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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年份 

幼儿园 
一日生活 

幼儿生活 
常规教育 

幼儿卫生保健 幼儿园常见安全问题 

2017年上半年 （论述） 

2016年下半年 （选择） （选择） 

2016年上半年     （选择）   

2015年下半年 （简答）     （选择） 

2015年上半年 （选择）     （选择） 

2014年下半年       
（选择）（简答） 
（活动设计题） 

2014年上半年 （选择）   （选择）   

2013年下半年 （简答）       

2013年上半年         

2012年下半年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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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幼儿园一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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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一日生活是根据幼儿的生活特点安排幼儿一天的生活，

即对幼儿主要的生活内容，如吃、睡、活动等在时间和顺序上予以

合理的安排与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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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一日生活的主要环节 

   《幼儿园工作规程》明确指出，“幼儿一日活动的组织应动静交替，注

重幼儿的实践活动，保证幼儿愉快的、有益的自由活动”。幼儿园的一日

生活应包括晨间接待、早操、教育活动、自由活动、间歇活动、盥洗、进

餐、午睡、起床、游戏与体育活动和离园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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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待幼儿入园 

    做好晨间检查：一摸，摸额头感知是否发烧、摸腮腺是否肿大；

二看，看喉部、皮肤和精神；三问，问饮食、睡眠、大小便情况；四

查，查看幼儿是否携带不安全物品。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五）间歇活动 

    间歇活动是使幼儿大脑获得休息，调节幼儿身心的有效方法。在

间隙活动时间里，教师要提醒幼儿上厕所、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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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进餐 

    1．对保教人员的要求：进餐前半小时安排幼儿安静地活动。进餐

间隔时间应为3～4小时。 

    2．对幼儿的要求：正确使用餐具：一手拿勺子，一手扶住碗，喝

汤时两手端着碗。逐渐养成文明的进餐行为和习惯。 

（十）游戏与体育活动 

    保证幼儿每天游戏活动的时间不少于2小时，幼儿园每日的户外体

育活动不得少于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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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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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幼儿教师晨间接待幼儿入园工作的重点是（   ）。【2012年

下半年单选】 

A．提醒幼儿尽早进入学习状态   B．与家长交流，沟通情感 

C．检查孩子的身心状况       D．督促孩子完成家庭作业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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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儿园应该制订合理的幼儿

一日生活作息制度，两餐间隔时间不少于（   ）。【2014年上

半年选择】 

 A．2.5小时                  B．3小时 

 C．2小时                  D．3.5小时 

 

 

 

正确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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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儿园一日生活的教育意义 

（一）保护幼儿身体的健康发育（身体发育） 

（二）有利于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心理发展） 

（三）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 

（四）促进幼儿的学习（促进学习） 

（五）是全面完成幼儿园教育任务的保证（全面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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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领导幼儿园一日活动应注意的问题 

    1．教师对一日活动的安排、组织应紧密围绕一日活动的目标，使一

个目标能在一日的多项活动中实现。 

    2．教育活动要符合幼儿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水平。 

    3．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4．安排活动还要注意动静交替。在一日活动的安排中和组织活动的过

程中，要注意幼儿活动步调的节奏，避免单调和疲劳。 

    5．力争活动多样化，使幼儿获得尽可能多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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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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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实施幼儿园德育最基本的途径是（   ）。【2015年上半年单选】 

      A．教学活动                B．亲子活动 

      C．阅读活动                D．日常生活 

 

 

 

     
正确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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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幼儿园实践中某些教师认为幼儿进餐、睡眠、茶点等是保育，只有上课

才是传授知识、发展智力的唯一途径，不注意利用各环节的教育价值，这种做法

违反了（   ）。【2011年下半年单选】 

       

      A．发挥一日生活的整体功能原则    B．重视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原则 

      C．尊重儿童原则                D．实践性原则 

 

 

 

正确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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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研究者对幼儿园园长、教师做了一个调查，调查题目是“要全

面真实地了解你园的保教质量，你认为最好什么时间段到你园？”调查结

果如下图所示。请从幼儿一日生活的意义和角度，阐述你对这一结果的看

法。【2013年下半年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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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举例说明如何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实施“动静交替”的原则。【

