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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上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幼儿保教知识与能力》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

应题目的答案字母按要求涂黑。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在儿童的日常生活、游戏等活动中，创设或改变某种条件，以引起儿童心理的变化，

这种研究方法是( )。 

  A.观察法 

  B.自然实验法 

  C.测验法 

  D.实验室实验法 

  2.幼儿看见同伴欺负别人会生气，看见同伴帮助别人会赞同，这种体验是( )。 

  A.理智感 

  B.道德感 

  C.美感 

  D.自主感 

  3.幼儿如果能够认识到他们的性别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说明他已经具有

( )。 

  A.性别倾向性 

  B.性别差异性 

  C.性别独特性 

  D.性别恒常性 

  4.让脸上抹有红点的婴儿站在镜子前，观察其行为表现，这个实验测试的是婴儿哪方面

的发展?( )。 

  A.自我意识 

  B.防御意识 

  C.性别意识 

  D.道德意识 

  5.个体认识到他人的心理状态，并由此对其相应行为作出因果性推测和解释的能力称为

( )。 

  A.元认知 

  B.道德认知 

  C.心理理论 

  D.认知理论 

  6.儿童最早玩的游戏类型是( )。 

  A.练习游戏 

  B.规则游戏 

  C.象征性游戏 

  D.建构游戏 

  7.实施幼儿园德育最基本的途径是( )。 

  A.教学活动 

  B.亲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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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阅读活动 

  D.日常生活 

  8.《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规定托幼园所工作人员接受健康检查的频率是

( )。 

  A.每月一次 

  B.半年一次 

  C.每年一次 

  D.三年一次 

  9.从科学知识取向转向儿童经验取向的代表性教育著作是( )。 

  A.《理想国》 

  B.《爱弥儿》 

  C.《大教学论》 

  D.《林哈德与葛笃德》 

  10.被黄蜂蛰伤后，正确的处理方法是( )。 

  A.涂肥皂水 

  B.用温水冲洗 

  C.涂食用醋 

  D.冷敷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1.【题干】简述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15 分) 

  12.【题干】简述角色游戏活动中教师的观察要点及其目的。(15 分) 

  三、论述题(本大题 1 小题，20 分) 

  13.【题干】幼儿园为什么要为幼儿入小学做准备(9 分)?应做哪些准备?(11 分)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14.材料： 

  情境一： 

  一天晩上，莉莉和妈妈散步时，有下列对话： 

  妈妈：月亮在动还是不动? 

  莉莉：我们动他就动。 

  妈妈：是什么使他动起来的呢? 

  莉莉：是我们。 

  妈妈：我们怎么使他动起来的呢? 

  莉莉：我们走路的时候他自己就走了。 

  情境二： 

  在幼儿园教学区活动中，老师给莉莉出示两排一样多的纽扣，莉莉认为一一对应排列的

两排一样多。当老师把下面一排聚拢时，她就认为两排不一样多了„„ 

  (1)【题干】莉莉的行为表明她处于思维发展的什么阶段(2 分)?举例说明这个阶段思维

的主要特征及表现。(12 分) 

  (2)【题干】幼儿这种思维特征对幼儿园教师的保教活动有什么启示?(6 分) 

  15.材料： 

  大班幼儿在玩积木时，出现了自发探究行为，其探究过程与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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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题干】图中的幼儿在搭建中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4 分) 

  (2)【题干】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幼儿能获得哪些学习经验?(10 分) 

  (3)【题干】该游戏中的材料有什么特点(3 分)?这些特点对幼儿的学习活动有什么影响? 

