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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学前儿童发展 

婴幼儿发展概述 幼儿的知、情、意发展 幼儿教育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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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幼儿的情绪、情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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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绪与情感的概念 

    广义的情绪包括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与自身需要之间关系的态度体验，

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形式，是由某种外部的刺激或内在的身体状况作

用而引起的体验。 

    情绪一般指个体在其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情境中直接产生的心理体验和相

应的反应。 

    情感一般指个体意识到自己与客观事物的关系后而产生的稳定的、深刻的

心理体验和相应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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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分类 含义 

心境 是一种微弱、弥散和持久的情绪，也即平时说的心情。 

激情 是一种猛烈、迅疾和短暂的情绪，类似于平时说的激动 

应激 在出乎意料的紧迫情况下所引起的急速而高度紧张的情绪状态 

情感分类 含义 

道德感 
用一定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自己或他人的思想和言行时产生的情感体
验 

理智感 
在智力活动中，认识、探求或维护真理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产生
的情感体验。 

美感 用一定的审美标准来评价事物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 

（二）情绪与情感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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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儿情绪情感发展的一般趋势 

   1.幼儿情绪的发展 

    幼儿情绪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化、丰富和深

刻化、自我调节化。 

   （1）情绪的社会化 

   （2）情绪情感的丰富和深刻化 

   （3）情绪情感的自我调节化 

   （4）情绪控制与掩饰成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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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幼儿高级情感的发展 

   （1）道德感 

    小班幼儿的道德感主要指向个别行为，往往是由成人的评价引起的。 

    中班幼儿不但关心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而且开始关心别人

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由此产生相应的情感。 

    大班幼儿的道德感进一步发展和复杂化，他们对好与坏、好人与坏人

有鲜明的不同感情。 

    

    总的说来，幼儿期的道德感是不深刻的，大都是模仿成人、执行成人

的口头要求，在集体活动中和在成人的道德评价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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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儿童道德感发展研究—皮亚杰 

  皮亚杰认为，儿童道德发展是一个由他律逐步向自律、由客观责

任感逐步向主观责任感的转化过程。根据公正观念的发展水平，分

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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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前道德阶段(1-2岁)：儿童处于感觉运动时期，行为多

与生理本能的满足有关，无任何规则意识，因而谈不上任何道德观

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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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他律道德阶段(2-8岁)儿童主要表现为以服从成人为主要特
征的他律道德，故又称为服从的阶段。 
又可分两个阶段： 
(1)自我中心阶段(2-5岁)：这一阶段儿童处于前运算思维阶段。其特点是单向
、不可逆的自我中心主义，片面强调个人存在及个人的意见和要求。 
 
(2)权威阶段(5-8岁)：思维正由前运算思维向具体运算思维过渡，以表象思维
为主，但仍不具备可逆性和守恒性。因此，这一时期儿童的道德判断是以他律
的、绝对的规则及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和崇拜为特征。他们了解规则对行为的作
用，但不了解其意义。他们常以表面的、实际的结果来判断行为的好坏。认为
服从成人就是最好的道德观念，服从成人的意志就是公正。如果违背成人的法
则，不管动机如何都应该受抵罪的惩罚，而且惩罚越厉害越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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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自律或合作道德阶段(8-11、12岁)：儿童思维已达到具

有可逆性的具体运算，有了自律的萌芽，公正感不再是以“服从”

为特征，而是以“平等”的观念为主要特征，逐渐代替了前一阶段

服从成人权威的支配地位。意识到准则是一种保证共同利益、契约

性的、自愿接受的行为准则，并表现出合作互惠的精神。开始以动

机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认为公平的行为都是好的。关于惩罚，认

为只有回报的惩罚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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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公正道德阶段(11、12岁以后)：这时儿童的思维广度、

深度及灵活性都有了质的飞跃，此时才真正到了自律阶段。这一阶

段的儿童开始出现了利他主义。他们基于公正感作出的判断已经不

再是平等基础上的法定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将规则

同整个社会和人类利益联系起来，形成具有人类关心和同情心的深

层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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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儿童道德感发展研究—科尔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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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理智感 

