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幼儿园优秀游戏活动案例名单

序号 案例名称 所在班级 教师姓名 申报园所 推荐单位

1 彩虹洗球池 大班 宋颖梅 林鹭 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新桥幼儿园 四川省教育厅

2 超级滑滑梯的游戏故事 中班 李宜玲  曹亦兵 合肥市西园新村幼儿园 安徽省教育厅

3 超市变形记 中班 杨亚茹 北京市石景山区幼儿园分园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4 成功了，我们的“黄河工程” 大班 卫  华 上海市奉贤区青青草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5 持续半年的“小白鲸”游戏 中班 张少灵 上海市嘉定新城实验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6
冲吧！保龄球──角色游戏中的“无心

”和“有意” 中班 刘晶晶 冯霞 上海市闵行区爱博果果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7
穿越 “黑洞”──谈安吉游戏中的幼儿

深学与真援 大班 张海雯  安吉县实验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8 从“保龄球”到“多米诺” 中、大班 许翠单 上海大学附属实验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9 从无到有的航天基地 大班 张  焱 上海市静安区南西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0 搭建红海滩栈道 大班 刘  琳 葫芦岛市兴城市第一幼儿园 辽宁省教育厅

11 搭建幼儿园 大班
李美欣 
谢  萍 
贺雄英

邻水县机关幼儿园 四川省教育厅

12 大班水区游戏《花样“引”水》 大班 曾佳音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池店镇桥南

中心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13 弹珠轨道变形记 大班 陈铭铭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14 当积木遇上多米诺 大班
杨  爽 
刘  颖 
张  良 

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葛石镇中心幼儿园 山东省教育厅

15
“叮当冰激凌店”的春夏和秋冬

──幼儿自发游戏中的主动学习 中班 黄熠炯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6 “动物猜猜乐”之游戏版本升级记 大班 李海燕 上海市嘉定区方泰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7 豆豆的7次挑战 中班 李秋璇 化芳 昆明市五华区江滨幼儿园 云南省教育厅

18
“豆芽”的故事──基于儿童视角的

大班角色游戏发展历程
大班 陈  洁 南京市实验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19 多米诺游戏的七次探究 大班 付国庆 张玲 成都市第十六幼儿园 四川省教育厅

20 二月二龙抬头 大班
王  丹 
崔  霞 
张春萍

山东省烟台市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海韵幼儿园

山东省教育厅

21 飞机，你飞向何方 大班 诸嫣婷 浙江省海宁市机关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22 疯狂建筑师 大班 朱雯婷 无锡市太湖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23 浮板上的挑战 大班 凌  慧 广东省育才幼儿院二院 广东省教育厅

24
“俯卧撑大厦”落成记──让“再等一分

钟”成为游戏观察的习惯 大班 任慧燕 上海市闵行区佳佳中心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5
跟着“感觉”走

──大班滑道建构游戏
大班 黄  薇 南京市于家巷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26 跟着大王去巡山 大班 谢淑君 芜湖市镜湖区沿河小区幼儿园 安徽省教育厅



27
观光巴士──自主游戏中的探索与学

习
中班 李肖卿 上海市宝山区行知实验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8
鬼屋演变史──在角色游戏持续观察

中发现儿童的学习与发展 大班 孙婷 陈莉
上海市松江区人乐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9 滚珠的探索 大班 于  鑫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第三幼儿园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30

“海水来了，有办法”──基于儿童的
视野下的中班建构游戏案例探究 中班 姚小英 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31
好玩的曲棍球游戏 大班 胡鸣霞 无锡市实验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32 好玩的斜坡 大班 廖雯娟  江潋滟 顺昌县实验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33 户外游戏《鲨鱼来了》 大班  张婷迪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幼儿园  广东省教育厅

34 花样轨道诞生记 大班 李  敏 福建省霞浦县实验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35 滑索趣事多 大班 王  珍 安吉县机关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36 会动的刷票闸口  大班 冯鹰 上海市金山区艺术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37 会展中心 大班
甘丽琼 
刘  琴 
黄  尹

南宁市西乡塘区衡阳西路第三幼儿园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38 混龄游戏时段的新玩法 中、大班 白娜 席韶玲 许昌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河南省教育厅

39
活动区游戏：玩转竹棍 小班 黄小平  刘尧芳 福建省建瓯市实验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40 火车！出现！ 中班 刘珊雪霏 上海市宝山区青苹果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41
火箭站起来了!──记中班幼儿对子

弹头积木的探索
中班 方雨婷 上海市中国福利会新城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42 “机器人“变形记 大班
丁  文 
张小艺
金  迪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百合幼儿园 山东省教育厅

