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明”手“快”：5-6 岁幼儿视知觉游戏活动的

设计和应用

[摘要] 基于校外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设计 5-6 岁幼儿视知觉游戏活

动来提升学习能力”这一课堂困惑的思考，尝试设计更为有趣、科学的视知觉游

戏活动提升 5-6 岁幼儿学习能力训练效果。全文首先分析了视知觉能力发展不

足引发的学习困难表现，阐述了视知觉核心概念，并梳理了视知觉游戏活动的设

计和应用过程。最后运用实验法、个案法、访谈法对视知觉游戏活动提升 5-6

岁幼儿学习能力的效果进行检验，认为此系列视知觉游戏活动的开展对提升 5-6

岁幼儿学习能力水平有较好实用性。

[关键词] 5-6 岁 幼儿 视知觉 游戏活动

一、问题提出

近期央视播出的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引发广大教育

工作者和家长的共鸣，该纪录片追踪跟拍了三个有阅读障碍

的儿童家庭。纪录片中的孩子智力均正常，但在阅读和书写

等学习活动上存在很大困难，由此引发了广大教师、家长对

儿童视知觉这一概念的热烈讨论。

Brown， Rodger， & Davis 等脑认知神经科学家一致认

为，儿童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专注力差、书写结构差、

拼读错误多等“学习困难”，更多的原因是视知觉发展不足。

最新的儿童脑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幼儿视知觉能力

具有极强可塑性。大脑神经系统接受到不同的的视觉刺激，

促使视觉信号在传输通道进行快速传递，从而调整视觉神经

系统的的信号处理能力，并进一步提升视知觉能力。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到，“要重视幼儿的



学习品质，幼儿在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良好行为

倾向是终身学习与发展所必需的宝贵品质。要充分尊重和保

护幼儿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帮助幼儿逐步养成积极主动、

认真专注、不怕困难、敢于探究和尝试、乐于想象和创造等

良好学习品质。”在《指南》指导下，试图设计多形式的视

知觉游戏活动，让幼儿在参与视知觉游戏的过程中养成良好

的学习品质，为后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概念界定

（一）视知觉

视知觉是指眼球接收到大量的视觉刺激后，将视觉信息

传送到大脑，进行视觉信号接收和辨识的过程。视知觉是学

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学习过程中 75%的信息都要通过视知

觉来接收，在阅读、书写、计算、背诵、复述等学习活动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图 1：视知觉信息传递路径图

幼儿期是视知觉发展的关键期，视知觉发展不足的幼儿

经常伴随学习困难和行为问题。主要表现在：阅读专注状态

差，容易分心走神；注意到的视觉信息少，容易漏字错行；

识别相似数字、文字、字母、图形过程中易混淆；阅读过程



中记不住关键词、视觉关键信息再现能力差；书写困难；由

此可以得知视知觉能力的薄弱会大大影响学习效率。

表 1：视知觉六大能力和缺失带来的学习困难

（二）幼儿视知觉游戏活动

本文中视知觉游戏活动是指以5-6岁幼儿和家长为共同

教育对象，以丰富多样的视觉刺激材料和器材为主要活动载

体编排各种互动游戏，形成完整的活动目标和活动计划，让

幼儿在多样化、趣味化的游戏中感知丰富视觉刺激，激活视

觉信号通道，提升视知觉能力。

表 2：5-6 岁幼儿视知觉游戏活动特点分析

三、四线齐驱：5-6 岁幼儿视知觉游戏活动内容的整合创编

（一）主线一：游戏活动器材的初步整合

根游戏活动目标指引，对游戏活动开展所需要器材进行

初步整合。首先对目前已有的器材进行清点，舍弃部分老旧

器材；其次列出采购清单补充原有器材，扩充视知觉游戏器



材库；最后对各类器材进行新玩法设计和合并，针对每个幼

儿视知觉发展程度进行灵活补充。

表 3：5-6 岁幼儿视知觉游游戏活动器材的初步整合

（二）主线二：游戏活动形式的多元整合

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 5-6 岁幼儿视知觉游戏活动形

式进行了多元整合。下列表格试图选取一部分 5-6 岁视知觉

游戏活动，参照这三种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表 4：5-6 岁幼儿视知觉游戏活动形式的多元整合