    对一般幼儿来说，5岁左右，理智感已明显地发展起来，突出

表现在幼儿很喜欢提问题，并由于提问和得到满意的回答而感到愉

快。6岁幼儿喜欢进行各种智力游戏或所谓“动脑筋”活动。 

    ①幼儿的理智感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好奇好问 

    ②幼儿理智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与动作相联系的“破坏”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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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美感 

     美感是人对事物审美的体验，是根据一定的美的评价而产生

的。儿童对美的体验也有一个社会化过程。 

    婴儿喜欢鲜艳悦目的东西及整齐清洁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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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幼儿情绪情感发展的特点 

     

     1.情绪的易冲动性 

     2.情绪的不稳定性 

     3.情绪的外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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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情绪、情感对学前儿童的作用 
（六）幼儿情绪情感的培养 

    1.营造良好的情绪环境 

     2.充分利用各种活动培养幼儿的情感 

     3.成人的情绪自控 

     4.采取积极的教育态度 

     5.帮助幼儿控制情绪 

     6.教会幼儿调节情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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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帮助幼儿控制情绪 

  ①转移法 

    当幼儿为了某件事情而闹情绪时，成人有意识地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其

他方面。对4岁以上的幼儿，当他们处于情绪困扰时，可以用精神的而非物

质的转移方法。 

    ②冷却法 

    幼儿情绪十分激动时，可以采取暂时置之不理的办法，幼儿自己就会

慢慢地停止哭喊。所谓“没有观众看戏，演员也没劲儿了。” 

    ③消退法 

    消退法是指对原先可接受的某种行为的撤销。应对的态度就是不去注

意他，这就是消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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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幼儿的个性、社会性发展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幼儿的个性、社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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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概述  自我意识 气质 性格 能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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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概述 人际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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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性的发展 

（一）个性概述 

     个性是一个人全部心理活动的总和，是比较稳定的、具有一定

倾向性的各种心理特点或品质的独特结合。在心理学中，个性也被

称为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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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性的结构 

 

 

 

2.个性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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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性的形成 

    2岁左右，个性逐步萌芽。 

    3～6岁，幼儿的个性初步形成。 

4. 影响个性形成与发展的因素 

   （1）遗传因素 

   （2）家庭环境因素 

   （3）学校教育因素 

   （4）社会文化因素 

   （5）早期童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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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方式 特点 

权威型 

父母在对子女的教育中表现为过分支配，一切由父母掌控。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
子容易消极、被动、依赖、服从、懦弱，做事缺乏主动性，甚至会形成不诚实的
个性特征 

放纵型 
父母对子女过分溺爱，让孩子随心所欲，教育达到失控状态。孩子多表现为任性、
幼稚、自私、野蛮、无礼、独立性差、唯我独尊、蛮横胡闹等 

民主型 

父母与子女在家庭中处于平等和谐的氛围中，父母尊重孩子，给孩子一定的自主
权，并给孩子积极正确的指导，使孩子形成一些积极的个性品质，如活泼、快乐、
直爽、善于交往、容易合作、思想活跃等 

家庭环境对个性具有极大的塑造力，尤其是父母的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

孩子个性特征的形成，不同的教养方式对个性差异所构成的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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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儿的自我意识 

       1.概念 

       自我意识是人对于自己身心状态及对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认

识、体验与控制，是个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我意识是个性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制约着个性的发展。

自我意识是衡量个性成熟水平的标志。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越高，个

性就越稳定、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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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意识发展的阶段特点 
    ①自我感觉的发展（1岁前）。 
    儿童由1岁前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主体同周围的客体区分开，到知道手脚

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是自我意识的最初级形式，即自我感觉阶段。 

    ②自我认识的发展（1～2岁）。 

    孩子会叫妈妈意味着已经把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了，更重要的

是孩子在15个月以后已开始知道自己的形象。 

    ③自我意识的萌芽（2～3岁）。 

    自我意识的真正出现是和儿童言语的发展相联系的。掌握代名词“我”是  

自我意识萌芽的最重要标志。 

    ④自我意识各方面的发展（3岁后）。 

    进入幼儿期，孩子的自我评价逐渐发展起来，同时，自我体验、自我控制

已开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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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幼儿自我意识的发展趋势 
   幼儿期自我意识的发展主要体现三个方面： 

