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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

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健康领域的活动要（    ）幼儿生长发育的规

律，严禁以任何名义进行有损幼儿健康的比赛、表演或训练等。

A.发挥　　　　　　　　B.结合　　　　　　　　C.充分尊重　　　　　　　　D.关注爱护

幼儿道德发展的核心问题是（    ）。

A.同伴关系的发展　　B.性别角色的发展　　C.亲子关系的发展　　D.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下面不属于幼儿记忆特点的表述是（    ）。

A.有意识记较弱，无意识记占主导地位　　　　　　B.再认和再现能力随年龄增长而提高

C.机械识记和意义识记并用　　　　　　　　　　　D.有意识记占优势，无意识记逐渐发展

下列不属于幼儿园物质环境的创设应遵循的原则的一项是（    ）。

A.丰富性原则　　　　　B.主体性原则　　　　　C.适宜性原则　　　　　D.多关注原则

下列符合儿童动作发展规律的是（    ）。

A.从局部动作发展到整体动作　　　　　　　　　　B.从边缘部分动作发展到中央部分动作

C.从粗大动作发展到精细动作　　　　　　　　　　D.从下部动作发展到上部动作

下列不属于从儿童社会性的发展角度对幼儿园游戏种类进行划分的是（    ）。

A.联合游戏　　　　　　　B.规则游戏　　　　　　　C.旁观游戏　　　　　　　D.独立游戏

提出“教育即生活”的教育家是（    ）。

A.卢梭　　　　　　　　B.蒙台梭利　　　　　　　　C.福禄贝尔　　　　　　　　D.杜威

某5岁儿童画的西瓜比人大，画的两排尖牙齿在人体上占了大部分，这表明此时儿童画的特点是

（    ）。

A.感觉的强调和夸张　　B.未掌握画面布局比例　　C.表象符号的形成　　D.绘画技能稚嫩

在教学过程中，王老师随时观察和评价幼儿的行为表现，并以此为依据调整指导策略。该老师采

用的评价方式是（    ）。

A.诊断性评价　　　　　B.标准化评价　　　　　C.终结性评价　　　　　D.形成性评价

下面几种新生儿的感觉中，发展相对最不成熟的是（    ）。

A.视觉　　　　　　　　　B.听觉　　　　　　　　　C.嗅觉　　　　　　　　　D.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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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二、二、 简答题简答题

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5分，共30分
如何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简述幼儿社会学习的指导要点。

三、三、 论述题论述题

本大题共20分
试述教师应该如何做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

四、四、 材料分析题材料分析题

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材料：

李老师发现大班“理发店”的顾客很少。“顾客”对理发店不感兴趣。于是李老师带幼儿到理发店参

观，看理发店的设施，鼓励幼儿向理发师咨询问题，记录幼儿的问题，还拍下照片，幼儿在理发店看到

顾客躺着洗头，梳理发型。回到幼儿园，李老师组织幼儿讨论“如何开好理发店”，并把照片给孩子回

顾，有的幼儿反映没有躺椅，有的反映没有发型梳，李老师则启发幼儿自己用积木做躺椅。自己画发

型。之后，“理发店”生意又红火起来。

问题：请分析材料中教师采用了哪些策略来支持幼儿的游戏活动。

材料：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难以查到出处的口号，正在成为家长、幼儿园、学校背后一股巨大的

推动力，推动着相当多的家庭加入择幼儿园、择小学、择初中的队伍中。不少幼儿园主动适应家长和小

学的需要，干脆把幼儿园的最后一年变成了学前班，不断地进行习题和知识训练，学习的是上小学后的

知识。“不这样，孩子进入不了好小学，幼儿园的名誉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给小学的教育带来极大

的困扰，许多新生在入学前就学了不少数学、语文、英语知识，教师根本没有办法按照小学一年级的课

本讲课，“你讲什么他都会，但不讲不行。”

