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下优师教育教师资格（笔试）培训 

中学  教育知识与能力 

主讲：孟画诗 



一．政策解读 

二．考试介绍 

三．试卷分析 

四．备考建议 

考情分析 



一、政策解读 

1. 一年考两次，分别是3月和11月（笔试），5月和次

年1月（面试）。 

2. 笔试单科成绩有效期是2年，笔试各科成绩合格并在

有效期内，方可参加面试报名。  

3. 北京地区15年9月入学的师范生，毕业时必须参加教

师资格统考才能获得教师证。 



二、考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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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证流程 
2. 科目与级别 
3. 报考条件 
4. 笔试流程 
5. 考试科目 
6. 考试内容 
 

7. 考试难度 
8.考试时间 
9.卷面分和报告分 
10.三个有效期  

快速熟悉取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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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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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证流程 

笔试 面试 ①考试合格证 

②普通话证 

③体检表 

④毕业证 

⑤身份证 

⑥思想品德鉴定表 

⑦认定申请表 

教
师
资
格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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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证难度如何 

普通话证在哪考？ 

普通话证何时考？ 

非常容易 

尽快考，抽空考 

普通话证何时用？ 笔试面试都通过后，申请认定教师证时候需要！ 

全北京各普通话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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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级别 报考科目（红色字体是不考笔试科目三） 备注 

幼儿园 不分科目 

小学 
语数外、体音美、社会、科学、信息技术、小学全科、

心理健康等 
11科 

初中 
语数英、体音美、理化生、政史地、信息技术、历史

与社会、科学、日语、俄语、心理健康 
18科 

高中 
（中职文化课） 

语数英、体音美、理化生、政史地、信息技术、通用
技术、日语、俄语、心理健康 

17科 

中职等 
（中职专业课） 

舞蹈、空调、烹饪、焊接、礼仪、插花等 300多科 

2. 级别和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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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考条件（北京） 

① 大专大三可参加考试。 

② 本科大三及以上方可参加考试。 

③ 研究生博士均可参加考试。  

（1）学历要求（实际上北京大一大二都可以考）  

（2）户籍条件：（实际上都不在北京的，笔试可以在京考）  
 档案或者户口必须有一个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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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名称 具体内容 备注 

第一步 网上报名 登录教师资格考试网站 www.ntce.cn  
报名时间:下半年9月6日至9日； 此网站务必保存 

第二步 填写信息 注册及填报个人信息，上传个人照片并报名考试 尽量尽早网上报名 

第三步 网上审核 网上审核资格：下半年9月7-10日 审核通过方可网上缴
费 

第四步 网上缴费 审核通过后统一网上支付考试费，截止到9月16日 一经缴费成功，考生
报考信息将无法更改 

第五步  打印准考证  网上打印准考证（考前一周）10月31-11月5日 考前一周打印准考证 

第六步 笔试考试 参加考试（下半年：11月5日） 一天考完，纸笔考试 

第七步 成绩查询 成绩查询（下半年12月13日） 2016年12月13日后查
询成绩 

4、考试流程（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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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试科目 

类别 
笔试科目 

面试 
科目一 科目二 科目三 

幼儿园 综合素质 保教知识与能力 无 教育教学
实践能力 

小学 综合素质 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 无 教育教学
实践能力 

初级中学 

综合素质 教育知识与能力 

学科知识与教学 
能力（初中） 

教育教学
实践能力 

高级中学 学科知识与教学 
能力（高中） 

教育教学
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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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试内容 

考试科目 学科名称 学科内容 

科目一 综合素质 1、教育学常识；2、基本素养；3、写作能力  

科目二 
教育（教学） 

知识与能力 
1、教育学知识；2、心理学知识 
3、语数外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仅限小学）  

科目三 

（中学才有） 

学科知识 

与教学能力 
1、学科知识；2、课程标准；3、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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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考试时间 

类别/时间 
上半年3月12日/下半年11月5日 

上午 9：00-11：00 下午 13：00-15：00 下午 16：00-18：00 

幼儿园 综合素质 保教知识与能力 无 

小学 综合素质 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 无 

初级中学 
综合素质 教育知识与能力 

学科知识与 
教学能力（初中） 

高级中学 学科知识与 
教学能力（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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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级别 