2015年下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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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如何在一日生活中实现社会领域的教育目标。【2017年上论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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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幼儿生活常规教育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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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幼儿卫生保健 

幼儿卫生保健常识 幼儿常见疾病及预防 幼儿营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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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卫生保健常规工作 

（一）卫生消毒 

（二）膳食卫生 

（三）安全管理 

（四）生活制度 

（五）体格锻炼 

（六）健康检查 

    幼儿入园后，根据幼儿园的卫生保健计划每年体检一次。 

（七）疾病预防 

    幼儿园要建立和执行健全的疾病预防制度。同时，要贯彻预防

接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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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儿常见疾病及预防 

    疾病可分为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两种。幼儿常见传染病的预防主

要有三大方面：1．控制传染源；2．切断传播途径；3．提高幼儿抵抗力。 

    了解幼儿常见疾病： 

    1.上呼吸道感染 

    2.急性支气管炎 

    3.扁桃体炎症 

    4.腹泻 

    5.泌尿系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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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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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幼儿突然出现剧烈呛咳，伴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这种情

况可能是（   ）。【2016年上半年单选】 

      A．急性肠胃炎                  B．异物落入器官 

      C．急性喉炎                  D．支气管哮喘 

 

  

正确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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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儿营养知识 

    营养素是指各种食物所包含的维持和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和健康所需要

的营养成分，主要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无机盐、维生素、水

等六大营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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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婴幼儿应多吃蛋奶等食物，保证维生素D的摄入，以防止因维生素D

缺乏而引起（   ）。【2014年上半年单选】 

 A．呆小症             B．异嗜癖 

 C．佝偻病             D．坏血病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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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幼儿园常见
安全问题 

幼儿安全教育概述 
幼儿常见安全问题

与处理方法 
幼儿突发事件应急

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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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安全教育概述 

（一）幼儿安全教育的任务（目标) 

     1．帮助幼儿树立有关安全的意识 

     2．引导幼儿学习必要的安全常识 

     3．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 

     4．激发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 

（二）幼儿安全教育的几个主要方面 

     1．交通安全；2．消防安全；3．食品卫生安全；4．防触电、防溺水； 

5．幼儿园玩具安全；6．幼儿生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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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儿安全教育的方法 
    1．游戏模拟法 
    教师可以通过游戏的形式模拟各种意外事故发生的场景，让幼儿学会在特定
情况下的操作动作，培养其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如通过角色游戏模拟发生
地震的情景。 
    2．对照比较法 
    如玩吹泡泡游戏时把幼儿分成两组，一组不提任何要求，让幼儿自己玩耍，
另一组则按教师提出的要求玩吹泡泡。幼儿通过不可以做的，让他们知道一些引
起危害的原因，也让他们学习一些简单的自救动作和方法。 
    3．案列分析法 
    教师可以利用幼儿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以及经常发生的一些事件，对幼儿进
行案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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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幼儿安全教育的实施 

    1．国家对幼儿园卫生消毒的要求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规定，幼儿园要做到每人一巾一杯，日常生活用品

要专人专用，每天消毒用流动水洗手、洗脸；厕所要每日清扫干净、消毒，3岁以上幼儿要

提倡蹲式厕所；婴幼儿玩教具要保持清洁，定期消毒、清洗。 

    2．国家对在园幼儿健康检查的规定 

    在园幼儿的健康检查分为两种：一是入园检查，即婴幼儿在入园（所）前必须进行全

身体格检查，合格者方能人园；二是定期体检制度，即幼儿园每年体检一次，每半年测身

高、体重一次，进行健康分析、评价、疾病统计，建立键健康卡片或档案。 

    3．国家对幼儿园任职人员的基本要求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规定，园（所）工作人员在上岗前还必须进行包括胸

透、肝功能等体检，体检合格方可就职。而且，每年还必须全面体检一次，发现患有传染

病者须立即离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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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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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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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单选】 

 A．每月一次                B．半年一次  

 C．每年一次                D．三年一次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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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师在户外体育活动中如何保障幼儿安全？【2014年下半年简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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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下面这组图片为内容，设计一个大班安全防火教育活动，要求写

