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分别为：人际交往 ( =．881)、道德品质( ：．898)、自我 

意识(Od=．830)和总量表( =．864)。 

(三 )实验过程 

研究经历 了前测 、计划实施 、后测三个阶段 (见 图 1)。前测阶段包括了解幼儿 的情绪发展状况 、选 

择适宜的绘本、制定阅读指导计划等 。后测所使用的量表与前测相同。计划实施阶段 由事先经过严格 

标准训练的大学生主试团队施行 ，同一名主试负责不 同组别幼儿的实验操作 ，避免对单一组别产生影 

响，以尽量平衡主试问效应。对指导组进行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自读组幼儿自行阅读；听读组以主试 

指点文字 ，出声朗读 ，幼儿听的方式进行 ；两个控制组则不进行对应的绘本阅读 ，控制组 2仅用以考察前 

期测试效应 。三组幼儿按照各 自的实验组设置进行为期 6周的绘本阅读 ，每周 2次 ，每次 15—20分钟。 

① 杨宇婧：《儿童情绪与社会性发展水平测评工具的编制——以西安市准备入学的大班儿童为例》，《教学研究》 
2015年第 2期 ，第 114—11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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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游戏式绘本指导 阅读提 纲要素 

主题 

导读 适读 年龄 

故 事主 旨 

封面与封底 绘本导人 

前环衬 与扉页 

游 启发式提 问 

戏 引导式提 问 

式 经验分享 
绘 适 宜指导行为 片段式 游戏 

本 阅读指导 动作模仿 

指 角色扮演 

导 指定阅读材料 

阅 非适 当指 导行为 分心 、敷衍 

读 识字 

趁机说教 

分享总结 

手工作品 结束阅读 

片段式小游戏 

结语 

，——————————、 ’、，—————————一 I前测 ～。碉 笨面鬣‘莓 ⋯‘、 后测l 
I J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

， l J 

图 1 实验步骤 流程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各组内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变化显著性检验 

比较控制组 2与控制组 1的后测数据，结果显示不存在显著差异(ps>．410)，表明幼儿是否接受 

前测对后测结果没有产生影响，可排除前期测试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对 比发现 ，四组幼儿在情绪社会性 

发展的人际关系、道德品质、自我意识三个维度上的前后测(表 3)对比均显著提升(t=2．27～l3．91，ps 

<．05)。 

(二)不同组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变化差异 的显著性检验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前测阶段无显著差异的4组幼儿，经历了不同的绘本阅读方式后，在情绪社会 

性水平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变化。为了检验指导效应是否显著 ，分别对人 际关系 、道德 品质和 自我意识 3 

个情绪社会性维度得分进行 4(四组：指导组、自读组、听读组、控制组 1)被试问因素)×2(两个时点： 

前测、后测)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见表4)。结果显示，人际关系的被试内×被试间交互作用达到统计 

学意义非常显著水平，F(3，63)=5．61，P：．002，叼 =．211；自我意识的被试内×被试间交互作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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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统计学意义极其显著水平，F(3，63)=6．28，P=．001，叼：=．230；道德品质的被试内×被试问交互 

作用达到统计学意义边缘显著水平 ，F(3，63)=2．42，P=．075 <．10，'7 =．075。 

表 3 儿 童情 绪社会性发展变化描 述统计 (M -I-SD) 

实验组 别 人 际关系 道德 品质 自我意识 

指导组 前测 40．53 ±4．58 45．95 ±3．29 60．95 ± 6．10 

( =19) 后测 55．32 ±4．36 57．26 ±4．72 76．0O ± 6．3l 

自读组 前测 41．69 ±3．44 44．06 ±4．12 61．88 ± 6．3l 

(n=16) 后测 51．69 ±3．26 52．8l ±4．22 73．25 ± 3．86 

听读组 前测 42．58 ±7．40 46．89 ±2．81 63．53 ±8．66 

(／／,：19) 后测 5O．89 ±3．56 54．58 ±4．21 72．68 ±6．75 

控制组 1 前测 43．46 ±4．05 46．46 ±2．44 65．23 ±5．93 

(／／,=13) 后测 5O．31 ±4．11 54．54 ±4．03 69．69 ±4．99 

表4 幼儿情绪社会性变化的被试内与被试间交互效应、被试内效应与被试问效应 

变异来源 统计指标 人际关系 道德 品质 自我意识 

F(3，63) 5．61 2．42 6．28 

被试 内 × 被试 间 P ．002 ．075 ．O01 
2 
．r7 ．2l1 ．1O3 ．230 

F(1，63) 178．76⋯ 258．97⋯ 135．10⋯ 

被试 内 p <．O01 <．O0l <．00l 
2 

叩 ．739 ．804 ．682 

F(3，63) 0．52 3．18 0．13 

被试 间 p ．674 ．030 ．941 
2 

叼 ．024 ．132 ．006 

比较不同组幼儿在人际交往 、道德品质和 自我意识三个情绪社会性维度的变化量(见图 2)，发现指 

导组的提升尤其显著，在这三个维度的变化量均显著高于听读组和控制组，与自读组相比在人际交往维 

度上变化量也显著更高 (ps<．05)。 

20 

一  

嚣 
{盖 1 5 

嚣 

10 

5 

0 
- r1． - - 置 曩 

实验组 自读组 听读组 控制组1 实验组 自读组 听读组 控制组1 实验组 自读组 听读组 控制组1 

人际交往 道德品质 自我意识 

图 2 不 同组幼儿情绪社会性 发展 变化量 (MD)比较 

(注 ： 表示达到统计 学意义的显著性差异水平 ) 

