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题解析 



题型分值 

题型 题量 分值 

单选题 10 10×3=30分 

简答题 2 2×15=30分 

论述题 1 1×20=20分 

材料分析题 2 2×20=40分 

活动设计题 1 1×30=30分 



题型分布 

核心考点 高频题型 

学前儿童发展 
选择题、简答题、 

材料分析题、论述题 

学前教育原理 选择题、简答题 

教育指导 材料分析题、论述题、活动设计题 

教育评价 选择题 



真题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如果母亲能一贯具有敏感、接纳、合作、易接近
等特征,其婴儿而容易形成的依恋型是(   ) 
A.回避型依恋 
B.安全型依恋 
C.反抗型依恋 
D.紊乱型依恋 

考点：儿童心理发展—依恋类型 
解析：安全型依恋是积极的依恋，一贯的敏感、接
纳、合作等态度，有助于亲子间建立安全型依恋。 
【参考答案】B 
 



1.简述移情对儿童亲社会性行为的发展的影响。 

二、简答题 

 
【真题解析】 
考点：儿童心理发展—社会性发展 
解析：社会性行为分为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性行为，
其中，亲社会性行为的核心是移情。移情对儿童亲
社会性行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1.简述移情对儿童亲社会性行为的发展的影响。 

二、简答题 

【参考答案】 
（1）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形成是在移情的基础上，
产生情感反应，进而产生安慰、援助等亲社会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情是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基础。 
移情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移情可以使
幼儿摆脱自我中心,，产生利他思想，从而导致亲
社会行为；二是移情引起儿童的移情共鸣，产生同
情心和羞愧感。所以,移情是导致亲社会行为根本
的、内在因素。 



1.简述移情对儿童亲社会性行为的发展的影响。 

二、简答题 

【参考答案】 
（2）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提高，儿童在社会生活
和交注中对于他们需要帮助的线索的识別能力越来
越 强，而且移情能力也逐渐增加，能够开始换位
思考和体验别人的情绪、情感体察别人有需要帮助
的需要，这些能力促使儿童在生活和交注中能够更
多地表现出助人、 分享及其他亲社会行为。 
 



1.什么是幼儿园环境? 为什么幼儿园教育中要强
调创设良好的幼儿园环境? 请联系实际说明。 

三、论述题 

 
【真题解析】 
考点：幼儿园环境创设—环境创设 
解析：《幼儿园工作规程》要求：“幼儿园应当将
环境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 
答题应符合题意要求---联系实际说明。 



1.什么是幼儿园环境? 为什么幼儿园教育中要强
调创设良好的幼儿园环境? 请联系实际说明。 

三、论述题 

【参考答案】幼儿环境从广义上说，幼儿园环境包括幼
儿园共同实施数育作用的家庭、社区等大环境，狭义上
思维幼儿园环境，则是指幼儿园内部的物质环境和精神
环境，如室内外的物质环境，教师与幼儿思维人际关系
等。 
幼儿园教育中,强调创设良好的幼儿园环境是因为： 
1.良好的幼儿园环境能促进幼儿身体健康成长。 
2.良好的幼儿园环境能促进幼儿的认知发展。 
3.良好的幼儿园环境能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4.良好的幼儿园环境能提高幼儿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
将以上四点展开论述，并举生活实例。 



开学不久，小班王老师就发现：李虎小朋友经常说
脏话。虽然老师多次批评; 但他还是经常说，甚至
影响其他孩子也说脏话。 
问题： 
(1) 请分析李虎及其他幼儿说脏话的可能原因。 
(2) 王老师可以采取哪些有效的干预措施? 

四、材料分析题 

 
【真题解析】 
考点：学前儿童发展—儿童发展影响因素； 
      综合考点—教师有效教育儿童的方法 
 
解析：第一问参考“影响因素”类型题目的答题技巧。 
      第二问参考“教师做法”类型题目的答题技巧。 



开学不久，小班王老师就发现：李虎小朋友经常说
脏话。虽然老师多次批评; 但他还是经常说，甚至
影响其他孩子也说脏话。 
问题： 
(1) 请分析李虎及其他幼儿说脏话的可能原因。 
(2) 王老师可以采取哪些有效的干预措施? 