考试 
科目 

考试 
形式 

报名 
时间 

考试 
时间 通过率 备注 

幼儿 
小学 
中学 

普通话 读说 一月一次 一月一次 95% 容易通过 

科目一 纸笔 

1月或9月 3月或11月 27%- 一年两次 
科目二 纸笔 

科目三 
（中学才有） 纸笔 

面试 试讲 4月或12月初 5月或12月 >50% 
笔试都合
格后，才
能参加 

8. 考试难度 



9.  三个有效期或年限 

1、笔试单科成绩有效期是2年 

2、考试合格证有效期是3年 

3、教师资格证5年一审 



1、笔试单科成绩有效期是2年 



2、考试合格证有效期是3年 



3、教师资格证5年一审 



10.  卷面分和报告分 

1、单科卷面满分是150分； 

2、最终成绩是将原始分和名次分权重相加生成最终

的报告分！ 

3、报告分合格线70分  

4、平时训练可以把90分作为参考合格线！ 



三、试卷分析 
 

     （中学、教育知识与能力） 



（一）试卷分析（按框架） 

1. 教育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 
2. 中学课程 
3. 中学教学 
4. 中学生学习心理 
5. 中学生发展心理 
6. 中学生心理辅导 
7. 中学德育 
8. 中学班级管理与教师心理 

原大纲考试内容：八大模块 



 调整后内容：六大模块 

科目二 

教育学 

（1）宏观 教育学 

（2）中观 教育学 

（3）微观 教育学 

心理学 

（4）学习心理 

（5）发展心理 

（6）心理健康 



教育学 

宏观教育原理（1） 
教育与教育学  

教育的基本规律  

中观教育系统（2） 

教育制度  

教育目的  

中学课程  

微观教育实践（3） 

中学教学  

中学德育  

班级管理与教师心理健康  



心理学 

学习心理（4） 

认知过程 

学习动机 

学习迁移 

学习策略 

学习理论 

发展心理（5） 

身心发展 

认知发展 

情绪发展 

人格发展 
心理辅导（6） 



 模块 单选 辨析 简答 材料 分值 

（1）宏观教育原理 4.0 0.4 0.1 0.1 14.0  

（2）中观教育系统 2.6 0.6 0.8 0.0 18.0  

（3）微观教育实践 6.3 0.8 1.7 0.4 43.2  

（4）学习心理 3.4 0.9 0.9 0.6 33.8  

（5）发展心理 2.6 0.0 0.4 0.3 14.6  

（6）心理辅导 1.3 0.0 0.0 0.1 4.4  

《每套试卷中，各知识点不同题型的出题平均数及分值》 

（二）试卷分析（按模块）  



（三）试卷分析（按题型） 

教育知识与能力科目：考试时间：120分钟,满分150分 

  

 
数目 分值 总计 比例 重点分布 

选择 21 2 42分 28.00% 第一、三模块 

辨析 4 8 32分 21.33% 第二、三、四模块 

简答 4 10 40分 26.67% 第二、三、四模块 

材料分析 2 18 36分 24.00% 第三、四模块 



四、备考建议 



改革后《教育知识与能力》真题特点： 

  
1. 国家只有大纲和考试标准，没有指定教材，市面上没有

一本教材100%覆盖真题，所以只能称作参考教材。 

2. 统考后，考题更加灵活，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运用 

3. 每年考试后国家不公布考题，市面上真题均为回忆版，

尤其是2013年之前真题版本很多，个别版本之间差别不

小。 



三个复习关键点： 

1、框架记忆 

2、历年真题规律 

3、理解记忆 



第一模块 
  

教育学（宏观部分） 
 

教师资格考试培训精品课程系列 



教育学 

（宏观） 

教育与教育学 

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 

教育的基本规律 

教育与社会发展 

教育与人的发展 

一、结构框架 



二、大纲解读 

【了解】 

①了解国内外著名教育家的代表著作及主要教育思想； 

②了解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观察法、调查法、历史法、实验法和行

动研究法等； 

③了解青春期生理的变化，包括中学生的身体外形、体内机能、脑的发育、

性的发育和成熟； 

④了解教育的起源，基本形态及其历史发展脉络。  

【理解】 

①理解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 

②理解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基本关系； 

【掌握】 

①掌握教育的含义及构成要素； 



第一章 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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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年份 涵义 属性 教育起源 教育发展 教学研究 

