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作业书面报告 

 

题目：《走一趟玩具之旅》        06-58 

组员：郑宇钦 4O2 (25) ／ 张与伦 4A1 (34) ／ 黄勇前 4O2 (21) 

  

一、 研究目的与价值 

1.  研究目的： 

● 让大家知道玩具由来、作用、变化 
● 更深一层明白玩具的意义 
● 让大家学一些有关玩具的故事 

 

 

二 、 研究价值： 

1) 玩具历史 
2) 玩具变化  
3) 玩具意义 
4) 玩具安全问题 (玩具的原料) 
5) 玩具太多要如何处理？ 

  

 

三、文献研究 

 

“中国的玩具质量很好，高质量的用户群比较多” - 知乎 2011／12月／30日 

我同意这句话的说法。玩具商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制作出很大量的玩具，因此大多数玩具都

是用不好的材料制作的。购买高质量的玩具的人和制作高质量的人也很少。要买高质量的

玩具的人不多，高质量的玩具很贵，想要买玩具的人可能付不起那些高品质玩具，想买普

通玩具时，普通玩具品质又太差了，所以说玩具商做不大，生意没以前好。 

 

“智能手机代替玩具已经成了很普遍的现象，孩子们确实能从智能手机中学到很多东西，

并能体验到很多的乐趣，但是对于控制力比较弱的孩子们，过早频繁使用手机也会造成一

定的危害。” - 搜狐网站，嗷嗷哺／02-03 18:32 



我们同意这句话。现代的孩子大多数都使用智能手机，玩游戏时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也可

以说比玩玩具更有趣，更有新鲜感，可是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孩子没有一定的自制力，

可能会沉迷于游戏，导致脾气坏或上瘾。玩具则可以让孩子拓展自己的想象力，也不会有

上瘾的危险。 

 

“家里玩具太多如何处理呢？” - 百度经验家长问的问题 

● 家长该告诉长大的孩子不要浪费钱买玩具 
● 亲戚朋友要明白孩子长大了，不用玩具 
● 把玩具捐给有需要的人 
● 父母可以租玩具，不需买，玩具就不会永远占太大空间 

...... , ...... (请参附录1) 

 

 

  

四、  研究方法与框架 

 

1.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文献研究 

  

2. 研究框架 

1) 玩具的历史 
2) 玩具的变化  
3) 玩具的作用 
4) 玩具的特征 
5) 玩具对我们的影响 
6) 传统玩具  
7) 稀奇玩具／特别的玩具 
8) 玩具之最 
9) 以前的玩具 VS 现在的玩具 
10)玩具对我们的发展 
11)社会风气 



12)回味童年 
13)自创玩具 
14)冷战时期的玩具 
15)中国传统玩具 

 
 
 
 
玩具对我们的影响 

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玩具是儿童学习的第一本教科书”。 
...... , ...... (请参附录2) 

 
 
 

以前的玩具和现在的玩具 
...... , ...... (请参附录3) 

 
 
 

 
16）中国传统玩具   ／    冷战时期玩具 
 
 

传统玩具是指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手工制作玩具，俗称「耍货」。它们与民俗关系密切

，具有一定的传承历史。传统玩具的生产采取了一家一户的作坊式加工方法，成为代代相

传的地方和家族手艺，其材料大多采用天然的泥、木、竹、石、布、面、金属、皮毛等

等。 

...... , ...... (请看附录4) 
 
1947年到1991年被称为冷战时期。在这段期间，强国美国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在这混乱

的时期，有许多因素在影响着玩具的变化。双方都派出许多特工来调查与得知重要情报。 
...... , ...... 
 
 
 
 



 
 
 

 

五、   分析与讨论 

1.  分析问卷调查 

Q1) 你认为自己对玩具有足够的知识吗?

 
认识 不认识 

57    30 

分析：大部分的同学都认为自己对玩具得知识没有足够的理解因此，我们将在这次的专题

作业制作充满有趣的玩具知识给同学们，让同学们更理解世界上的玩具的意义，事实等。  
 

Q2)你知道第一个玩具是在哪里发明的吗？ 



 

 

知道 不知道 

49 38 

分析：大部分的同学不知道第一个玩具在哪里发明。可见，玩具的一些有趣资料，如“第
一个玩具的发明地点”并不是每个人所知道的，而我们的专题作业，将会有针对性地解决

这个问题。 

 

 

Q3)你认为自己对玩具的历史和变化熟悉吗？ 



 