出活动名称、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及活动延伸。【2014年下半

年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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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儿常见安全问题与处理方法 

1.简单性创伤：擦伤、扎伤、划伤与割伤、挤伤、碰伤、扭伤 

2.头面部创伤：出血/未出血 

3.鼻出血 

4.虫咬伤 

5.异物入体 

6.烧伤或烫伤 

7.惊厥 

8.骨折 

9.触电 

10.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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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儿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方法 

    突发事件是指社会生活中一类事前难以预测、作用范围广泛且对社会造成

严重威胁和危害的公共事件。突发事件按损失（损害）程度可以分为一般、较

重、重大和特大四类。 

    突发事件具有一些外延特性，即突发性、高度不确定性、社会关注性、非

程序化决策性及结果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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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发火灾应急处理 

    1.发现火情立即呼叫周围人员，立即切断电源，尽快到相应地点取下灭火

器进行扑救。 

    2.报警的同时，开启消防电源，打开应急照明设施和安全疏散标志 

    3.关闭邻近房间的窗门，撤出易燃易爆物品。有计划疏散幼儿园的幼儿及

工作人员。疏散时，要走安全通道，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最低的姿势，快

速从安全通道撤离。 

    灭火器使用方法是；取出灭火器摇两下（喷嘴向上）；拔出保险销；喷嘴

朝向火焰，按下阀门把即可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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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发地震应急处理 

    1.发生地震时，教师要先看清自己所处的位置，要有序组织幼儿，

坚持幼儿优先原则，尽力保护幼儿安全。教育幼儿不要慌张、哭闹或随

意乱跑，要听从教师的指挥，以免造成意外。 

    2.如果在室外活动要把幼儿集中到操场中间空旷场地或集中在树木

周围。如果在室内不要试图跑出楼外，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是及时躲

在两个承重墙之间最小的房间，如洗手间、厕所等，也可以躲在桌、柜

等下面以及房间内侧的墙角，并且注意保护好头部，千万不要去窗下躲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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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失 

    1．防范措施 

    除接送时间开门外，幼儿园的大门应该始终保持关闭状态，并有专人

看守。幼儿牢记父母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单位以及自己所在的幼儿园。 

    幼儿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院子里活动，都应该始终在教师的视线

之中。 

    2．应急措施 

    一旦发生幼儿走失的情况，立即与园领导联系，同时拨打110急救电话

。园领导立刻组织工作人员，以幼儿走失地点为中心，展开辐射式的搜寻

。立即通知家长，散发幼儿的照片，协助警方进行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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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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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幼儿在户外活动中扭伤，出现充血、肿胀和疼痛，教师应对幼儿采取的

措施是（   ）。【2015年下半年单选】 

       

      A．停止活动，冷敷扭伤处        B．停止活动，热敷扭伤处 

      C．按摩扭伤处，继续活动        D．清洁扭伤处，继续活动 

 

 

 

 

正确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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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幼儿鼻中隔是易出血区，该处出血后，正确的处理方法是（   ）。 

【2014年下半年单选】  

     

     A．鼻根部涂些药水，然后安静休息  B．让幼儿头略低、冷敷前额、鼻部 

     C．止血后，半小时不做剧烈运动    D．让儿童仰卧休息 

 

 

 

 

正确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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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被黄蜂蛰伤后，正确的处理方法是（   ）。【2015年上半年单选】 

      

     A．涂肥皂水                B．用温水冲洗 

     C．涂食用醋                D．冷敷 

 

 

 

 
正确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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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教育指导 

生活指导 
游戏活动的

指导 
教育活动的
组织与实施 

环境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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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游戏活动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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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点 
年份 

幼儿的 
游戏种类 

幼儿的 
游戏特征 

幼儿的 
游戏功能 

幼儿的 
游戏指导 

2017年上半年 （材料） 

2016年下半年 （选择） 

2016年上半年       （材料） 

2015年下半年 （选择）       

2015年上半年 （选择）     （简答） 

2014年下半年 （选择）       

2014年上半年 （选择）     （论述） 

2013年下半年       （活动设计题） 

2013年上半年         

2012年下半年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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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幼儿游戏概述 