    ①幼儿自我评价的发展特点。 

    从依从性的评价发展到自己独立评价；从对个别方面的评价发展到对

多方面的评价；从对外部行为的评价向对内心品质的评价过渡；从具有强

烈情绪色彩的评价发展到根据简单的行为规则的理智评价。 

    ②幼儿自我体验的发展特点。 

    从初步的内心体验发展到较强烈的内心体验；从受暗示性的体验发展

到独立的体验。 

    ③幼儿自我控制的发展特点。 

    从主要受他人控制发展到自己控制；从不会自我控制发展到使用控制

策略；儿童自我控制的发展受父母控制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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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儿的气质 

    1．概念 

    气质是指一个人所特有的相对稳定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主要

表现在心理活动的强度、平衡性、灵活性和指向性。通常称之为秉性

、脾气、性情，心理学叫气质。气质是人的天性，无好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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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类型 特点 如何培养？ 

胆汁质 
这种类型的人坦率热情，精力旺盛，思维灵活，行动敏捷，
勇敢果断，朴实真诚，生机勃勃；这种人性情暴躁，行事
鲁莽，易感情用事，刚愎自用，办事不考虑后果 

培养勇于进取、豪放的

品质，防止任性、粗暴 

多血质 
这种类型的人活泼好动，善于交际，思维敏捷，容易接受
新鲜事物；这种人的情绪不稳定，容易外露，注意力和兴

趣易转移，缺乏耐心和毅力 

培养热情开朗的性格及
稳定的兴趣，防止粗枝

大叶、虎头蛇尾 

黏液质 
这种类型的人安静稳重，沉默寡言，情绪平稳，善于克制
自己，善于忍耐，考虑问题细致而周到；这种人的行为主
动性较差，缺乏生机，行动迟缓。具有更大的稳定性 

培养积极探索精神及踏
实、认真的特点，防止
墨守成规、谨小慎微 

抑郁质 
这种类型的人情绪体验深刻，思维敏锐，多愁善感，想象

力丰富，自制力强；这种人孤僻，不善交际，行动迟缓，
优柔寡断。 

培养机智、敏锐和自信
心，防止疑虑、孤僻 

2.气质的分类（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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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幼儿气质的发展特点 

   ①幼儿气质具有相对稳定性 

   ②幼儿气质具有一定可变性 

   ③幼儿气质具有个体差异 

   ④幼儿气质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 

    教育的目的不是设法改变幼儿原有的气质，而是要克服缺点，

发展优点，使幼儿在原有气质的基础上建立优良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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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幼儿的性格 
1.概念 

 性格是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惯常的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
。 

3.结构特征 
（1）性格的态度特征。如谦虚或自负、利他或利己等。 

（2）性格的意志特征。如自制力与冲动性；主动性与被动性等。 
（3）性格的情绪特征。如急躁、沉稳等 

（4）性格的理智特征。如刻板与灵活；细心与粗枝大叶等。 
3.气质与性格的联系 

    ①气质受生理影响较大，性格受社会影响较大。 ②气质的稳定性强
．性格的可塑性强。 ③气质特征表现较早，性格特征出现较晚。④气质

无好坏之分，性格有优劣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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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幼儿性格的年龄特征 

      ①活泼好动。活泼好动是儿童的天性，也是学前儿童最明显的性格特征

之一。 

      ②喜欢交往。学前儿童在行为方面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喜欢和同龄或

年龄相近的小朋友交往。 

      ③好奇好问。幼儿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主要表现在探索行为和

好奇好问两方面。 

      ④模仿性强。模仿性强是幼儿期的典型特点，小班幼儿表现尤为突出。

幼儿模仿的对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是其他幼儿。 

      ⑤易冲动。幼儿性格在情绪方面的表现就是情绪不稳定，易冲动、自制

力差。这是幼儿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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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幼儿的能力 