43 鸡蛋托的妙用 大班 李  静 78300部队机关幼儿园 云南省教育厅

44
基于观察 鹰架儿童发展──记大班建

构游戏《城市立交桥》 大班 张竹 虞乐 常州市武进区经开区东方名园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45
加油站的演变──放手，让幼儿成为

游戏的主人 中班 谭苇婷 上海市金山区石化幼稚总园临潮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46 建构区中的“高架桥” 大班 郭  颂 江苏省徐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47 建构游戏《人行天桥》 大班  

王  鑫 
王春浪
张贝贝 
张  佳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幼儿园 广东省教育厅

48 建构游戏──桥 大班 孙俊颖    广州市番禺区北城幼儿园 广东省教育厅

49 “金币”争夺战 大班
周怀艺
孙静丽
李  虹

哈尔滨市政府机关第一幼儿园 黑龙江省教育厅

50 镜子迷宫 小、中、大班
袁佳贇  
管佳玮  
谈震玺

上海市静安区芷江中路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51 快乐过山车 中、大班 郑云兰  郑丽斌 南平市实验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52 快乐皮影戏表演（表演游戏） 大班 吴燕飞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53 “篮子打水”我能行 小、大班 洪翠云 福建省厦门市第一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54 楼“坚强” 大班 熊纯琦 南昌市保育院 江西省教育厅

55
“马路”与“车”──问题情境引发

幼儿“深度学习”的观察与思考
中班 顾玲玲 上海市松江区中山第二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56 门的变形记 大班 郑燕 胡曼 贵州省凯里市第四幼儿园 贵州省教育厅

57 秘密空间 中班 汪  莹 池州市实验幼儿园 安徽省教育厅

58
MOMO建水库──在互动中支持幼儿

沙水游戏的开展 中、大班 徐文怡 上海市长宁区新实验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59 墙上的轨道滑梯 中班 何无忌 北京市西城区洁民幼儿园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60 巧娃难为无“水”之炊 中班 龚佳倩 余巧娟 义乌市宾王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61 趣滑小土坡 大班 张迎春 臧欢欢 连云港市海州区精勤中心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62 三打白骨精 大班 尤跃武 余璐 池州市贵池区幼儿园 安徽省教育厅

63
三个男孩造飞机──观察与解读幼儿

在游戏中的创造性表现
中班 张流瑛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64
“扫码支付”引风波──混龄游戏中

的幼儿交往行为 
混龄班 贾  璐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65 沙池里的“南水北调” 中、大班
李  冰 
张兴莲 
王爱珲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日照市
市直机关幼儿园 山东省教育厅

66
沙池里的水管游戏

大班 冯晓英 平湖市林埭镇中心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67 沙池趣事之修车记 中班 许晓丽 徐娜 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八仙桥中心幼儿园 山东省教育厅



68 沙水变形──挖河道 大班 杨怡雯  樊静 上海市静安区实验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69
沙水建构游戏──《桥》 大班

程玉明 
王海燕 
刘华良

浙江省江山市江滨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70 山坡滑梯的从无到有 大班 杨扬 潘林芝 义乌市绣湖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71 绳子上的平衡 大班 林佩莹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中心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72 水管畅想玩 大班 覃敏芳 梁华珊 云浮市罗定市幼儿园 广东省教育厅

73 水上乐园 大班 高依依 郭芷莹 广州开发区第一幼儿园 （中心园） 广东省教育厅

74 水上乐园开拓史 大班 胡昕云 上海市徐汇区望德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75 私家小厨成长记 大班 王赛骊 吕欣蔚   
浙江师范大学幼儿教育集团

金东实验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76 “弹”出一片天──轨道弹球乐 大班 蔡明真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康乐新村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77 挑战迷宫 大班 肖小芳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第二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78 童创迷宫 中班 赖玉薇  卢元娜 福建省儿童保育院 福建省教育厅

79 陀螺世界的小当家 中、大班  冷燕菁 上海市长宁区海贝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80 “娃娃家”里的小世界 中班 陈伟琴 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81 娃娃军舰“练”成记 大班 林哲颖 吴蓓蓓 上海市徐汇区龙华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82
豌豆炮Ready Go！──走进科学游戏

下幼儿的探究式学习
大班

蒋  慧 
周  玥 
周雯婷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83 玩车 小、中班 赵  爽 大连市沙河口区教师幼儿园 辽宁省教育厅

84 玩出不一样的“创意”──百变沙画 大班 乔  萍 上海市嘉定区昌吉路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85 玩转敏捷梯之垒高 大班
殷晓菲 
姜燕燕
高  艳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山东省教育厅