幼儿游戏
的含义 

游戏的基
本特征 

游戏的主
要功能  

儿童游戏
理论 

幼儿游戏的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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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游戏的含义 
    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幼儿一日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环

节。具体说来，幼儿游戏的含义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动，是幼儿生活的主要内容 

    （二）游戏是幼儿对生长的适应，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 

    幼儿身心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幼儿游戏的水平，幼儿所玩的游戏

内容、形式等与其实际身心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 

    （三）游戏是幼儿的自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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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游戏的基本特征 

   （一）游戏是幼儿主动的自愿的活动 

          自主性是游戏的最本质属性的表现。 

   （二）游戏是在假想的情景中反映周围的生活 

   （三）游戏没有强制性的外在目的 

   （四）游戏伴随着愉悦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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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戏的主要功能 

   （一）游戏能够促进幼儿身体的发展 

   （二）游戏能够促进幼儿智力的发展 

   （三）游戏能够促进幼儿创造力的发展 

   （四）游戏能够促进幼儿情感的发展 

   （五）游戏能够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六）游戏能够发展幼儿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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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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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幼儿游戏的基本特征。【2011年下半年简答】 

 

 
2．论述题： 【2013年上半年论述】 
    李老师设计了一个“三只蝴蝶”的游戏活动。她选了三位幼儿扮演
蝴蝶，又选了若干幼儿扮演花朵。结果，幼儿兴趣不高，表现被动。还
没等游戏结束，一个幼儿就问李老师：“老师，游戏完了吗？我们可以
自己玩了吧？” 
    对这种现象，请从幼儿游戏特征和游戏指导的角度进行论述。 
 

3．游戏满足了幼儿身心发展的哪些需要？【2012年上半年简答】 
 
 



四、儿童游戏理论 
 
时期 游戏理论 代表人物 主要观点 

 
 
 
 
 
 
 

早期 

 剩余精力说 
 （精力过剩论） 

席勒、斯宾塞 
 

游戏是有机体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仍有富余的精力
的产物，游戏的动力来自于机体的剩余精力。 

松弛说 拉察鲁斯 对于幼儿来说，很容易疲劳，需要游戏来轻松一下，以便恢复
精力。 

预演说 
（生活预备说） 

卡尔·格罗斯 游戏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无意识的准备，是一种本能的练习活
动，为未来生活做准备。 

 
生长说 

 
阿普利登 

游戏是幼儿能力发展的一种模式，是机体练习技能的一种手段，
成长的结果就是游戏，游戏是练习成长的内驱力，幼儿通过游
戏可以成长。 

 
复演说 

 
斯坦利·霍尔 

游戏是复演祖先的生活史，游戏的原因是为了消除那些不应呈
现于现代生活中的原始本能，以便能以一种新的活动方式去取
代它。 

 
成熟说 

 
拜敦代克 

游戏是儿童操作某些物品以进行活动，不是单纯的一种机能，
而是幼稚动力的一般特点表现。游戏不是本能，而是一般欲望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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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游戏理论 代表人物 主要观点 

 
 
 
 
 
 

当前 

 
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 

游戏补偿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欲望，再现那些难以忍受
的体验。游戏使幼儿能逃脱现实的强制和约束，发泄在现
实中不被接受的危险冲动，缓和心理紧张。 

新精神分析 
学派 

 
埃里克森 

游戏是情感和思想的一种健康的发泄方式。在游戏中幼儿
可以“复活”他们的快乐经验，也能修复自己的精神创伤。 

 
认知结构论 

 
皮亚杰 

游戏是幼儿认识新的复杂客体和事件的方法，是学习新的
物品和事物的方式。幼儿在游戏时并不发展新的认知结构，
而是努力使自己的经验适合于先前存在的结构，即同化。 

 
学习理论 

 
桑代克 

游戏是一种学习行为，受社会文化和教育要求的影响，也
受学习的效果律和联系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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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幼儿游戏的种类 
 分类依据 游戏类型 含义 特点 

依据幼儿
认知特点

分类 

感觉机能
性游戏 

也称感觉运动游戏、练习性游
戏或实践性游戏，主要由简单
的重复动作或运动所组成 

这类游戏往往以独自游戏或各自游戏的
形式发生，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这类游
戏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 