    1.能力的概念及特征 

    能力是指人们成功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须具备的个性心理特征

。能力都是通过人的活动体现出来的，同时能力又是顺利完成某种

活动的必备条件。 

    3.能力的分类、特点、培养（详见课本） 

  （1）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 

  （2）模仿能力和创造能力 

  （3）认知能力、操作能力和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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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幼儿的需要 
1.概念 
    需要是由个体对某种客观事物的要求引起的，这种要求可能来
自于有机体的内部，也可能来自于个体周围的环境。 
2.需要的种类 
（1）按照需要的起源划分 
    ①生理需要，又称自然需要，是为保存和维持有机体生命和种
族延续所必需的。 
    ②社会需要是指与人的社会生活相联系的一些需要。 
（2）按照需要的对象划分 
    ①物质需要 
    ②精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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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人们在人际互动中发生的行为叫做社会行为，个体逐步形成适应社会的人格并
掌握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的过程就是社会性发展。 
    幼儿社会性的发展对幼儿具有重大的意义，社会性的核心内容就是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发展 

亲子关系 同伴关系 
性别角色的

发展 
社会性行为

的发展 
学前期独生
子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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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主要是指父母与其亲生子女、养子女或继子女之间的

关系。亲子关系是一种血缘关系。 

    狭义的亲子关系是指早期与父母的情感关系，即依恋； 

    广义的亲子关系是指父母与子女的相互作用方式，即父母的教

养态度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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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恋 

    依恋是婴儿寻求并企图保持与另一个人亲密的身体和情感联系的一种

倾向。 

   （1）依恋的特征： 

    ①与依恋对象在一起时，孩子特别有安全感，感到特别舒适、快乐、

轻松； 

    ②在孩子痛苦、不安时，依恋对象的抚慰最有效； 

    ③在依恋对象身边，儿童愿意与人交往，也愿意参加学习、游戏等其

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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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恋的类型 

   根据儿童和依恋对象的关系密切程度、交往质量不同，儿童的依恋存

在不同的类型。 

   ①安全型依恋；这类儿童把母亲作为“安全基地”。在这几种类型中，

安全型是较好的依恋类型。 

   ②不安全依恋-回避型：母亲是否在场对这类儿童影响不大，儿童显得

很冷淡。可能在母亲回来后主动避开或者忽视她。 

   ③不安全依恋-矛盾型：儿童在母亲离开后变得极为不安和焦虑，在母

亲返回后也不能安静下来，对母亲表现出生气和抵制，但同时又表现出接

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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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恋的影响因素 

    ①照顾者的稳定性：稳定的照顾者是儿童依恋形成的必要条件。 

    ②抚养质量：母亲的敏感性和反应性。 

    ③家庭因素：婚姻美满较少摩擦的家庭中儿童的安全感更强。 

    ④儿童的特点：儿童的气质对依恋类型也有影响。 

    ⑤父母的依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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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良好依恋关系的培养： 

    ①注意“母性敏感期”期间的母子接触； 

    ②尽量避免父母亲与孩子的长期分离； 

    ③父母亲与孩子间保持经常的身体接触； 

    ④父母亲对孩子发出的信号及时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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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类
型 

特点 孩子性格 

民主型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慈祥的、诚恳的，善于与
孩子交流，支持孩子的正当要求，尊重孩子的
需要，积极支持子女的爱好、兴趣；同时对孩
子有一定的控制，常对孩子提出明确而又合理
的要求 

孩子的独立性、主动性、自我控制、信心、探
索性等方面发展较好。研究证明，民主型的亲
子关系最有益于幼儿个性的良好发展 

专制型 

父母给孩子的温暖、同情较少。他们对孩子过
多地干预和禁止，对子女态度简单粗暴，甚至
不通情理，不尊重孩子的需要，不支持子女的
爱好、兴趣，更不允许孩子对父母的决定和规
定有不同的表示 