  五、活动设计题(本大题 1 小题，30 分) 

  16.【题干】某幼儿园的院子里有几种高大的树，也有一些比较低矮的灌木。请你结合

院子里的这些资源，设计一个题为“幼儿园的树木”的中班主题活动方案(含 3 个子活动)，

要求写出总目标，每个子活动的名称、目的和主要环节。 

 

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B 

  2、B 

  3、D 

  4、A 

  5、C 

  6、A 

  7、D 

  8、C 

  9、B 

  10、A 

  二、简答题 

  11、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是阐明人怎样在社会环境中学习，从而形成和发展他的个性

的理论。社会学习是个体为满足社会需要而掌握社会知识、经验和发展的过程。该理论主要

提出两个要点： 

  一是交互决定观。他认为个体、环境和行为是相互影响、彼此联系的。三者影响力的大

小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行为性质。 

  二是观察学习。这是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观察学习是指人通过观察他人(榜样)

的行为及其结果而习得新行为的过程。在观察学习中，观察学习的对象称为榜样或示范者。

班杜拉将观察学习分为直接的观察学习、抽象性观察学习和创造性观察学习。并将观察学习

的过程分为四个具体过程：(1)注意过程;(2)保持过程;(3)复制过程;(4)动机过程。 

  12、角色游戏是幼儿期最典型、最有特色的一种游戏。教师对于角色游戏的观察是多维

度的，不同年龄班，角色游戏观察的观察要点和目的也不一样，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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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班观察要点：游戏主题能否主动反映生活经验和人际关系，合理的按照自己的意

愿计划游戏，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提高。 

  目的：培养儿童的独立性，鼓励儿童在游戏中的创造性。通过讲评让儿童相互学习，拓

展思路，不断提高角色游戏水平。这也是角色游戏的高级水平。 

  (2)中班观察要点：游戏主题是否稳定，有没有与别人交往的愿望，是否具备交往的技

能，发生纠纷的情节和原因。 

  目的：指导儿童学会并掌握交往技能和规范，促进儿童与同伴的交往，在游戏中解决简

单的问题，引导幼儿分享游戏经验。这是角色游戏的中级水平。 

  (3)小班观察要点：游戏内容是否重复操作、摆弄玩具、主题单一、情节简单。 

  目的：注意规则意识的培养，让儿童在游戏中学会独立。这是角色游戏的初级水平。 

  三、论述题 

  13、(1)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身心发展会发生变化：学前儿童身心发展是一个不断矛

盾统一、变化发展的过程。 

  幼儿园和小学的学习阶段会发生变化：虽然同属于基础教育，但这两个阶段在教育任务、

内容、形式、方法、作息制度及常规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需要

一个渐进的过程、过渡适应的过程。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是相邻的两个教育阶段，衔接工作

做得如何，直接影响儿童入学后的适应和今后的健康成长和可持续发展。 

  幼儿园和小学的心里发展会发生变化：儿童在认知、情绪情感、社会行为等方面都会出

现较大的变化，所以就需要一个过渡。 

  因此，幼儿园应该为幼儿入学做准备，以实现幼小衔接的平衡过渡。 

  (2)加强儿童入小学适应所具备的素质培养，培养幼儿的主动性、独立性、发展人际交

往能力、规则意识和任务意识、发展动作等。培养幼儿的主动性。增强幼儿的自信心，对周

围的人和事物态度积极，激发幼儿对活动参与的欲望和兴趣，给他们提供自己选择、自己计

划、自己决定的机会和条件，鼓励他们去探索尝试，获得成功的体验。培养幼儿独立性。整

理好自己的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自己穿脱衣服、按时喝水、独自上厕所等。发展人际交往

能力。培养幼儿在新的人际环境中，可以主动与同伴交往，友好相处。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

和任务意识。在大班阶段，可以开展规则游戏活动或其他活动，幼儿知道生活、学习、游戏

都是有规则的;如果不遵守这样的规则会有什么后果，有意识发展他们自我控制能力，缩短

入学后适应小学规则的时间。发展动作，增强体质。小学的学习活动较之游戏互动显得枯燥，

儿童入学后脑力活动增多，书写任务较多，学习压力增大。因此，儿童应具有健康的身体、

强壮的体魄，抵抗疾病的能力，较强的手眼协调能力和运动能力。 

  做好儿童入学前的准备工作，缩小与小学差异程度的工作，如调整每日的作息制度，改

变活动时环境的布置。开展适应小学的教育活动，进行进入小学适应性方面的教育，带领儿

童参观小学，开展联谊活动。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 

  四、材料解析题 

  14、(1)莉莉的行为表明她正处在思维发展的具体形象思维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根据皮亚杰的研究成果，表现为思维具有不守恒性、具体形象性、刻板性和泛灵性;以自我