问题：结合上述材料，分析我国幼儿园和小学衔接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策略。

五、五、 活动设计题活动设计题

本大题共30分
对于幼儿来说：“敢于探究和尝试”是需要培养的学习品质之一。请以“各种各样的筷子”为

主题，设计一个中班科学教育活动。

1

.【答案】C

本题考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C项：《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在健康领域的“指导要点”中指出，健康领域的活动要充分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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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解析】

【解析】

【解析】

重幼儿生长发育的规律，严禁以任何名义进行有损幼儿健康的比赛、表演或训练等。本项与题意相符，

当选。

A、B、D三项与题意不符，均排除。

故本题选C。

2

.【答案】D

本题考查学前儿童社会性行为的发展。

D项：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是幼儿道德发展的核心问题。亲社会行为发展对儿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儿

童良好个性品德形成的基础，是提高集体意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助人为乐等良好品质的重要

条件。本项与题意相符，当选。

A、B、C三项与题意不符，均排除。

故本题选D。

3

.【答案】D

本题考查幼儿记忆的特点。

A、B、C项：学前儿童记忆的特点包括：①有意识记较弱，无意识记占主导地位；②学前儿童既有机械

识记，也有意义识记；③学前儿童的再认和再现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④形象记忆占优势，语词记

忆逐渐发展。这三项都属于幼儿记忆的特点，与题意不符，均排除。

D项：“有意识记占优势，无意识记逐渐发展”不属于幼儿的记忆特点，与题意相符，当选。

故本题选D。

4

.【答案】D

本题考查环境创设的原则。

A、B、C项：幼儿园物质环境的创设应遵循的原则有：安全性原则、适宜性原则、丰富性原则、平衡性

原则、效用性原则、动态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启发性原则、挑战性原则、开放性原则。这三项都属于

幼儿园物质环境创设的原则，与题意不符，均排除。

D项：多关注原则不属于幼儿园物质环境创设的原则，与题意相符，当选。

故本题选D。

5

.【答案】C

本题考查幼儿动作与运动能力的发展。

儿童动作发展规律有：从整体动作到局部的、准确的、专门化的动作（从整体到局部的规律），从上部

动作到下部动作（首尾规律），从中央部分的动作到边缘部分的动作（近远规律），从大肌肉动作到小

肌肉动作（大小规律），从无意动作到有意动作（无有规律）。

C项：从粗大动作发展到精细动作符合儿童动作发展规律，与题意相符，当选。

A、B、D三项与题意不符，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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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解析】

【解析】

【解析】

故本题选C。

6

.【答案】B

本题考查幼儿游戏的分类。

从儿童社会性的发展角度，把儿童的社会游戏分为非游戏行为、旁观游戏、独立游戏、平行游戏、联合

游戏、合作游戏六种。

B项：以认知发展为依据，可以把游戏分为练习性游戏、象征性游戏、结构性游戏和规则性游戏四种。

本项与题意相符，当选。

A、C、D三项都是从儿童社会性发展角度进行的游戏分类，与题意不符，均排除。

故本题选B。

7

.【答案】D

本题考查杜威的学前教育思想。

A项：卢梭提倡自然主义教育，要求教育必须适应儿童的年龄特征及个性特点。本项与题意不符，排

除。

B项：蒙台梭利提倡感觉教育，强调“有准备的环境”。本项与题意不符，排除。

C项：福禄贝尔认为家庭、母亲、游戏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创制了“恩物”。本项与题意不符，排

除。

D项：杜威认为，教育本质是“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组或改造”。本项与题

意相符，当选。

故本题选D。

8

.【答案】A

本题考查幼绘画的特点。

A项：幼儿绘画有透视、拟人化、丰富的想象力和感觉的强调与夸张等特点。感觉的强调与夸张是指幼

儿3岁以后，有了观察力，会在绘画时将印象最深的特点夸张得很大。题中所提到的儿童画的西瓜比人

大，牙齿占人体的大部分，体现了幼儿绘画感觉的强调与夸张的特点。本项与题意相符，当选。

B、C、D三项与题意不符，均排除。

故本题选A。

9

.【答案】D

本题考查教育评价。

A项：诊断性评价是在学期开始或一个单元教学开始时，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准备状况及影响学习的因