四、材料分析题 

【参考答案】(1)李虎说脏话的原因：①家庭的影响。②
社会媒体的影响。③认知水平的限制。④为了引起老师的
注意。⑤陌生的幼儿园环境与教师不恰当的教育态度。 
(2) ①正面引导班级幼儿②教师重身教、勤言教，营造良
好的环境，不说脏话。③和家长沟通，做好家园共育，发
挥家长的榜样作用，帮助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 



1.请围绕“有用的工具”为大班幼儿园设计主题活
动，应包含三个子活动。 

五、活动设计题 

 
【真题解析】 
考点：教育指导---幼儿园活动设计与指导、主题活
动 
解析：1.幼儿园教育教学可以相对分为“五大领域”。 
      2.活动设计的设计可以参考“活动设计”类型
题目的答题技巧。 
      3.主题活动的概念。 



1.请围绕“有用的工具”为大班幼儿园设计主题活

动，应包含三个子活动。 

要求： 

(1) 写出主题活动的总目标。 

(2) 写出一个子活动的具体活动方案，包含活动的

名称、目标、准备和主要环节。 

(3) 写出另外两个子活动的名称、目标。 

五、活动设计题 



考点详解 



模块一  学前儿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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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婴幼儿发展概述 

婴幼儿发展
的含义及影
响因素 

幼儿身体
发育与动
作发展 

幼儿的身
心发展 

幼儿身心
发展中易
出现的问

题 

儿童发展
理论 



本章历年真题分布 



第一节    

婴幼儿发展的含义及影响因素 

婴幼儿发展的含
义 

婴幼儿发展的影响因
素 



一、婴幼儿发展的含义 

    婴幼儿的发展包括生理发展和心理发展两方面。 

    婴幼儿发展是婴儿发展和幼儿发展的统称，指

个体成长过程中心理和生理两方面有规律的量变和

质变的过程。 

    生理发展是指婴幼儿的生长、发育。 

    心理发展是指婴幼儿认知、意志和个性的发展。 

 



三大发展时期 
发展阶段细分 

年龄段 名称 

婴儿期，也叫
乳儿期 

（0—1岁） 

0—1个月 新生儿期 

1—6个月 婴儿早期 

6—12个月 婴儿晚期 

幼儿早期 
（1—3岁） 

学前期，也叫
幼儿期 

（3—6岁） 

3—4岁 幼儿初期 

4—5岁 幼儿中期 

5—6、7岁 幼儿晚期 



二、婴幼儿发展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客观因素 

遗传因素 

生理成熟 

环境和教育因素 

主观因素 

本身内部因素 

内部矛盾 



    总之，影响婴幼儿发展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

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 

 遗传和生理成熟→自然物质前提 

 环境和教育→决定条件 

 主观因素→环境和教育相结合，促使其身心发

展的遗传潜能转化为现实，并对幼儿的身心发

展起一定的指导作用和调控作用。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影响人的成长的重

要因素是（ ）。【2012年下半年单选】 

     A．环境             B．邻居 

     C．母亲             D．成熟 

  
参考答案： A  



 2．奇奇是这样一个孩子：他胆子小，上课不主

动发言，即便发言，小脸也涨得通红，声音很小，

特别害怕失败与挫折，他也不爱与同伴交往，老

师和小朋友邀请他时，总是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

的……【2013年下半年材料】 

   阅读材料，回答下面的问题： 

  （1）造成奇奇性格胆小的可能因素有哪些？           

  （2）你觉得该怎样帮助奇奇？ 



第二节 幼儿身体 

发育与动作发展 

身体发育的 

特点和规律 

动作发展的 

特点和规律 



规律 含义 

首尾规律 从上至下。先从上部动作开始，然后到下部动作 

近远规律 
由近而远。靠近中央部分（头和躯干，即脊椎）的
动作先发展，然后才发展边缘部分（臂、手、腿）
的动作 

大小规律 
由粗到细。动作可以分为粗大动作和精细动作。儿
童动作的发展，先从粗大动作开始，而后学会比较
精细的动作 

无有规律 
从无意到有意。婴儿最初的动作是无意的，以后越
来越多地受到心理有意的支配 

由整体 
到分化 

由整体到局部。儿童最初的动作是全身性的、笼统
性的、弥漫性的，以后动作逐渐分化、局部化、准
确化和专门化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下列符合儿童动作发展规律的是（ ）。 

【2011年下半年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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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 C  



   2.下列哪一种活动重点不是发展幼儿的精细动作

能力？（   ）【2017年上半年单选】 

A.扣纽扣     B.使用剪刀 

C.双手接球   D.系鞋带 

 