象征性 
游戏 

是幼儿阶段最常见的典型游戏
形式，是把知觉到的事物用它
的替代物来象征的一种游戏形
式 

带有“好像”和“假装”特点，在游戏
中完成以物代物、以人代人为表现形式
的象征过程 

规则性 
游戏 

是两个以上幼儿在一起，按照
一定规则进行的，往往具有竞
赛性质的游戏 

幼儿中晚期经常开展的体育游戏、运动
竞赛、智力竞赛等都属于规则性游戏，
这类游戏可以一直延续到成年 

结构性 
游戏 

称建构游戏或造型游戏，是指
儿童运用积木、积塑、金属材
料、泥、沙等各种材料进行建
构或构造，从而创造性地反映
现实生活的游戏 

①以造型为基本活动，往往以搭建某一
建筑物或物品为动因，如搭一座公园的
大门等；②活动成果是具体的造型物品，
如飞机、坦克、卡通形象等；③与角色
游戏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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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依据 游戏类型 含义 特点 

依据游戏
的社会性
特点分类 

独自 
游戏 

是指幼儿用与其他孩子不同的
玩具独自玩耍，很少注意或关
心他人的接近或他人的游戏 

一般出现在出生后头两年内，随着幼儿
年龄的增长，幼儿不仅关心引起客体变
化的行为，而且对客体本身也发生兴趣 

平行 
游戏 

是指幼儿相互模仿，操作相同
或相近的玩具或开展同类的活
动 

相互交往时有发生，但主要仍是独自游
戏，没有合作行为。这类游戏正反映了
2～3岁幼儿游戏的社会性交往状况 

联合 
游戏 

又称为分享游戏，是指和同伴
一起游戏，谈论共同的活动 

没有围绕具体目标进行组织，也没有建
立起集体的共同目标，虽然借还玩具时
有发生，但每个幼儿仍以自己的兴趣和
愿望为中心 

合作 
游戏 

是指以集体共同的目标为中心
活动，有达到目标的方法和严
格的组织分工，常有较明显的
组织者或领导者 

这种游戏离不开相互的配合，一般要到3
岁以上才会产生，5～6岁得到发展，反
映了幼儿社会性发展日渐成熟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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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依
据 

游戏类
型 含义 特点 

依据教育
的作用 
分类 

角色游戏 

是幼儿按照自己的意愿，以模仿和
想象，借助真实或替代的材料，通
过扮演角色，用语言、动作、表情
等，创造性地再现周围社会生活的
游戏活动 

角色游戏是幼儿期最典型、最有特色的
游戏 

建构游戏 
是运用各种建构玩具或建构材料，
开展构造活动的游戏活动 

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幼儿的一种操
作活动，是幼儿的一种造型艺术活动 

表演游戏 
是通过扮演文艺作品中的角色，再
现文艺作品内容的游戏 

是一种戏剧艺术活动，是幼儿的创造性
活动 

体育游戏 
是根据体育任务设计，以发展幼儿
基本动作为基础的活动性游戏 

它的作用是培养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
练习体育活动的基本动作，增强幼儿的
体质 

智力游戏 
是根据智育任务设计，以智力活动
为基础 

它将一定的学习因素和游戏的形式紧密
结合起来 

音乐游戏 
是根据音乐教育的任务设计，以音
乐活动为基础的游戏 

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引起幼儿对音乐的兴
趣，发展幼儿的音乐感受力、表达力和
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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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依据 游戏类型 含义 特点 

依据儿童

行为表现

分类 

语言游戏 
是指儿童时期运用语音、语调、词语、

字形而开展的游戏 

如和着语音、节奏的变化而展开的拍手

游戏、绕口令、接龙等 

动作技能 

游戏 

指通过手脚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运动而

获得快乐的游戏活动。如相互追逐、

荡秋千、等，也可以是在室内桌面上

进行的串珠、夹弹子等精细的活动 

这类游戏可以有简单的规则，也有纯机

能性的，以纯粹满足动作机能的快感 

想象游戏 

又被称为象征游戏、戏剧游戏、角色

游戏、假装游戏、假想游戏。这些名

称的含义虽然有细微的差异，但它们

常常被互换使用 

儿童将事物的某些方面作象征性的转换，

如以玩具或玩物代表实物（用一块积木

代表电话、将小板凳当火车等）； 

交往游戏 
指两个以上的儿童以遵守某些共同规

则为前提而开展的社会性游戏 
以参与者之间的行为互动为其特点 

表演游戏 
又称为戏剧游戏，它是以故事或童话

情节为表演内容的一种游戏形式 

是以想象为基础的，但与想象游戏不同

的是。在表演游戏中，儿童的想象受故

事情节的约束，不能过于主观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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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依据 游戏类型 含义 特点 