熟悉 不熟悉 

    61     26 

分析：我们的的专题作业很仔细地研究这个部分，因为一个玩具的历史，能够清楚地解释

一个时代的背景。因此，解决许多同学们不理解玩具历史的问题，是我们研究的主要目

的。 

Q4)你知道玩具的制造过程吗？ 

 

知道 不知道 

56 29 



 
分析：玩具的制作过程可以显示出一个玩具的安全性，价值等。如此重要的知识，大部

分的同学并不理解，可见研究此题目会有价值。 

Q5）如果有一个网站能提供你有关玩具的全面资料，你觉得它会让你更了解玩具吗？ 

 

当然会 不会 

63 24 
 
 
分析：同学们对能够提供玩具资料的兴趣很大，也相信这种网站是能增加他们对玩具的理

解。所以，我们的专题作业会偏向这个方向走。 
 
因此，从所有问卷的回应可见，如今的同学们已对玩具的资料少有理解。因此，我们希望

，我们所制作的网站，将能够帮助同学们更理解玩具的世界，以及它对生活的影响。 
 
 
附录1 
我们都知道，玩具会占家里很多位，普通人的家释放不了太多玩具的。孩子长大后，玩具

不玩了，也会很浪费。有的人认为玩具是收集品，可是收集玩具也需要地方。因此，我们

想尽办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家长告诉亲戚朋友少买玩具，就可以减少孩子可能会有的

玩具。把玩具捐给有需要的人，不仅可以省下家里的位，也可以帮助有需要的孩子，让他

们快乐，一举两得。现在也流行租玩具，不需要买，玩具就不会像以前一样，一买了就占

很大的位。 



 
 
 
 
 
 
附录2 

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玩具是儿童学习的第一本教科书”。玩具不

仅能给孩子的生活带来欢乐，而且能促进孩子的智力发展。玩具在儿童的成长中起着不可

忽视的重要作用，玩具是开发儿童智力的有效手段。 
玩具，顾名思义为幼儿游戏、玩耍的工具、材料。玩具，它以色彩的鲜艳、生动的形象、

奇特的变化等特点吸引着幼儿的注意力，引发着幼儿的好奇心，启迪着幼儿动手动脑。所

以，玩具是儿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儿童是在玩中探索、玩中发现、玩中思考、玩

中创造的。 

 
 
 
 
 
 
附录3 

● 以前因为塑料还未发明,所以玩具是用铁来做的.  
● 以前大部分玩具是有钱人才会买,一般贫苦大众是自己做玩具,是从身边可以容易得

到的东西中去做出来.  
● 现在的玩具加入了教育的元素在内,令小孩能从玩乐中学习.  
● 现在的玩具会经过许多测试,包括其安全性,有没有危险性,物料的部件会不会容易被

小还吃下肚.  
● 现在的玩具可以很贵的 
● 现在的玩具不一定是小孩玩的,很多时是大人想买来玩,有可能是要用来填补自己小

孩时没有玩具玩的空隙. 

 
 
 



附录4 

历史 
传统玩具是指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手工制作玩具，俗称「耍货」。它们与民俗关系密切

，具有一定的传承历史。传统玩具的生产采取了一家一户的作坊式加工方法，成为代代相

传的地方和家族手艺，其材料大多采用天然的泥、木、竹、石、布、面、金属、皮毛等

等。传统玩具的题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表现的是民众的信仰、习俗和戏曲、传

说、民间文学等内容。它的造型、色彩和结构随意、主观，带有原始文化和乡土艺术的特

点，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审美观念。 

传统玩具丰富了中国民间的游戏及体育活动，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游戏活动时，人们既

得到了娱乐，也达到了强身健体的目的。而共同参与的游戏或竞赛，更使人们增进了情感

交流并深刻体会到体育精神的真谛。 

中国玩具在历史岁月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品类和风格，也一直伴随着人们成长。如

今，虽然许多玩具已改头换面，但个中的涵义及先人的智慧却仍长存其中。 

西藏半坡博物馆发现的陶器和石球告诉我们，民间玩具从最早的时候就存在于人们的生活

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民间玩具的使用逐渐扩大。它们不仅是儿童的玩具，也被用

来表达人们对娱乐和创造力的心理需求。例如，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和湖北省天门市

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器动物生动多样，散发着原始人的创作热情和自娱自乐的乐趣。在汉

代（公元前206年 - 公元220年），各种陶器动物，房屋和仆人也被用作丧葬用品。 

 