2017年上半年 

2016年下半年 √（选择） √（选择） √（选择） 
2016年上半年 √（选择） 

2015年下半年   √（选择）       

2015年上半年   √（选择）   √（选择）   

2014年下半年   √（选择）       

2014年上半年   √（选择）       

2013年下半年           

2013年上半年 √（辨析）         

2012年下半年         √（选择） 

2012年上半年     √（辨析） √（选择） √（选择） 

真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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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的含义： 

    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增进人的知识和技

能、发展人的智力和体力、影响人的思想和品德的社会

活动。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狭义的教育：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

（或阶级）的要求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有目的

、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促使

他们朝着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的活动。 

  

 

 

 第一章  教育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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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构成要素 

        教育是一个系统的活动过程，它包括教

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三个基本要素。 

        教育影响是教育活动内容、教育方法

和教育手段极其联系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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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基本形态 

  1．家庭教育 

  2．学校教育 

  3．社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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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的属性 

   （一）教育的本质属性  

    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 

   （二）教育的社会属性 

    1．教育的永恒性 

    2．教育的历史性 

    3．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这种相对独立性具体表现在：教育具有自身的继承关系；教育

要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此外，教育还具有长期性、生产性、民族性等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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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分类 代表人物 基本观点 评价 

神话
起源说 

各类宗教 
都是由人格化的神（上帝

或天）创造的，教育的目
的就是体现神或天的意志 

错误的，是非科学的，主
要是受到当时人类社会起
源问题上认识水平的局限 

生物 
起源说 

法国的利托尔洛
与英国沛·西能 

教育是一种生物现象，不是
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 

将动物本能与人类教育进行
类比，忽视了人类教育活动
的社会性和目的性 

心理 
起源说 

美国的孟禄 
教育起源于儿童对成年人的
一种无意识模仿 

归于无意识状态下产生的模
仿行为，忽视了教育的有意
识性和社会性 

劳动 
起源说 

马克思主义的教
育学者 

动物没有教育，只有人类有
教育，教育起源于人类生产
劳动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的指导下形成的正确理论 

三、教育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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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育的历史发展 

教育历史划分的三种尺度：生产力尺度；生产关系尺度；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尺度。 

教
育
的
发
展 

原始教育形态  

1.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 

2.无阶级性、平等性； 

3.内容简单；手段和方法单一 

古代学校教育 

1.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2.阶级性和等级性； 

3.教育内容偏向于人文，教学方法偏向于自学、
对辩和死记硬背 

现代学校教育 
生产性；科学性；世俗性； 国际性；终身性；革
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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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校教育：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 

 

1.奴隶社会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  

  我国：是历史上最早出现学校教育的国家。夏朝“庠、
序、校”。 “学在官府、  政教合一”，教育内容：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欧洲：斯巴达教育（军事体育训练，培养军人武士）和

雅典教育（重视培养多方面发展的人才，培养奴隶主后
代适应阶级斗争） 

 

2.封建社会教育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等级性 

   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教育内容

是：四书五经。五经：诗、书、礼、易、（乐）、春秋。
四书：孟子、大学、论语、中庸。  

   欧洲：两种手段-----教会教育和骑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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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校教育 
 
两种国家形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校教育。 
              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上有根本区别 
              共同点是同属现代教育 
 
两种历史形态：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 
              （按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分） 
 
工业社会：工业化、民主化、制度化、专门化 
知识社会：信息化、国际化、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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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即教育科学研究，是通过各

种科学方法，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及其

客观规律的活动。它是教育学科自身发

展的基本途径。 

五、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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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 