孩子或是变得驯服、缺乏生气，创造性受到压
抑，无主动性，情绪不安，甚至带有神经质，
不喜欢与同伴交往，忧虑、退缩、怀疑，或是
变得自我中心和胆大妄为，在家长面前和背后
言行不一 

放任型 

父母对孩子关怀过度、百依百顺、宠爱娇惯；
或是消极的，不关心，不信任，缺乏交谈，忽
视他们的要求；或只看到他们的错误和缺点，
对子女否定过多；或任其自然发展 

孩子往往形成好吃懒做，生活不能自理，胆小
怯懦，蛮横胡闹，自私自利，没有礼貌，清高
孤傲，自命不凡，害怕困难，意志薄弱，缺乏
独立性等许多不良品质；但也可能使孩子发展
自主、独立创造性强等性格特点 

    亲子关系通常分成三种：民主型、专制型及放任型。不同的亲子关系类型

对幼儿的影响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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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养方式的分类 

接受性的反应 
（以儿童为中心） 

拒接性的反应 
（以父母为中心） 

高控制 民主型 专制型 

低控制 放任型 忽视型 

从控制性和反应性两个维度来划分。 

控制性是指父母积极充当儿童社会化的负责人； 

反应性是指父母意识到儿童的个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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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是指年龄相同或相近的儿童在共同活动中相互协作的关系，是

同龄人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 

    1.同伴交往的类型 

   （1）帕顿的研究  

   （2）庞丽娟的研究 

   庞丽娟采用“同伴现场提名法” 进行研究，主要有四种类型： 

    ①欢迎型；②拒绝型；③忽视型；④一般型。 

    在受欢迎型幼儿中，女孩明显多于男孩；在被拒绝型幼儿中，男孩显著

地多于女孩；而在被忽视型幼儿中，女孩多于男孩，但男孩也有一定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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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岁的同伴交往特征 

1）能主动招呼他人，会和同伴友好地玩，对亲人有十分明显的依恋行为；    

2）交往受情绪控制：高兴时乐于与人交往，生气时则拒绝游戏；    

3）交往时出现利他行为，会向他人表示关心，会同情和主动安慰小伙伴；    

4）这一阶段的孩子仍需借助玩具或其他媒介发起交往活动；    

5）喜欢与同伴接近，孩子之间容易互相吸引，常常由于探索而引起摩擦。例如看
到同伴的玩具很有趣，也会伸手去摸摸，拿来玩玩。若同伴不肯，就用推、打、
咬等方法去夺得，因而常引起摩擦、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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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岁同伴交往特征 

1岁半以后，由于宝宝的语言发展，行走自由，能接触更多的新事物，进
而激起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兴趣。孩子之间越来越多地出现模仿性或互补性交
往行为。（比如相互模仿对方的动作，当一个孩子站到墙角，另一个孩子也
跟着挤过去；一个孩子钻到桌子下面坐着，另一个也跟着跑去坐着。 ） 

这个年龄段宝宝的同伴交往的特点是，虽然同在一起玩，但互不干扰各
玩各的，熟悉以后，会相互观察，互相模仿。追追跑跑是这个年龄段宝宝最
喜欢的活动。这个阶段，同伴交往持续的时间越来越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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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岁-3岁同伴交往特征 

1）同伴在一起的活动，主要是各自对物品的摆弄和操作。几个孩子之所以能
够在一起活动，是因为他们对共同活动的对象——某个玩具或活动材料感兴
趣。这时，还没有真正意义的人际交往，这是以物体为中介的同伴交往关系
。    

2）此时同伴交往的最主要形式是游戏。最初他们交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
玩具或寻求帮助，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交往的目的也越来越倾向于同伴本
身。 

3）在跟成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学会道德判断，凡是成人表示赞许并说“好”
、“乖”的行为，孩子便认为是好的行为；反之，凡是成人表示斥责并说“
不好”的行为，孩子便认为是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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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交友关系中的问题儿童 