素而进行的评价。本项与题意不符，排除。

B项：标准化评价是按照某一确定的标准去评价幼儿，与题意不符，排除。

C项：终结性评价是在一个大的学习阶段、一个学期或一门课程结束时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也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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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解析】

11

【解析】

12

【解析】

13

总结性评价。本项与题意不符，排除。

D项：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为改进和完善教学活动而进行的对学生学习过程及结果的评价。题中

的王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随时观察和评价幼儿的行为表现，并以此为依据调整指导策略，符合形成性评价

的定义。本项与题意相符，当选。

故本题选D。

10

.【答案】A

本题考查幼儿的感觉系统。

A项：新生儿的视觉发展相对不够成熟，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比较模糊，视神经和其他等传送信息的通路

需要几年的发展才能达到成人水平。本项与题意相符，当选。

B、C、D三项，即听觉、嗅觉和味觉有的是天生就有，有的是出生后不久就有了，与题意不符，均排

除。

故本题选A。

.

（1）发挥幼儿园的教育作用，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①教师通过自己的榜样作

用，促进幼儿良好道德行为的养成；②教师在日常生活中的引导，使幼儿逐渐养成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

意识；③创设良好的环境氛围，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道德行为习惯。

（2）重视家庭教育，有利于幼儿良好道德行为的养成。①父母在生活中正确的引导，帮助幼儿养成良

好的道德行为习惯；②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使幼儿养成良好道德行为。

（3）家园合作，共同促进幼儿良好道德行为的养成。①幼儿园建立家园联系表，让家长帮助幼儿养成

良好道德行为；②创办家长园地帮助家长形成正确的教育理念；③召开家长会，讨论教育经验，促使幼

儿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

.

（1）社会领域的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幼儿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尤应渗透在

多种活动和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要创设一个能使幼儿感受到接纳、关爱和支持的良好环境，避免

单一呆板的言语说教。

（2）幼儿与成人、同伴之间的共同生活、交往、探索、游戏等，是其社会学习的重要途径。应为幼儿

提供人际间相互交往和共同活动的机会和条件，并加以指导。

（3）社会学习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需要幼儿园、家庭和社会密切合作，协调一致，共同促进幼儿

良好社会性品质的形成。

.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

导者，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以关怀、接纳、尊重的态度与幼儿交往。耐心倾听，努力理解幼儿的想法与感受，支持、鼓励他

们大胆探索与表达；

（2）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和反应，敏感地察觉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形成合作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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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解析】

15

究式的师生互动；

（3）善于发现幼儿感兴趣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所隐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时机，积极引导；

（4）尊重幼儿在发展水平、能力、经验、学习方式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因人施教，努力使每一个幼儿

都能获得满足和成功；

（5）关注幼儿的特殊需要，包括各种发展潜能和不同发展障碍，与家庭密切配合，共同促进幼儿健康

成长。

.

材料中，教师采用的策略有：

（1）将教育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幼儿教育不应是为了完成教学目标，而是要分析幼儿特点、结合幼

儿实际再进行。材料中，李老师在发现“理发店”这一游戏不受大家喜欢之后，就带领幼儿去理发店参

观。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幼儿的兴趣，调动幼儿的积极性，而且可以积累他们的生活经验，为大班幼儿

提供种类较多的游戏材料以鼓励和支持他们进行多样化探索。

（2）在游戏的初阶段，李老师除了提供时间、空间和基本材料外，应尽可能少地干预幼儿，在游戏中

指导幼儿进行观察，发现问题。观察是一项重要的技能，幼儿的观察常常是零散的、漫无目的的，然而

材料中的李老师却设置了几方面的观察目标，让幼儿对此一一进行观察。这样可以训练幼儿观察的系统

性和细致性，从而发现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一步促进游戏的进程。

（3）以交流体验为媒介，讨论、共同解决问题。材料中，李老师引导幼儿自发地进行交流，积极地表

达情感，相互体验，共享快乐，共解难题，进一步为幼儿提供表现和交往学习的机会。自发交流是游戏

同伴间对自己游戏的交流，自发交流改变了过去交流只是教师对幼儿的自上而下的片面做法，突显了幼

儿在整个游戏过程的主体地位，更有利于幼儿自主独立创造的个性和社会性人格情感的培养发展。李老

师并没有停留在幼儿的观察层面，而是组织幼儿进行讨论，将他们的观察汇总起来。并通过引导和启

发，让他们自己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比教师直接的“告诉”更能加深幼儿的记忆，增强幼儿的主动

性，提高幼儿的思维能力。

.