分类 定义 

观察法 
是研究者依据一定的目的和计划，在自然条件下，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连

续的观察，并做出准确、具体和详尽的记录，从而获取经验事实的研究方法 

调查法 
是研究者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有目的、有计划地搜集研究对象的有关资

料，对取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从而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寻求
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的研究方法 

历史法 是通过考察事物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从而揭示其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 

实验法 
是研究者按照研究目的，合理地控制或创设一定的条件，人为地影响研究对

象，从而验证假设，探讨条件和教育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 

行动研

究法 

指教师在现实教育教学情境中自主进行反思性探索，并以解决工作情境中特
定的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的研究方法，它强调研究与活动一体化，使教师从
工作过程中学习、思考、尝试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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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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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最根本的区别在于

（    ）。【2015年上半年单选】 

A.是否有目的的培养人 B.是否促进人的发展 

C.是否促进社会发展 D.是否具有组织性和

系统性 

【答案】A。解析：教育的本质是有目的的培养人

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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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社会进步与个
人发展都离不开教育，这表明教育具有（    ）。
【2014年下半年 单选】 
A.永恒性 B.依附性 
C.时代性 D.独立性 
【答案】A。解析：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只要
人类存在教育就存在，这体现了教育的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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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物界也存在教育。【2012上半年 辨析】 
【参考答案】错误。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活动，这是
教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现象的根本特征，教育是人
类所独有的社会现象。动物界所谓的‚教育现象‛

只是动物的一种生存本能，不符合教育的本质，
所以动物界不存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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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始于（    ）。 

【2012年上半年 单选】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答案】B。解析：原始社会没有学校教育，教育的主要

特点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首先排除A。奴隶社会和

封建社会都属于古代社会的教育，都存在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脱离的情况，因为奴隶社会早于封建社会，故选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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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否定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割裂教育的历史传承，把

教育完全做为政治、经济的附庸。这样的观念违背了教育

的哪一特性？（    ）。【2016上半年 单选】 

A．生产性 B．永恒性 

C．相对独立性 D．工具性 

【答案】C。解析：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教育具有自身的继承关系。二是：教育要受

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三是：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发

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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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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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年份 教育学研究对象和内容 教育学家及主要观点 

2017年上半年 √（选择）√（选择） 

2016年下半年   √（选择）√（选择） 

2016年上半年   √（选择） 

2015年下半年   √（选择）√（选择） 

2015年上半年   √（选择）√（选择） 

2014年下半年   √（选择） 

2014年上半年     

2013年下半年   √（选择）√（选择） 

2013年上半年 √（辨析） √（选择） 

2012年下半年   √（选择） 

真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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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学概述 

（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 

（二）教育学与教育科学、教育方针 

    教育学是庞大教育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学科。  

    教育学不等同于教育方针： 

    1、教育学是客观的，是对客观规律的揭示； 

    2、教育方针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体现，是人们根据一定需

要制定的。 

第二章  教育学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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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学的历史发展  

萌芽阶段： 

代表人物 代表作 主要观点 

孔子 《论语》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孟子 《孟子》 持志养气、反求诸己、动心忍性 

先秦儒家 《学记》 
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苏格拉底 产婆术 为探究式教学、发现式教学奠定了基础 

柏拉图 《理想国》 教育理想目标是培养哲学王 

亚里士多
德 

  
灵魂说，实施体、德、智三育;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
国家培养人才，还是为将来美好生活做准备 

昆体良 
《论演说
家的教育》 

班级授课、反对体罚、因材施教； 
雄辩家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不仅仅是有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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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主要观点和思想 

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庶、富、教的观点 

关于教育对象的思想 有教无类 

关于教育目的的思想 培养“士”“君子”，以完善人格为目的 

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 文行忠信 

 
关于教育原则和方法

的思想 

因材施教的原则 夫子教人各因其材 

启发诱导的原则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学思结合的方法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谦虚笃实的方法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关于道德修养的思想 

立志有恒 三军可以多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自省自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身体力行 
敏于事而慎于言、纳于言而敏于行，言必行，行必
果 