（三）主线三：游戏活动过程的深度整合

对照 5-6 岁幼儿视知觉能力目标，分别对应不同的游戏

材料，根据不同的游戏玩法，分出不同难度等级供幼儿闯关，

同时备注游戏策略。

表 5：5-6 岁幼儿视知觉游戏活动过程的深度整合



（四）主线四：游戏活动材料的创意编排



1、创编原则：适龄性、匹配性、多样性

适龄性：筛选吸引 5-6 岁幼儿眼球的水果、动物、小汽

车、蛋糕、棒棒糖等卡通形象。匹配性：游戏活动材料的设

计都与目标严格匹配视知觉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娱乐材料。

多样性：设置多类型的游戏材料，让幼儿在多样化的游戏材

料中提升视知觉能力。

2、创编目的：提兴趣、辅教学、长能力

提兴趣：设计多样化的视知觉游戏材料、从而以更好地

精神状态投入到游戏活动中。辅教学：为游戏活动的开展提

供更好的载体和抓手，从而提升视知觉游戏活动的效果。长

能力：视知觉游戏活动材料最终目的视知觉六大能力提升。

3、创编步骤：一设计、二测试、三删减

一设计：自主设计划消、隐藏图形、找相同等九大类游

戏形式，共制作了 267 份游戏材料，材料内容和主题如下表

所表 6，现截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材料进行阐释。

表 6：视知觉游戏材料的数量、等级、主题

二测试：将设计好的 267 份游戏材料投入到 2020 年秋季

教学班级中测试，“立体方块转一转”等游戏材料难度过大，



舒尔特“3*3 方格”等难度偏低。

三删减：删除“立体方块转一转”、“3*3 方格”、“6*6

方格”等对于 5-6 岁幼儿过难或者过易的游戏材料，剩余 239

份继续投入至 2021 年使用，截取部分如图 2 所示。

图 2：创编设计视知觉游戏材料

四、三策融汇：5-6 岁幼儿视知觉游戏活动的实施评价

（一）策略一：运用多元方法、丰富活动形式

1、游戏情境贯始终

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形式，在 5-6 岁视知觉游戏活动

过程中贯穿“警察抓小坏蛋”、“逃跑的数字 3”、“视觉

大发现”各类丰富的游戏情境。

2、任务挑战为驱动

5-6 岁幼儿爱争输赢、喜欢挑战，在活动实施过程中列

“任务挑战路线图”激发幼儿内在驱力，以个体挑战、双人

PK、小组挑战等多种任务形式参与到游戏活动中。

（二）策略二：巧借智能工具、服务家庭指导

1、智能软件扩容量



在课堂之外的家庭游戏中，指向幼儿视知觉六大能力的

提升，运用“舒尔特方格”、“大家来找茬”、“俄罗斯方

块”等智能 APP 作为拓展，突破课堂游戏时间和空间限制。

图 3：5-6 岁幼儿视知觉游戏 APP

2、亲子游戏享乐趣

利用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搜索各类指向 5-6 岁幼儿

视知觉六大能力提升的亲子游戏，帮助家长快速掌握家庭亲

子游戏的方法，更进一步享受亲子游戏的乐趣。

图 4：5-6 岁幼儿视知觉家庭亲子游戏

（三）策略三：重视活动评价、记录幼儿发展

1、教师评价存记录

教师利用观察记录表记录下幼儿每次游戏活动过程中

的情绪状态、参与程度、游戏时间、游戏正确率等指标，对



幼儿参与游戏的过程进行过程性评价。

2、自我评价促反思

设置幼儿自我评价作为教师评价的补充，在每次游戏活

动结束后让幼儿进行自我总结与反思，帮助幼儿提炼游戏策

略，形成更加积极的自我认知。

五、科学求证：5-6 岁幼儿视知觉游戏活动的效果

（一）乐“学”：更积极的学习态度

幼儿参与视知觉游戏活动不仅体现在视知觉能力的提

升，更体现在幼儿的整体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上的积极变

化。运用访谈法记录幼儿变化，家长积极反馈如下图所示。

图 5：家长对视知觉游戏活动的反馈

（二）眼“明”：更专注的视觉注意

运用伯瑞和巴克德利卡量表对5-6岁幼儿进行前测和后

测，科学评价视知觉游戏活动开展效果，检测视知觉游戏活

动对幼儿视觉专注时间产生的影响。

操作性定义

采取找数字 3 任务计算幼儿视觉专注时间。幼儿视觉任务为“从



左往右逐行扫描，在 0-9 中找到所有的数字 3，并用笔划出数字 3 进

行标注”。视觉专注时间操作性定义为：幼儿听到任务指令“开始”

进行计时，到幼儿停止找数字 3 则计时结束（当幼儿离开任务纸超过

5 秒时间，则视为停止；停止小于 5 秒时间继续，对时间分段累加）

实验设计

随机选择 4 个 5-6 岁幼儿班级共 40 人进行作为实验组，接受 24

次（每次 90 分钟）的视觉游戏活动。随机选择 4 个 5-6 岁幼儿班级

共 40 人作为对照组，分别运用找数字 3 任务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班级

进行前测和后测，实验设计如下：

实验组 前测 视知觉游戏活动 后测

对照组 前测 无指导的自主游戏 后测

数据分析

计算幼儿视觉专注时间，将收集的数据录入 SPSS 21.0 进行 T 检

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实验组和对照组前测连续视觉专注时间分别

为 5.7（分钟）和 5.92（分钟），T 检验 P=0.61（P>0.05），两者无

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视觉专注时间无显著差异。

实验组前测和后测的连续专注找数字3时间平均值分别为5.7（分

钟）和 10.62（分钟），T 检验 P=0.04（P<0.05），两者呈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实验组在经过视知觉游戏活动后视觉专注时间有显著提高。

（三）手“快”：更灵活的手眼配合

5-6 岁幼儿开展视知觉游戏活动，受到幼儿喜好和家长

好评。家长的反馈更多的是孩子更灵活，拖拉磨蹭更少，注



意力更集中，生活自理方面需要老师协助的次数明显减少。

综上可知，视知觉游戏活动在提升 5-6 岁幼儿视知觉能

力上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今后还可以更进一步夯实感统基

础、丰富视觉材料拓展，帮助幼儿形成更好的学习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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