86 玩转小木偶 中、大班 余小兰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第十二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87 我爱木工 中、大班 吕银芳 魏丽 杭州市余杭区鸬鸟镇中心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88 我和海沙有个约会 中班 吕寒珊 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衙口中心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89 我和影子玩游戏 大班 方  静 南京市太平巷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90 我们的“小蛮腰” 中班 崔晓晨 北京市大兴区第七幼儿园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91 我们来当“娃娃妈妈” 小班 陆  烨 上海市闵行区中福会浦江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92 我们想拍动画片 大班 白思琦 北京市第六幼儿园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93 我们一起来搭桥 大班 江玲艳 广西大学第二幼儿园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94 五月的风 大班
青岛市实验幼儿园

教师团队
山东省青岛市实验幼儿园 山东省教育厅

95
舞台成长记──大班表演游戏的解读

与支持
大班 王  佳 安吉县机关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96 消防员灭火游戏 大班 杨胜芝 罗钊 贵州省凯里市第八幼儿园 贵州省教育厅

97 小矮人矿车游戏 大班 陈孝云 上海市浦东新区羽灵幼儿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98
“小黄”变身记──小班角色游戏中替

代物使用的追踪记录与思考 小班 顾  菁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第二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99 小剧场故事多 大班 陈薇诗 海南省军区幼儿园 海南省教育厅

100  小木板，造大船  大班 陈  程 新城第二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101 小球的旅行 小班 陈馥敏 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学院附属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02 小球过山车 小班 陈  红 三明市实验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103 小小点心店里的三个 “小” 中班 金  珏 上海市奉贤区星辰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04
小镇动车站──在计划、探究、实践

中助推游戏的发展
大班 孙奇井 黄路遥 温州市第十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105 斜坡上的小车游戏 大班 田  熹 贵阳市中心实验幼儿园 贵州省教育厅

106
“新版老狼老狼几点了 ”──在游戏中

自主建构数学经验 大班 卢世轶 上海市静安区安庆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07 循环用水大作战 中班 谢丹华 福建省厦门市五缘实验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108 一段追随儿童建构游戏的呼应之旅 中班 朱水莲 南京市鼓楼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109 一个好玩的影子游戏 大班 王玉春 唐山市花苗实验幼儿园 河北省教育厅



110 一座“危桥”的故事 大班 郭竹秀 诸暨市浣江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111 引水欢乐多 中班 龙红梅 贵州省镇远县机关幼儿园 贵州省教育厅

112 引水入田──相信，使我走近 大班 严立慧 上海市宝山区红星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13 由“洞洞墙”引发的头脑风暴 大班 苏艳 蒋静 上海市宝山区机关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14 油桶趣多多 大班 蔡丹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15 游走在绳索间的孩子们 大班 向晓丽 息烽县实验幼儿园 贵州省教育厅

116 有趣的跷跷板 大班 何姜桦 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幼儿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117 渔家乐 大班 朱世芬  高黎英 莆田市湄洲第一中心小学附属幼儿园 福建省教育厅

118 再现比萨“斜”塔 大班 江邵霞 上海市徐汇区望德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19
在观察中解读，形成有效回应──以
大班《沙水游戏》为例分析与反思 大班 刘  悦 南京市香山路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120
“战狼”小分队──棒棒投弹兵

大班 尚  巍 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北长街幼儿园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121 纸管与积木的“对话” 大班 杨海燕 安徽省天长市第二幼儿园 安徽省教育厅

122 纸牌建筑师 中班 董晓妍 刘惠 河南纺织机械厂幼儿园 河南省教育厅

123
纸牌桥的演变──建构游戏中幼儿思

维品质培养的案例 大班 龚珉希 胡谦茹 上海市杨浦区延吉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24 中国旅行棋 大班 陈姗 南京建邺区鹤琴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125 “中山大桥”的搭建故事 中班
斯  婷 
金柏香 
俞娇玛

东阳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浙江省教育厅

126 竹竿滑梯 小班
乔丽琼 
蒋  虹 
沐  梅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幼儿园 云南省教育厅

127 竹篮打水 大班 张勍 潘莉 上海市宝山区行知实验幼儿园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128
筑桥记──STEM理念下的大班主题建

构活动案例
大班 徐豪 曹恩源 常州市鸣珂巷幼儿园 江苏省教育厅

129 自来水公司开张啦 大班 陈星玲 武警海南省总队幼儿园 海南省教育厅

130 综合游戏：光影游戏 大班   胡霞 雷小莉 重庆市北碚实验幼儿园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