改过迁善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勿惮改 

关于教师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教育学萌芽阶段--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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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记》的主要内容、思想 

学术地位 
我国古代教育文献中最早的、体系比较完整的教育著作，世
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著作 

教育的作用 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教育制度和
学校管理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教学原则 

教学相长原则 教与学是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预时孙摩原则 
包含了预防性、及时性、循序渐进、集体教育
原则 

课内外结合原则 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 

长善救失原则 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 

启发诱导原则 
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
弗达 

教师论 师严道尊 

教育学萌芽阶段--《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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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形态阶段： 

代表人物 代表作 主要观点 

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 
①‚教育学之父‛；②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③第一次提出班级
授课制、统一学制和学年制等；④‚泛智教育‛；⑤《大教学论》
是教育学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 

洛克 《教育漫话》 ①‚白板说‛；②绅士教育的内容 

卢梭 《爱弥尔》 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然人而不是培养公民 

裴斯泰洛
齐 

《林哈德与
葛笃德》 

①要素教育；主张教育过程心理学化；②倡导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③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付诸实
践 

康德   
①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在大学里讲授，最早始于康德；②‚人是
唯一需要教育的动物‛；③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充分发展人的自
然禀赋，使人人都成自身，成为本来的自我，都得到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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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巴特 《普通教育学》 

①科学教育学之父②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学应该以心理学为基础

③传统教育学派代表人物④强调教师中心、书本中心、课堂中心

⑤提出‚教育性教学‛的原则 

杜威 
《民主主义 

与教育》 

①教育即生活、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②教育的目的是使

学生不断的生长下去；③提出儿童中心论；④现代教育学派代表

人物⑤强调儿童中心、活动中心、活动作业中心⑥强调做中学 

斯宾塞 《教育论》 
①近代自然科学教育运动的倡导者 

②提出了‚科学知识最有价值‛观点 

陶行知 
‚人民教育家‛，

创办晓庄学校等 

①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

主张②生活教育理论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 

蔡元培 
  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 

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

童教育主张；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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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阶段 代表人物 代表作 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
义教育学 

杨贤江 《新教育大纲》 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论述教育问题的教育家 

克鲁普斯卡娅 《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 最早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探讨教育问题的教育家 

凯洛夫 《教育学》 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论述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极其重视智育 

马卡连柯 《教育诗篇》、 
《论共产主义教育》 集体主义教育，他提出了平行教育原则 

现代教育
理论的发

展 

赞可夫 《教育与发展》 发展性教学理论 

苏霍姆林斯基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和谐教育理论，人的全面发展和和谐思想  

布鲁纳 《教育过程》  提出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倡导发现式学习 

布鲁姆 《教育目标分类学》 提出了掌握学习理论 

瓦·根舍因 《范例教学原理》 创立了范例教学理论 

皮亚杰 《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  为教育学奠定了心理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其他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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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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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教育史上，提出著名的‚白板说‛和

完整的绅士教育理论的学者是（    ） 

【2015年下半年 单选】 

A．夸美纽斯   B．洛克  

C．裴斯泰洛齐   D．赫尔巴特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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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人类历史上最早专门论述是教育问题的著作

是（    ）【2013、2014年下半年 单选】 

A.《学记》             B.《论语》 

C.《论演说家的教育》 D.《理想国》 

【答案】A。解析：我国战国时期出现的教育文

献《礼记.学记》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专门论述

教育问题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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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美国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派倡导的

三中心是（    ）。【2012年上半年 单选】 

A．儿童、教材、活动 B．教师、活动、经验 

C．儿童、活动、经验 D．教师、经验、教材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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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鲁纳认为，无论我们选择何种学科，都务必使学生理

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依此而建立的课程理论为（    ）。 

【2011下半年 单选】 

A．百科全书式课程理论 B．综合课程理论 

C．实用主义课程理论 D．结构主义课程理论 

【答案】D。解析：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布鲁纳提出以

知识结构为中心的课程理论，也称结构主义课程理论．他

主张教学内容应以各门学科的基本结构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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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确提出‚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的教育家