对交互作用显著的维度进行简单效应检验(表 5)，结果表 明：后测阶段 ，不同组别 的人际关系和 自 

我意识均存在显著差异(ps<．001)，对照表3、表 4和图2结果可见，使用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对情绪 

社会性发展水平 的促进作用 比其他组更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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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实验组别和重复测量数据 的简单效应检验 

差异来源 人际关 系 道 德品质 自我意识 

2 2 2 F p 
p 

， p 叼p F p 叼p 

指导组 ×前后 测 1l3．89⋯ <．O01 ．644 120．11⋯ <．O01 ．656 88．74⋯ <．O01 ．585 

自读组 ×前后 测 43．85⋯ <．O01 ．410 60．48⋯ <．O01 ．490 42．67⋯ <．O01 ．404 

听读组 ×前后 测 36．01⋯ <．0O1 ．364 55．39⋯ <．O01 ．468 32．84⋯ <．O01 ．343 

控制组 1× 前后测 16．70⋯ <．O01 ．210 41．87⋯ <．001 ．399 5．33’ ．024 ．078 

组别 ×前测 O．93 ．432 ．O42 2．44十 ．073 ．104 1．14 ．338 ．052 

组别 × 后测 6．03̈  ．O01 ．223 3．19 ．030 ．132 3．2O ．029 ．132 

四、讨论 

(一)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更有效促进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 

从实验结果图2可以看出，经过 6周的实验后，所有幼儿的情绪社会性水平均有所提升，究其原因 

是当时正值大班下学期，园方正在开展有关幼小衔接方面的课程与活动。控制组幼儿的自我意识水平 

亦有显著提升在于 自我意识是随着年龄增 长而逐渐升高的，发展最快 的阶段在 4—8岁①，本研究 中的 

幼儿均处于该年龄阶段 ，因此 自我意识快速发展 ，呈现由低到高的发展趋势 。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被试 内 

和被试间的交互效应(表 4)中明显看出，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对幼儿 的情绪社会性发展水平 的促进作 

用更大。 

幼儿 的自我意识反映了他们对周围环境和在社会 中所处位置的认识 ，②是实现社会化 目标 、完善人 

格的重要前提，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行为与社会适应⑨。自我意识不是与生俱来 的，是个体在后天生活与 

客观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 的④，幼儿在 中班之后逐渐开始发展对 自己的社会 角色和心理活动 

的意识。本研究中，通过绘本的阅读，“自画像”、“夸夸我自己”等片段式游戏，让幼儿认识到自己与他 

人既有相 同之处 ，也有特殊之处 ，帮助其正确认识和积极评价 自己，在 自我评价的基础上学习正确评价 

他人。在启发式提问中 ，幼儿能够畅所欲言 ，表达 自己的想法 、情绪以及背后 的原因，还可以使用纸笔 、 

动作等将想法和心情画出来 、演 出来 ，深入的 自我体验丰富了他们 的内心世界。 

罗杰斯指出个体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有获得“积极关注”的需要 ，儿童也不例外 ，他们也希望从他 

人身上获得认可 、关注和爱 。在绘本 阅读 的过程 中，伴读者总是用鼓励 、积极的语言来 回应幼儿 ，让他们 

对 自己有一种积极正面的全新认识 。此过程能让他们从 自我 中心中脱离出来 ，在阅读 和游戏中体会和 

总结经验 ，识别 、理解和调节 自己的情绪 ，从模仿故事主人公到建设性地解决冲突 ，处理人际关系。 

(二)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促进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原 因 

为何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更能促进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 ?研究者认为最主要 的原 因缘于 由此而来 

的积极建构 ，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点 ： 

其一 ，幼儿藉 由绘本阅读内化许多社会化的替代经验 ，了解 自己和他人 ，以增进社会能力 。现在儿 

童的生活经验大都局限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之间，而绘本的内容包罗万象，他们可以藉由阅读绘本，从 

中体验到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事物，甚至不同的人生看法等。以绘本为媒介，与游戏情境相结合 

的阅读让幼儿以喜欢 的方式间接地深入体验和理解 阅读材料 ，体会到许多无法直接接触到的生活经验 ， 

无形中得以开拓视野，丰富生活体验 ，从而得以在 日常生活中迁移。⑤ 游戏的社会性实践再造了某种生 

① 冉乃彦：《3—9岁儿童的 自我意识与社会性发展》，《心理发展与教育》1994年第 10期 ，第 18—21，29页。 
② 王昱文、王振宏 、刘建君：《小学儿童 自我意识情绪理解发展及其与亲社会行为、同伴接纳的关系》，《心理发展与 