    这些存在交友困难的幼儿可以分成两种：被忽视型幼儿和被排斥型

幼儿。 

    教师要怎么做？？ 

    首先，要使他们了解受欢迎幼儿的性格特点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帮

助他们学习如何与他人友好相处。 

    其次，教师要引导其他幼儿发现这些幼儿的长处，及时鼓励和表扬

，提高这些幼儿在同伴心目中的地位，通过有效的教育活动达到促进幼

儿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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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影响同伴交往的因素 

  （1）早期亲子交往的经验：早期亲子交往的经验会影响到幼儿自身的

安全感、对同伴的信任感、与人交往的方式、表达情感的方式等。 

  （2）活动材料和活动性质：主要体现在自由游戏的情境下，不同社交类

型的幼儿表现出交往行为上的巨大差异。活动材料，特别是玩具也是同伴

交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3）幼儿自身的特征：幼儿的气质、情感、能力、性格等影响着他们对

同伴的态度和交往中的行为特征，也由此影响同伴对他们的反应。 

5.同伴交往对幼儿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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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儿性别角色的发展 

    性别角色是被社会认可的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的一种地位，也是社会

对男性和女性在行为方式和态度上期望的总称。 

   （1）幼儿性别角色认知的发展 

    ①知道自己的性别，并初步掌握性别角色知识（2～3岁） 

    ②自我中心地认识性别角色（3～4岁） 

    ③刻板地认识性别角色（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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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的性别意识开始丰富
许多。他们对性别的差异
也比3岁时更好奇。甚至
会因为实在太好奇，玩起
脱裤子之类的游戏。这时
，幼儿的性别刻板印象也
在加强。 

3岁前的幼儿就能够很
响亮的说出自己的性
别，但他们对性别的
理解只是外部特征层
面的。这时他们还不
大能真正明白男女的
不同，同时他们也不
能理解性别是恒定不
变的。 

真正开始了解两性的差异
，由于对性别的理解，对
性别也开始敏感起来，开
始懂得不好意思和回避。
真正理解性别不会随时间
、外部特征、愿望的变化
而变化。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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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幼儿性别角色行为的发展 

    性别角色行为是人按照特定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期望而逐渐形成的行为

。2岁左右是幼儿性别行为初步产生的时期。 

    ①影响幼儿性别角色行为的因素 

    生物因素的影响；家庭因素的影响；角色游戏的关键作用；幼儿园教育

的主导作用；教师对男女幼儿的不同态度等影响着幼儿性别角色的形成与发

展。 

    ②男女双性化与教育 

    不过分强调性别差异，适当淡化幼儿的性别角色和行为，对形成男女双

性化性格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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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幼儿社会性行为的发展 

  

亲社会行为，是指一个人帮助
或者打算帮助他人，做有益于
他人的事的行为和倾向。 
 
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主要有:同情
、关心、分享、合作、谦让、
帮助、抚慰、援助、捐献等 

社会性行为 
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对他人
或某一事件表现出来的态
度、语言和行为反应。 

反社会行为，是指可能对
他人或群体造成损害的行
为和倾向。 
 
其中最具代表性、最突出
的是攻击性行为，也称侵
犯性行为：推人、打人、
抓人、骂人、破坏他人物
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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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是指一个人帮助或打算帮助他人，做有益于他人的事的行为
和倾向。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具体包括：分享、合作、谦让、同情、关心、帮
助、抚慰等。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是幼儿道德发展的核心问题，它对幼儿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 
  
    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 
   （1）社会生活环境。 
   （2）儿童日常的生活环境。 
   （3）移情。移情是指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是亲社会行为的动力基础、
前提或动机。移情是导致亲社会行为最根本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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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攻击性行为 

    攻击性行为是一种以伤害他人或他物为目的的行为。研究者

根据目的的不同又分为： 

    敌意性攻击是指出于攻击性目的直接伤害他人的行为。 

    工具性攻击是为达到一定的非攻击性目的而伤害他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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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幼儿攻击性行为发展的特点 
    ①攻击性行为的性别差异。 