（    ）【2012上半年 单选】 

A．夸美纽斯 B．赫尔巴特 

C．杜威 D．赞可夫 

答案：B。解析：赫尔巴特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

次明确提出‚教育性教学‛的思想。他明确指

出，‚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这个概念，

正如反过来，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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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斱教育史上，提出“泛智教育和普及初等教育的主张，并

对班级授课制做出系统阐述的著作是”（    ）。 

7. 【2016下半年 单选】 

A.柏拉图的《理想国》        B.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教育》 

C.夸美纽斯著有《大教学论》    D.赫尔巴特的《教育学》 

【答案】C。解析：十七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了泛智

教育思想，主张把一切知识教授给一切人，教育要适应自然，提

出了统一的学制系统以及新颖的教学原则、教学斱法。夸美纽斯

的泛智教育思想是以“泛智论”和“教育适应自然”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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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教育史上，重视实科教育，主张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强调教育为完满生活做准备的教育家是（    ） 
【2017年上半年 单选】 
 
A.夸美纽斯 B.赫尔巴特 
C.斯宾塞 D.杜威 
 
【答案】C。 解析：斯宾塞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教育理
论家，其代表作是《教育论》，其教育观点包括以下几
点：1.教育目的是为未来‚完美生活‛做准备的，因此，
他明确要求必须交给学生有价值的知识，2.主张用实践
的方法研究知识的价值，强调实用学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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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育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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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
社会发

展 

教育与生产力关系 
 生产力对教育作用 

教育对生产力的作用 

教育与政治经济制度关系 

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的制约 

教育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 

教育与精神文化关系 

教育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学生文化和学校文化 

教育与人口的关系 

人口对教育的影响 

教育对人口的影响 

框架结构 



疯狂30天，圆你一个教师梦！         优师教育，版权所有                                 

知识点 
年份 功能 人口 社会生产力 政治经济 

制度 精神文化 相对独立性 

2017年上半年 √（简答） 

2016年下半年    √（选择）     

2015年下半年 √（选择）       √（简答）   

2015年上半年 √（选择）           

2014年下半年     √（选择）   √（选择）   

2014年上半年       √（选择）     

2013年下半年 √（选择）         √（辨析） 

2013年上半年             

2012年下半年       √（辨析）     

2012年上半年             

真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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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的功能 
    含义：是教育活动和系统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
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和作用。 
 
    分类： 

（一）筛选功能与协调功能 

（二）个体发展功能和社会发展功能 

    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指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和
作用。  
    教育的社会功能指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现代教育的社会功能包括：人口功能、经济功能、政
治功能、文化功能、科技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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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对教育的制约和影响 

1．人口数量影响教育的规模 

2．人口质量影响教育质量 

3．人口结构影响教育结构 

4．人口流动对教育提出挑战 

（二）教育对人口再生产的作用 

1．教育是使人口结构趋向合理化的手段之一 

2．教育改善人口质量，提高民族素质 

 

二、教育与人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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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与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 

（一）生产力对教育具有制约作用 

1．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影响着教育目的的确定 

2．生产力水平决定教育的规模和速度 

3．生产力水平制约着人才规格和教育结构 

4．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

教学组织形式 

（二）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1．教育再生产 劳动力 

2．教育再生产 科学知识 

3．教育再生产 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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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 

（一）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1．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着教育的性质和目的 

2．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教育事业的领导权 

3．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着受教育的权利 

4．政治经济制度影响部分教育内容 

（二）教育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作用 

1．教育促进人的政治社会化 

2．教育培养专门的政治人才 

3. 教育是一种影响政治经济的舆论力量 

4．教育促进现代政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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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与精神文化的相互关系 
 
（一）文化对教育的影响 
1.文化影响教育的价值取向 
2.文化影响教育目的的确立 
3.文化影响教育内容的选择 
4.文化影响教育教学方法的使用 
  
（二）教育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1．教育具有传递一保存文化的功能 
2．教育具有传播一交流文化的功能 
3．教育具有选择一提升文化的功能 
4．教育具有创造一更新文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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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 