依据幼儿

游戏内容

与性质 

分类 

创造性 

游戏 

是幼儿以想象为中心，主动地、创造

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游戏，是幼儿期

典型的、特有的一种游戏。它包括角

色游戏、结构游戏和表演游戏 

幼儿在游戏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不

是简单的直接再现，而是由幼儿依自

己的兴趣、爱好和经验等，创造性地

进行，游戏的主题、情节和玩法都由

幼儿按自己的意愿设计 

规则性 

游戏 

也称有规则游戏，是成人为发展幼儿

的各种能力而编写的、有明确规则的

游戏。它包括智力游戏、体育游戏和

音乐游戏等 

它以生动有趣的游戏形式，使幼儿在

自愿的、愉快的情绪中完成增进知识、

发展能力的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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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依据 游戏类型 含义 特点 

依据教育的

目的性分类 

自发游戏 
是幼儿自己发起的、自愿参加的、

自主支配的游戏 
幼儿的游戏体验是主动的 

教学游戏 

是指在幼儿教育机构中，游戏被

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和教育组织形

式而加以运用 

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设计和开展的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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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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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幼儿反复敲打桌子，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在椅子上摇来摇去，这类

游戏属于（   ）。【2014年上半年单选】 

 A．结构游戏               B．象征性游戏 

 C．规则游戏               D．机能性游戏 

 

 

 
正确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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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儿童最早玩的游戏类型是（   ）。【2015年上半年单选】 

 A．练习游戏               B．规则游戏 

 C．象征性游戏               D．建构游戏 

 

 

 正确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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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幼儿拿一根竹竿当马骑，竹竿在这个游戏中属于（   ）。

【2014年下半年单选】 

 A．表演性符号              B．工具性符号 

 C．象征性符号              D．规则性符号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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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幼儿园的“娃娃家”游戏属于（   ）。【2012年上半年单选】 

 A．结构游戏              B．表演游戏 

 C．角色游戏              D．智力游戏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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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幼儿以积木、沙、雪等材料为道具来模仿周围现实生活的

游戏是（   ）。【2015年下半年单选】 

  

       A．表演游戏                  B．结构游戏 

 C．角色游戏                  D．规则游戏 

 

 

 正确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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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幼儿游戏指导 

教师对幼儿游戏的
指导策略 

教师对幼儿游戏的
介入 

各类游戏的指导 

角色
游戏 

建构
游戏 

表演
游戏 

智力
游戏 

音乐
游戏 

体育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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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对幼儿游戏的指导策略 

    （一）尊重幼儿游戏的自主性 

    （二）指导以观察为依据 

    （三）确定指导的方式方法 

         1．以自身为媒介 

         2．以材料为媒介 

         3．以幼儿伙伴为媒介 

    （四）确定指导的时机 

    （五）把握好指导的对象范围 

    （六）把握好互动的节奏 

    （七）正面评价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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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对幼儿游戏的介入 

   （一）介入的角色定位 

        1．非支持性角色 

        （1）不参与者。（2）导演者。 

        2．支持性角色 

        （1）旁观者。 

        （2）舞台管理者。 

        （3）共同参与者。 

        （4）游戏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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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介入的时机 

     1．当幼儿游戏出现困难时介入 

     2．当必要的游戏秩序受到威胁时介入 

     3．当幼儿对游戏失去兴趣或准备放弃时介入 

     4．在游戏内容发展或技能方面发生困难时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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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入的方式 