（1）幼小衔接中存在的问题：

把幼小衔接看作是单纯的物质准备和知识准备。材料中，不少幼儿园主动适应家长和小学的需要，干脆

把幼儿园的最后一年变成了学前班，不断地进行习题和知识训练，学习的是上小学后的知识。幼儿园这

样的做法，会使孩子进入小学后自以为：“这些我都知道”“这些我已经会了”，对学习失去了好奇心

和新鲜感。家长急于求成，反而使儿童求知兴趣下降，学习动力不强，缺乏上进心。

（2）解决策略：搞好幼小衔接工作需要幼儿园、小学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以帮助儿童顺利跨进学习、生

活的新起点。

①除了材料中所述的物质知识准备以外，还要积极开展对大班家长的宣传教育。幼儿园园长与大班教师

共同负责动员家长做好准备工作。

第一，心理准备：为适应新环境做准备，鼓励孩子大胆参与新集体，结交新朋友，既要有克服困难的勇

气，又要相信多数同学一定会欢迎自己，自己也一定能和他们友好相处的。

第二，能力准备：利用暑假训练孩子听闹钟早起早睡，保证睡足8～10小时，午睡半小时；独立安排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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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的学习与劳动任务，学会生活自理。

第三，学习准备（生活习惯与学习习惯）：家长要有意识地让孩子学会按课程表取书，学会有条理地整

理书包和管理好学习用品，从小养成孩子放置东西整洁有序，爱惜书本和物品，看书、握笔姿势正确，

在固定地点认真、专心地看书、绘画等学习习惯。

第四，物质准备：孩子进入小学之前，需要准备好书包、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品和水杯、餐具等生活用

品，这个过程对孩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此外，还有身体的准备。

②对大班幼儿开展专门的入学准备工作。第一，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品质，提高幼儿的学习能力；第

二，加强幼儿独立生活和劳动习惯的培养。

.

中班科学活动：各种各样的筷子

一、活动目标

1.通过看看、摸摸、玩玩，辨认各种筷子，了解筷子的特点与用途，并学习归类。

2.练习使用筷子，初步学会拨、夹物品，做到持筷姿势正确。

3.体会使用筷子的乐趣。

二、活动准备

幼儿自带的不同材料制成的筷子、每组一样可以夹的物品（如：一组蚕豆、一组花生、一组玻璃球、一

组纸条等）。

三、活动过程

1.观察各种各样的筷子，将幼儿所带筷子布置成展览会

（1）看看桌子上有什么？我们来把它布置成展览会。

（2）交流：你带的筷子是什么样的？用什么做的？有什么用处？

2.讲述：各种各样的筷子

（1）今天，这里有那么多的筷子，我们一起看看、摸摸、比一比、想一想，这些筷子有什么不同？

（2）归纳：筷子的样子不一样，材料不一样、用处不一样。但有什么是一样的？

（3）筷子有什么用？（餐具、欣赏、敲击）

（4）这么多的筷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

3.探索如何使用筷子

（1）你会用筷子吗？幼儿试用后讲述。

（2）示范、讲解持筷的方法。

①手捏在筷子的中下方，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两个筷子捏的时候不要分的太远，中指和大拇指碰头，

食指和其他手指辅助捏紧。

②自己练习，教师个别帮助。

（3）幼儿分六组进行用筷子练习夹蚕豆、花生、玻璃球、木珠、纸条、绒线等。（自己一组的熟练

后，可到其他组练习）教师给予指导，纠正不正确的姿势。

四、活动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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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区域活动中继续投放材料供幼儿操作练习。

2.同幼儿一起将所带筷子布置在活动室后面的装饰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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