       

        教育可能落后或超前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 

        教育对新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或催生作用。 

 

（二）教育发展具有自身的继承关系 

 

        教育具有自身的继承关系，即具有对民族教育传统的历史  

        继承性，教育所继承的一切，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教育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三）教育要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六、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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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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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认为，复杂劳动等于加倍的简单劳动，这主要

说明教育具有哪些功能？（    ） 

【2015年下半年 单选】 

A．经济功能   B．政治功能 

C．文化功能   D．人口功能 

【答案】A 解析：复杂劳动之所以等于加倍的简单劳动，

是由于教育和训练的结果。教育之所以能促进经济增长，

带来社会经济效益，其直接的原因就在于教育可以生产

和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可以把简单劳动变为复杂劳

动，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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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影响教育的诸多因素中，制约教育发展规模和速

度的根本因素是（    ）。【2014年下半年 单选】 

A.人口分布 B.生产关系 

C.政治制度 D.生产力水平 

答案：D。解析：办教育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物

质条件，教育发展的规模如何，速度多快，取决于生产

力的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力发展对教育事业所

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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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说来，制约教育发展规模、速度和教育结

构的根本性因素是（    ）。  

【2016年下半年 单选】 

A.生产力发展水平 B.政治经济制度 

C.人口数量和质量 D.社会意识形态 

答案：A。解析：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教育的发展规

模和速度，决定教育的结构和人才培养的规格，促进

教学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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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可以改变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方向。 

【2012下半年 辨析】 

【参考答案】该说法错误。 

教育对政治经济制度不起决定作用。教育对社会政治经

济制度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但它不能起决定作用。因

为教育不能决定社会政治发展的方向，更不能成为政治

经济发展的动力，它只能在政治经济制度允许范围内发

挥作用。因此，该说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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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简述教育的文化功能。 

【2015年下半年 简答】 

6.教育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受社会发展

的制约【2017年上半年 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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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育与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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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 

人的发展 

提出问题 人身心发展概述 

分析问题 

人身心发展动力观 

影响身心发展的因素 

解决问题 如何发挥学校教育在人发展中的作用 

章节框架 



疯狂30天，圆你一个教师梦！         优师教育，版权所有                                 

知识点 

年份 
身心发展概述 身心动力观 影响身心发展因素 学校教育作用 

2017年上半年 √（选择） 

2016年下半年      √（辨析）   

2016年上半年     √（选择） √（简答） 

2015年下半年         

2015年上半年     √（选择）   

2014年下半年 √（选择）       

2014年上半年     √（材料分析）   

2013年下半年         

2013年上半年   √（辨析） √（辨析） √（选择） 

2012年下半年     √（选择）   

真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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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发展概述 
（一）人的发展的概念 
       是指个体随时间和年龄的递增身心方面发生的积极
变化，包括生理与心理两方面的发展。 
 
1．生理的发展 
     个体生理的发展包括肌体的发育和体质的增强两部分。     
2．心理的发展 
     心理的发展包括认知和意向两方面的发展。认知的发
展指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方面的发展；意向的发展指
需要、兴趣、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发展。 
 
（二）青春期生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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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 

基本特征 含义 对教育的要求 举例 

顺序性 
人的身心发展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

程，具有顺序性特征 

遵循这种顺序性，循序渐进地

促进人的发展  

拔苗助长、陵节而施

的例子 

阶段性 
年轻一代在不同年龄阶段具有不同
的身心发展特点 

对不同阶段的学生要区别对待，

不能搞“一刀切” 
“一刀切” 

不平衡性 

同一方面不同年龄阶段中的发展是

不平衡的；不同方面在不同发展时

期是不平衡的 

人的不同素质都有其发展的关

键期和最佳期 

4-5岁是进行绘画、

音乐教育的最佳时期 

互补性 
身体技能的互补,心理和生理技能

的互补 

生理或心理有障碍的同学在其

他方面得到补偿性发展 

张海迪，斯蒂芬霍金，

长善救失 

个别差异性 
个体在遗传、环境、教育等方面的

不同，其身心发展表现出差异 

教育要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

个别差异 
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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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因素及其作用 