    幼儿介入的方式可分为外部干预和内部干预。 

    外部干预是指成人并不直接参与游戏，而是以一个外在的角色，

引导、说明、建议、鼓励游戏中幼儿的行为。 

    内部干预是指成人以游戏中的角色身份参与幼儿的游戏，以游戏

情节需要的角色动作和语言来引导幼儿的游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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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介入的注意点 

     1．分层次指导 

     2．慎扮“现实代言人”角色 

     3．及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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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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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2012年上半年材料】 

    小班幼儿在角色游戏区活动中，文文在邮局里无所事事，摆弄一个称

重器。在此之前，孩子们没有“邮局”这个角色游戏的经验。教师看到这

种情况，拿了一个盒子走过去，对文文说：“我想把这个寄到超市去（旁

边有超市游戏区），你能帮我称一下吗？”文文马上接过盒子，放在称重

器上，看了一下，说：“100克！”教师问：“多少钱？”“10块钱。”教

师假装付了钱，文文立刻把盒子送到了隔壁的超市。接着，有几个小朋友

也学着教师的样子将一些东西寄到旁边的医院、美容院、娃娃家，邮局变

得热闹起来。 

    问题：请分析在这个案例中，教师是如何干预幼儿游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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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2011年下半年材料】 
    大班的洋洋想玩“开奖”游戏，他画了很多奖券，还大声叫嚷：“快
来摸奖呀！特等奖自行车一辆！” 
    童童在洋洋那里摸到了特等奖，洋洋推给她一把小椅子，告诉她：“
给你，自行车！”童童高兴地骑上去。 
    强强也来了，也在洋洋那里摸到了特等奖，洋洋还是推给他一把椅子
，强强也很高兴地骑上去，两脚模仿着踩踏板的动作，蹬个不停。 
    老师也来了，洋洋高兴地让老师摸奖，结果老师也摸到一个特等奖。
洋洋迫不及待地把一把椅子推给老师，还说道：“恭喜恭喜，你摸到一辆
自行车！”可是，老师却说：“你这自行车一点也不像，怎么没有轮子呀
，应该给它装上轮子！”洋洋低头看看自己的“自行车”，愣住了。在接
下来的时间里，洋洋忙着按老师说的给他的“自行车”装上轮子，开奖活
动不得不停了下来„„ 
    问题：（1）老师对洋洋游戏的干预合适吗？（2分） 
 （2）请对洋洋的游戏方式和老师的干预方式作出分析和判断。（1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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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类游戏的指导 
 

角色游戏 

建构游戏 

表演游戏 
智力游戏 
音乐游戏 
体育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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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色游戏的指导 
 游戏
类型 

小班 中班 大班 

角色
游戏 

幼儿处于独自游戏、平
行游戏的高峰时期；对
模仿成人的动作或玩具
感兴趣，角色意识差；
游戏的主要内容是重复
操作、摆弄玩具；游戏
主题单一、情节简单；
幼儿之间相互交往少，
主要是与玩具发生作用 

中班幼儿游戏内容、情节
比小班幼儿丰富；处于联
合游戏阶段，想尝试所有
的游戏主题；有了与别人
交往的愿望，但还不具备
交往的技能，常常与同伴
发生纠纷。中班幼儿在游
戏中有较强的角色意识，
表现出游戏情节丰富，但
游戏主题不稳定，在游戏
中频繁换场的现象 

大班幼儿游戏经验相当丰
富，在游戏中能主动反映
多种多样的生活经验；游
戏主题新颖，内容丰富，
能反映较为复杂的人际关
系；游戏处于合作游戏阶
段，喜欢与同伴一起游戏，
能按自己的愿望主动选择
并有计划地游戏；在游戏
中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增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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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导原则 

    ①主体性原则 

    在角色游戏活动中，教师应该尊重幼儿个体，允许幼儿自由选择游

戏及游戏中的角色。 

    ②个性化原则 

    个性化原则是指教师要尊重幼儿的个性特点，游戏指导时体现层次

性，满足幼儿的发展需要。 

    ③开放、随机性原则 

    开放、随机性原则是指教师应密切注意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

把握好时机介入给予幼儿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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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角色游戏的指导环节与要点 