教育》2011年第 1期，第 65—70页。 

③ 杨玉凤：《大力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4年第 3期，第225—227页。 

④ 许继红、渠静：《中班幼儿自我意识的培养初探》，《学前教育研究))2OO1年第4期，第 63—64页。 

⑤ 郭咏梅：《幼儿文学类图画书的特征与阅读指导》，《学前教育研究)2o15年第 8期，第 6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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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现象 ，让他们可 以通过这样 的游戏掌握简单的社会关系 ，积极地思考解决问题的行动办法。① 

其二 ，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采用 自由开放的讨论方式 ，使儿童能够 自由地表达思想 ，提 出问题 ，经由 

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导儿童思考 、推理。增加思考的可逆性 和变换性 ，有助于故事概念 的建立以及认知 、 

语言能力的发展 ，使儿童成为一个富有情绪和智慧的人。且绘本 以细致的插画 、浅近的文字和富于感情 

内涵的表现，将勇敢、自信、乐观、善良等美德融入故事中，以榜样作用帮助儿童达到自我学习的目的。 

其三 ，立体 、全方位 、游戏式的感官参与增加 了体验感。游戏式绘本指导 阅读不仅能让幼儿理解绘 

本的故事内容 ，更鼓励幼儿综合运用 了读 、演 、舞 、画、做 、跑 、跳等多种表达形式参与到探索和理解外部 

世界中。在阅读时，幼儿会对材料做出许多反应 ，如跳舞 、鼓掌 、做动作和表演等 ，②游戏式绘本指导阅 

读支持他们做出这样的反应 ，并鼓励伴读者和孩子一起互动 。阅读过程中嵌套 的小游戏不是简单意义 

上的消遣娱乐 ，而是具有更高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③幼儿可通过游戏表达想法 、控制身体活动、抒 发情绪 

以及与他人和环境建立关系 ，④游戏是他们学习的基本形式和发展途径。 

其四，所选绘本内容富含情绪社会性内容 ，主题符合儿童的生活经验。年幼的儿童 尚未发展 出足够 

强的观察能力 ，而且还存在 自我中心意识 ，对别人的情绪情感和需求等缺乏觉察 、认知和了解 ，这会导致 

帮助、合作 、关心 、同情等情绪社会性行 为的缺乏。所选绘本包含儿童常见 的情绪 ，以及 同理心 、自尊 自 

信 、自我意识等主题 ，帮助孩子发展出“我是谁⋯‘我怎么样”的自我意识 ；如何打招呼，如何道歉 ，学会分 

享等社会技能 ；如何适应新环境 ，识别 自己的情绪情感 ，控制情绪等 自我调节 ；喜欢和 同伴相处 ，识别他 

人的情绪情感并做出正确回应等亲社会行为。 

(三)研究反思与展望 

虽然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在某些维度上产生 了明显的效果 ，但指导时间较短 ，若能对幼儿进行长期 

的纵向研究 ，则可以考察指导效果的持久性 。本研究只采集 了幼儿家长的数据 ，家长评估主要是依据 自 

己的生活经验进行评估，应多信源地收集来 自老师、家长和儿童本人的数据。由于前测数据是在家长会 

上收集 的，而后测数据则由家长独 自在家完成 ，两种情境下家长 由于某些考量在填写问卷时可能会存在 

偏差 ，如果能增加观察法 、访谈法和实验法 ，那么对幼儿情绪能力的评估会更加全面。同时可考虑增加 

其他领域的研究 ，比如社会认知的测量 、客体认知的测量等 。 

由于种种客观限制 ，本研究只设置 了三个实验组 ，将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与传统的孩子 自读或家长 

读孩子听的阅读方式进行 比较 ，并未设置只游戏不 阅读组 ，因此未能区分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中起根本 

性作用的是游戏 ，是启发式的指导阅读 ，抑或是游戏与阅读 的有机结合 。如果 能增加传统的游戏组别 ， 

实验结果将更具有严谨性与说服力。 

五 、结论 

本研究得出基本结论如下 ： 

(1)绘本阅读能促进幼儿的情绪社会性发展，而游戏式绘本指导阅读由于更适合幼儿的心理特点， 

对其情绪社会性发展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其核心机制是更好地推动幼儿的积极建构。因此 ，若成人在幼 

儿阅读伴读 中加入片段式小游戏 ，不但利 于提升幼儿的积极体验 ，更助于促进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 。 

(2)虽然实验存在一定的局限 ，但 目前实验结果 比较明确地提示游戏式绘本指导 阅读对幼儿的情 

绪社会性发展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这种阅读伴读指导方式颇值得推广应用。 

① Fredrickson，B． L．， Marcial 

Psychologist，2005，60(7)：67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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