为中心，只能从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不守恒性表现为两排相同数量的扣子，更改了排列方法，

孩子会认为数量也发生了更改;具体形象性表现为孩子知道 2个苹果加 3个苹果是 5个苹果，

但不知道 2+3=5，思维需要具体事物给予支持;刻板性表现为孩子知道 2+3=5，但不知道 3+2

等于几;泛灵性表现在孩子认为娃娃、椅子都和她一样是有生命有思维的;自我为中心只能从

一个角度思考问题，表现在孩子认为月亮是跟着他在运动的。 

  (2)这种思维特征对幼儿园教师的保教活动的启示为： 

  首先，要通过各种活动丰富幼儿的表象，在教学活动中应重视幼儿在各种活动中所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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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感性经验，使幼儿能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印象。 

  其次，幼儿园开展的活动要坚持直观性原则，在为幼儿提供活动时要尽可能具体、形象、

直观化，重视教具的形象、生动性。 

15、(1)图中幼儿在搭建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有： 

  缺乏合作的意识，不能进行分工协作与交流;积木频繁倒塌，只好重新再来一遍;在搭建

积木的过程中，两边的积木难以达到平衡，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幼儿能够获得以下经验： 

  ①有关几何体特征的学习经验 

  各种形状的积木就是各种形状的几何体。幼儿操作积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感知几何体特

征的过程。幼儿在解决积木的匹配问题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比较各种不同几何体

的异同，从而选择最能表现建筑物特点或最符合现实比例要求的积木。 

  ②有关物体稳定支撑的学习经验 

  在积木游戏中，垂直堆高是幼儿早期就获得的基本的积木搭建方法，但是随着积木游戏

技能的发展，幼儿开始追求堆高的高度、形式以及稳定性。于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

顺其自然地进入到探究物体支撑规划的过程中。这种稳定支撑的学习经验对于幼儿空间思维

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③有关形状感知与理解的学习经验 

  积木本身就是一种低结构的材料，加之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为幼儿提供了广阔的操作

空间。幼儿在搭积木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同样的积木数量不够用了。他们通常的解决

方法就是用其他形状的积木代替，于是在代替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形状组合的新问题。 

  (3)游戏材料的特点为：体积较大，种类单一，数量丰富，功能较多。 

  这些特点对幼儿学习活动的影响表现为：体积较大的材料，便于幼儿抓握，使幼儿更好

的观察活动材料。种类单一的材料虽然可以提升幼儿的专注能力，但也容易让幼儿丧失游戏

的乐趣。数量丰富，功能较多的材料能够调动幼儿的探索精神，帮助幼儿在自主探究的过程

中培养创造力和操作能力。 

  五、活动设计题 

  16、活动名称：幼儿园的树木(中班) 

  主题活动总目标： 

  1.引导幼儿愿意和树木做朋友，对幼儿园里的树木感兴趣。 

  2. 能够主动提出有关树的问题，并能与同伴积极讨论。 

  3. 感知大树的生长变化，简单了解树对人和环境的作用。 

  4. 能积极与同伴一起探究问题，在探究中获得经验，能够简单地记录。 

  5. 以树为主题进行美工创造，关注其色彩、形态等特征。 

  6. 感受幼儿园的美，激发爱树、爱幼儿园的感情，培养爱护环境意识。 

  主题活动一：树木的秘密(科学) 

  目的： 

  1. 通过观察和比较认识幼儿园中的树木，了解树与人类的关系。 

  2. 学习做简单的记录发现树木的不同特征。 

  3. 积极参与有关树木的探索活动，乐意与同伴交流分享有关树木的知识和经验。 

  活动过程： 

  1. 情境导入，引出主题 

  活动开始前，教师带领幼儿到院子去散步，在散步的过程中让幼儿观察身边高低不同、

颜色各异的树，教师向幼儿讲解常绿树和落叶树，从而引出本次活动内容。 

  2. 认识常绿树和落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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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师通过多种角度教会幼儿区分两种树的特征(大小、厚薄、形状) 