     ②攻击方式的变化。 

     ③攻击类型的变化。 

     ④攻击性行为的稳定性。 

（2）幼儿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①幼儿的生理特征。 

     ②父母的教养方式。 

     ③大众传播媒介。 

     ④强化。当幼儿出现攻击性行为时，父母或教师不加制止或听之任之

，就等于强化了幼儿的侵犯行为。 

     ⑤挫折。攻击性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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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前期独生子女社会性的发展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社会性无明显差异，但是独生子女社会性发

展中可能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1．学前期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的突出问题 

    2．学前期独生子女社会性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家庭的教养

方式是溺爱和过分保护。 

    3．影响学前期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的教育 

    ①家庭教育 

    ②幼儿园集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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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幼儿的个性差异与适宜性教学 
 
 
 
 
 
 
 
 
 

（重要，但主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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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个体差异类型 

性格差异 智力差异 性别差异 学习类型差异 

一、幼儿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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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风格 细分 含义 

场独立与 
场依存 

场独立 
对客观事物做判断时，常常利用内部的参照，不易受外来的因素
影响和干扰 

场依存 
对事物做出判断时倾向于以外部参照作为信息加工的依据，容易
受周围人们，特别是权威人士的影响和干扰 

冲动型与 
沉思型 

冲动型 
解决问题的速度快，但错误率高，在运用低层次事实性信息的问
题解决中占优势。 

沉思型 解决问题速度慢，但错误率很低，在解释高层次问题时占有优势 

辐合型和
发散型 

辐合型 个体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常表现出辐合思维的特征 

发散型 个体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表现出发散思维的特征 

学习类型，也称认知方式或学习风格，是指个体在认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习惯
化的行为模式。不同的认知风格，没有好坏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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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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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学前儿童游戏的个体因素主要有哪些？【2013年下半年简答】 

2. 论述教师尊重幼儿个体差异的意义与举措。【2016年上半年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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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幼儿教育研究方法 

观察法 谈话法 作品分析法 实验法 问卷法 测验法 

        重点掌握不同研究方法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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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年份 观察法 谈话法 作品分析法 实验法 问卷法 测验法 

2017年上半年 

2016年下半年 

2016年上半年             

2015年下半年     （选择）       

2015年上半年       （选择）     

2014年下半年             

2014年上半年             

2013年下半年 （选择）           

2013年上半年             

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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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通过感官或借助一定的仪器设备，有目的、有计划

地对自然状态下发生的现象或行为进行系统的、连续的考察、记录

、分析，从而获取事实材料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中采用的最基

本、最普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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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谈话法 

    谈话法是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寻访”被调查对象，通过

谈话的方式了解被研究者对某个人、某件事情、某种行为或现象的

看法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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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分析法 

    作品分析法是研究者运用一定的心理学、教育学原理和有效

经验，对研究对象专门活动的作品进行分析研究，从而了解研究对

象心理活动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的作品很多，如作业、日记、作

文、笔记、绘画作品、考试试卷、工艺制品等。作品分析法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收集资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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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法 

   实验法是指在控制的条件下系统地操纵某些变量，来研究这些

变量对其他变量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探讨幼儿心理发展的原因和规

律的研究方法。实验法是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的一种方法，实验

结论可以由不同的实验者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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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卷法 

   问卷法是通过由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设计的一系列问题（有关性

别年龄、爱好、态度、行为等）构成调查表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 

六、测验法 

   测验法是根据一定的测验项目和量表，来了解儿童心理发展和水

平的方法。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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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解幼儿同伴交往特点，研究者深入幼儿所在的班级，详细

记录其交往过程的语言和动作等。这一研究方法属于（   ）。

【2013年下半年单选】 

A．访谈法           B．实验法 

C．观察法           D．作品分析法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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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儿园教学的基本方法是（   ）。【2011年下半年单选】） 

A．演示法           B．范例法 

C．观察法           D．示范法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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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根据幼儿的图画来评价幼儿发展的方法是（   ）。【2015

年下半年单选】 

A．观察法              B.作品分析法 

C．档案袋评价法       D.实验法 

正确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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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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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

单选】 

A．观察法              B．自然实验法 

C．测验法              D．实验室实验法 

正确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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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学前儿童发展 

学习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