动力观 主要观点 代表人物 

内发论 
（遗传决定论） 

人的发展动力源自人自身的内在需要，身心发展的
顺序也是由机体的成熟机制决定的 

孟子、弗洛伊德、
威尔逊、格赛尔、

霍尔 

外铄论 
（环境决定论） 

人的发展主要源自外在的要求，环境的影响、教育
的作用是人的发展的动力 

华生、荀子 
洛克 

多因素相互作
用论 

人的发展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遗传素质是物
质前提，社会环境是外部条件，良好道德教育是重
要条件，个人主观能动性是内因 

  

（一）人的身心发展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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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因素  

1．遗传素质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1）遗传素质的概念 

    遗传素质，也叫遗传，为人的身心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可能性。 

    （2）遗传素质的作用 

①遗传素质是人的身心发展的前提，为人的身心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②遗传素质的成熟程度制约着人的身心发展水平及阶段。 

③遗传素质的差异性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个性差异。 

④遗传素质不能决定人的最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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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含义： 

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部分。教育学中所说的环境通常指

社会环境。 

作用： 

1、环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社会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外部现实

条件，对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都说明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影

响。 

2、环境对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环境不能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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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体主观能动性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1）主观能动性的概念 

        它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能动作用。主观

能动性是人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人发展的内因，而环境与教

育是人的发展的外因。 

    （2）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①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的身心发展的动力。  

②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    

 ③主观能动性在人的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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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 

主导作用 

有明确的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和系统性 

有专业教师来施教 

基础教育是人身心发展关键年龄阶段的教育 

促进作用 

加速人的发展 

发掘人的潜力 

提升人的价值 

健全人的个性 

 四、学校教育在人发展中的起着主导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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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发挥主导和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 

① 要遵循人的发展规律  

② 要正确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尤其是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③ 要正确处理教育与遗传素质、环境因素的关系，发挥各自的作用 

2．“教育万能论” 

        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人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和人的多

方面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如果没有遗传为之提供相应生理前提，没有

环境的积极配合，没有社会发展作为物质基础，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

的调动，教育要发挥它的主导与促进作用也是不可能的。 

 教育发挥主导和促进作用的条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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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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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一（2）班班主任王老师在班主任教育教学过程中，

从来不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因为他深刻的认识到人的

身心发展具有（    ）【2014年下半年 单选】 

A.阶段性 B.连续性 C.差异性 D.顺序性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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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生而知之‛等反映了影响

人的发展因素的哪一理论（    ）。【2015年上半年单选】 

A.环境决定论 B.遗传决定论 

C.教育万能论 D.儿童学理论 

【答案】B。解析：第一句话的意思是上层统治阶级的智

慧和下层普通民众的愚蠢是不可改变的；第二句的意思是

人生下来就知道或者是天生就会，以此，很容易判断属于

遗传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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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童身心发展存在高速发展期，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发展特

别迅速而在其他阶段相对平稳。这一现象体现了儿童身心发展

的哪一特性? 【2017年上半年单选】 

A.顺序性 B.阶段性 

C.个别差异性 D.不平衡性 

 

【答案】D。解析：人的发展的不均衡性是指同一方面的的发

展速度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是均衡的，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

的发展速度。题目中儿童某一方面的发展特别迅速而在其他阶

段相对平衡，体现的正是发展的不平衡性。 



疯狂30天，圆你一个教师梦！         优师教育，版权所有                                 

4.遗传素质决定能力发展的水平。 

【2013上半年 辨析】 

【参考答案】（1）这种说法是错误的。（2）能力的

发展受遗传、环境、学校教育和个人主观能动性四个

方面的影响，遗传只是为个人能力的发展提供了生理

前提和物质基础。 

（3）因此，这句话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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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什么教育对人的发展起主导作用？ 
【2016上半年 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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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宏观） 

教育与教育学 

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 

教育的基本规律 

教育与社会发展 

教育与人的发展 

第一模块  教育学（宏观部分）知识框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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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宏观部分）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