  (2)教师小结：常绿树的叶子是硬硬的、光滑的、厚厚的、有水分的;表面有蜡质。落叶

树的叶子是软软的、粗糙的、薄薄的、没有水分的。 

  3.学习树的年轮 

  在掌握常绿树和落叶树的知识后，教师引导幼儿学习树的年轮，并教会树的年轮方法，

幼儿学会后，讲幼儿分组，分发记录卡片，让幼儿在园中找找书的年龄，并记录下来。 

  4.游戏结束 

  (1)带领幼儿玩“树叶找家”的游戏。教师分发树叶，让幼儿把树叶贴到相对应的树上，

找找幼儿园中哪些是常绿树哪些落叶树。 

  (2)让幼儿交流大树的秘密有哪些，通过本次活动学到了什么。教师总结树与人的关系。 

  主题活动二：树的想象(美术) 

  目的： 

  1. 能自主选择各种材料，对不同的“树”进行装饰 

  2. 大胆运用自己的想象，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描绘出大树 

  3. 养成正确使用、有序收放材料的习惯。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引起幼儿兴趣 

  活动开始，教师组织小朋友们坐好之后提问小朋友们知道哪些大树。它们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谈话引发幼儿回忆，通过幼儿描述教师总结，引出本次活动内容，运用自己的想象，描

绘出我们身边的树木。 

  2. 讲解示范，掌握绘画方法 

  (1) 教师出示范画，提问幼儿画上都有什么，教师告诉幼儿画上的树是我们幼儿园里的

树。 

  (2)教师示范作画，在示范的过程中，依次说出描画、吹画、点画的方法，引导幼儿注

意画面布局。并带领幼儿观察绘画器材，进一步了解不同绘画材料的使用方法。重点讲解吹

画、点画的注意事项。 

  3. 幼儿作画，教师巡视指导 

  (1)教师交代要求，要画出小朋友们在生活中看到过的树，要画的尽量大，布局合理，

幼儿开始作画，鼓励幼儿大胆选用自己喜欢的颜色作画。 

  (2)教师巡回指导，对绘画能力较弱的幼儿适时的予以帮助，对想象力丰富的幼儿，教

师要注意保护其创造力，适时予以表扬。 

  4.讲评作品，结束活动 

  教师提醒先画好的幼儿写好名字，将作品贴在展板上。引导幼儿互相欣赏，用贴五角星

的方法选出“你最喜欢的树”。请幼儿说说喜欢的理由，并请其他幼儿提点意见。 

  主题活动三：和大树做朋友 

  目的： 

  1. 通过“树朋友”的活动，体验合作的乐趣， 

  2. 知道关心幼儿园里的树木，关注周围的环境。 

  3. 能用完整的语句表达对自然的喜爱之情。 

  活动过程： 

  1. 视频导入，激发兴趣 

  (1) 活动开始，教师播放和树木有关的视频，将幼儿的注意吸引到活动中来。并引导幼

儿讨论：为什么树是人类的好朋友?树木对人类有哪些帮助? 

  (2) 教师以谈话的形式，引出本次活动的内容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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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师出示与环境相关的树的图片，让幼儿认识到树的作用 

  通过观察图片，教师问幼儿讲解树的作用，(美化环境、净化空气、调节气温)。通过这

一形式，弥补幼儿直接经验的不足，通过真实、生动形象的画面展示树木与自然及人类的关

系，从而让幼儿感受到爱护树木，植树造林的重要性。 

  3. 学植树 

  教师告诉幼儿，每年的 3 月 12 日是植树节。结合植树节，幼儿自选材料，尝试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建构“森林”，通过这一环节来表达自己的认识和爱护。教师始终参与幼儿活动，

及时地引导、帮助。 

  4. 活动结束 

  教师带领幼儿观察幼儿园的树木，在幼儿园的大树旁，让幼儿把自己想象成小树苗，教

师带领幼儿载歌载舞，让幼儿爱护树木、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