    ①角色游戏前指导 

    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二是要给角色游

戏预留足够的时间。 

    ②角色游戏过程中的现场指导 

    ③角色游戏结束环节的指导 

3．指导（可依据小、中、大班的特点进行指导，详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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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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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简述角色游戏活动中教师的观察要点及其目的。【2015年上
半年简答】 
 
    2.材料：【2016年上半年材料】 
    角色游戏中，大二班在教师里开展理发店的主题游戏，教师为
了提升幼儿的游戏水平，主动为幼儿制作了理发店的价目表。 
    问题：请结合你对角色游戏的理解，分析教师提供价目表这一
做法是否适宜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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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构游戏的指导 
 游戏

类型 
小班 中班 大班 

建构

游戏 

在建构游戏中，材

料选用盲目而简单；

建构技能简单，不

断重复；无主题建

构计划，在教师的

指导和示范下才能

初步完成作品 

中班幼儿能按建构物

体的特性一类选择材

料；建构技能以“架

空”为主；与同伴交

流，坚持性增强；有

建构主题，易变化；

能独立地整理玩具 

大班幼儿建构的目

的性、计划性和持

久性增强；能合作

选取丰富多样的材

料；建构技能日趋

成熟；能根据游戏

情景需要，不断产

生新的建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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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幼儿提供建构游戏的基本准备 

    ①引导幼儿认识建构材料，丰富幼儿相关经验 

     ②教会幼儿构造的基本技能，培养他们的独立构造能力 

     ③提供丰富的建构和进行建构游戏的场所 

     ④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 

2.指导（可依据小、中、大班的特点进行指导，详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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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类型 
小班 中班 大班 

表演

游戏 

小班幼儿

对自己才

刚刚认识，

还不能进

行角色游

戏 

中班幼儿能够独立进

行角色分配但是进入

游戏过程比较慢；嬉

戏性强，目的性弱；

游戏以一般性表现为

主，以动作为主要表

现手段 

能独立完成角色分配任务，

有很强的角色更换意识；有

一定表演意识，但尚待提高；

具备一定表演技巧，能灵活

运用多种表现手段，目的性、

计划性较强，能自觉表现故

事内容 

（三）表演游戏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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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演游戏的指导原则： 

     游戏性先于表演性，要确保所组织的活动是“游戏”而不是单

纯的表演。游戏性与表演性应当很好地融合、交织在一起。 

 

2.指导（可依据小、中、大班的特点进行指导，详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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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
类型 

小班 中班 大班 

智力
游戏 

小班幼儿容易理解和完
成比较简单的智力游戏。
游戏方法明确具体；游
戏规则要求低，通常只
有一个规则；游戏趣味
性大于实际操作性，启
发性大于知识性；游戏
注重幼儿的兴趣及参与
意识的培养，激发幼儿
学习知识的愿望 

中班幼儿能完成一定
难度的智力游戏。游
戏任务知识性大于娱
乐性，注重趣味性及
幼儿实际操作能力的
培养；游戏方法复杂
多样；游戏规则带有
更多控制性，要求相
对提高 

大班幼儿能完成综合
性较高的智力游戏。
游戏知识性大于娱乐
性，创造性增强；游
戏任务较为复杂；游
戏方法多且难度较大；
游戏规则可以改变，
幼儿可以在活动中通
过协商制定新的规则 

（四）智力游戏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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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力游戏的组织与指导原则有： 

    选择和编制合适的智力游戏； 

    帮助幼儿构建规则意识； 

    培养幼儿的游戏策略意识，而不是教给幼儿游戏的策略。 

2.指导（可依据小、中、大班的特点进行指导，详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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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音乐游戏的指导 

    1.音乐游戏的指导原则分为“漫不经心的娱乐”原则和”幼儿

主体、教师指导”原则。 

    2.音乐游戏的指导内容 

    ①自娱性音乐游戏的指导 

    ②教学性音乐游戏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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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体育游戏的指导 

 1．幼儿体育游戏的指导原则 

    ①经常化原则 

    ②适量的运动负荷原则 

    ③多样化原则 

    ④全面发展原则 

 2．幼儿体育游戏常用指导方法： 

    讲解法、示范法、练习法（重复练习法、条件练习法、完整练

习法、分解练习法、循环练习法）、语言提示和具体帮助法、游戏

法（比赛法、领做法、信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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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