唐宋时期（618-1279），中国民间玩具逐渐形成。出现了各种质量的玩具，如面粉，瓷

器和木头的雕塑，丝绸和纸制的玩具以及彩色图画。此外，当时的玩具成为传统节日的象

征。 

 

到了元明时期（1271年至1644年），民间玩具变得微妙，并参与了吉祥事件。民间玩具

在清朝（1644-1911）达到顶峰。除了南京的“西洋镜”和北京的“猴子秀”等新创作的品种

外，民间玩具的材料，形状和主题也变得更加丰富。有灵魂和佛像的雕塑，以及诸如关公



（中国财神之一），岳飞（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将军之一）等童话故事人物的塑造，吴颂

与虎。还开发了由竹子，布料和许多其他材料制成的玩具。 

 
 
 

冷战时期的玩具 
 
简略 

1947年到1991年被称为冷战时期。在这段期间，强国美国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在

这混乱的时期，有许多因素在影响着玩具的变化。双方都派出许多特工来调查与得知重要

情报。 特工这个职业也则变得非常被人们崇拜与受欢迎，启发了久已停顿着的玩具枪业

界。此外，美国也开始宣传资本主义思想，并且抵抗共产主义思想，而这能从当时所产生

的玩具可看得出。另外，也有人们试图维持平静的生活环境，在这紧张的时段制作了以家

庭为中心的玩具。在这短短的四十几年，美国玩具有了许多变化与种类。因此，我们为这

期间的玩具进行研究，是要多理解玩具变化与意义，并且把知识分享给同学们。 
 

 
 
六、结论 
 
从以前到今日，玩具已经过了不少变化，可是它的根源还是让小孩子开心。 
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们都在玩手机和电脑游戏，大多数已经对玩具失去兴趣了。我们认为

这是非常不健康的风气。因此，我们做这个专题作业，让大家明白，玩具的变化，历史，

种类，也特别注重了中国传统玩具和冷战时期玩具，还加入了一些特别的玩具。我们希望

大家会记得以前的玩具是怎样的，也要让大家了解玩具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如增强智力和

想象力，和它带来的问题，如太多玩具没地方放等。 
 
 
 
 
 
 
 
 
 
 



七、个人反思 
（请参附录5） 
 
 

附录5 
 
各人反思 
 
郑宇钦： 
这个专题作业，我获益不浅。我学到团队精神，也对玩具更了解。我们在做专题的当儿，

遇到不少问题，如分工，安排时间， 找资料。我们分工时，不确定谁当组长，安排工作

也不请楚。于是，我告诉组员，这四年以来我都是做华文专题，有自信当组长，把我的组

带领正确方向。我们三个人来自不同课外活动，比较难安排时间见面，见导师。我们就各

自牺牲休息和空余时间，找机会见面讨论专题作业。我们本来想找玩具收藏家和玩具博物

馆的负责人，访问他关于玩具的资料和历史。可惜，这一点我们办不到，因此，我们尽量

上网和到图书馆，或做问卷调查，来找关于我们专题的资料。我也明白了“团结才是力量

的道理”。我希望我们的专题可以有更多内容，更丰富。 
 
 
黄勇前： 
第一个难题是没有个准确的目标。我们整组答应好要做个关于玩具的华文专题作业，但我

们没真正讨论要研究哪种玩具，毕竟，世上的玩具多不胜数。我们试通过参观国内的一个

玩具博物馆，把里头的玩具做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博物馆里的玩具种类特多。专题

作业的第二个难题 - 过度自信。我们尝试对玩具博物馆的所有文具做研究，但最终只在展

现中显示一些简略的形容。我们整组多次讨论后，决定减少我们的玩具对象，并且做些比

较仔细的研究。我们的作业目标是与同学们分享一些玩具知识，不是所有玩具。从这我学

到了，无论我们做什么事，不定能达到最好的目标，总会遇到些困难。只要我们能解决这

些困难，改变计划，能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做出最佳成果。 
 
 
张与伦-反思 
我认为这个IS很充实，让我学到了不少与玩具相关的知识。一开始，我对玩具的历史以及

文化并不感太多兴趣，只知道玩具是个为我童年带来许多快乐的物品。通过这个专题作业

，我对玩具的历史更加了解与感兴趣，我也学到了玩具在不同的文化里有什么重要性和代

表性。我也因此发现自己对玩具的知识和它们的含义有多浅。所以，我认为这个专题作业

使我大开眼界，充实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常识。最后，我也建议下一代学生更加发展与研究

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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