 
 
参考答案： C  



第三节   

幼儿的身心发展 

身体的发展 

婴
儿
期 

幼儿
早期 

幼
儿
期 

心理的发展 

一般
特征 

年龄
特征 

身心发展特点 



一、婴幼儿身体的发展 
 
（一）婴儿期：1、新生儿期(0—1个月) 

 
反射类型 反射特点 

吸吮反射 
奶嘴、手指或其他物体碰到嘴唇，新生儿立即做出吃
奶的动作。这是一种食物性无条件反射，即吃奶的本
能 

眨眼反射 
物体或气流刺激睫毛、眼皮或眼角时，新生儿会做出
眨眼动作。这是一种防御性本能，可以保护眼睛 

怀抱反射 当新生儿被抱起时，他会本能地紧紧贴靠成人 

抓握反射 
物体触及掌心，新生儿立即把它紧紧握住。如果试图
拿走，他会抓得更紧。 



反射 
类型 

反射特点 

巴宾斯

基反射 

物体轻轻地触及新生儿的脚掌时，他本能地竖起大脚趾，

伸开小趾，使五个脚趾变成扇形 

迈步 

反射 

大人扶着新生儿的两腋，把他的脚放在平面上，他会做出

迈步动作，好像两腿协调地交替走路 

游泳 

反射 

让新生儿俯卧在床上，托住他的肚子，他会抬头、伸腿，

做出游泳姿势。如果让他俯伏在水里，他会本能地抬起头，

同时做出协调的游泳动作 

击剑 

反射 

当新生儿仰卧时，把他的头转向一侧，他立即伸出该侧的

手臂和腿，屈起对侧的手臂和腿，做出击剑的姿势 

惊跳 

反射 

突如其来的噪声刺激，新生儿立即把双臂伸直，张开手指，

弓起背，头向后仰，双腿挺直 

蜷缩 

反射 

当新生儿的脚背碰到平面边缘时，他本能地做出像小猫那

样的蜷缩动作 



2、婴儿期（1个月-1岁） 

 

（二）幼儿早期（1-3岁） 

1、体重 

2、头围 

3、牙齿 

4、运动能力 

 

（三）幼儿期（3-6岁） 



重点：身高和体重是幼儿阶段最重要和常用的形态
指标。 



知识点链接： 

幼儿园多久检查一次儿童的身高和体重？ 

幼儿园应当建立幼儿健康检查制度和幼儿健康卡

或档案。每年体检一次，每半年测身高、视力一

次，每季度量体重一次：注意幼儿口腔卫生，保

护幼儿视力。幼儿园对幼儿健康发展状况定期进

行分析、评价，及时向家长反馈结果。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评价幼儿生长发育最重要的指标是（ ）。 

【2015年下半年单选】 

A．体重和头围     B．头围和胸围 

C．身高和胸围     D．身高和体重 

 

 

参考答案： D  



二、婴幼儿心理的发展（一般特征+年龄特征） 

（一）一般特征： 

    1.从简单到复杂 

    2.从具体到抽象 

    3.从被动到主动 

    4.从零乱到成体系 



（二）年龄特征： 

1.婴儿期（0—1岁） 

（1）感知觉及动作的发展 

 

A.视觉和听觉迅速发展 

 

B.手眼协调动作开始发生(4-5个月开始) 

  手眼协调动作，是指眼睛的视线和手的动作能够

相互配合，手的运动和眼球的运动协调一致，也就

是能够抓住所看见的东西。4—5个月的婴儿开始出

现手眼协调的动作。 

      

 



 
      

C.身体动作迅速发展 

 

D.手的动作开始形成 

 

E.主动招人 

（2）言语开始萌芽 

（3）依恋关系发展  

 

6个月之前的婴儿离开亲人困难较少，而1岁时分

离焦虑就相当明显。 

 

 



2.幼儿早期（1—3岁） 

（1）学会直立行走 

（2）开始使用工具 

（3）言语的发生  

  ----2岁左右真正形成言语活动，语言关键期 

（4）思维的发生  

  ----出现最初的概况和推理，如按年龄性别分类 

（5）自我意识开始萌芽  

  ----2岁的第一反抗期 

 



3.幼儿期（3—6岁） 
    
    小班 
 
    中班 
     
    大班                         

幼儿初期3—4岁 

幼儿中期4—5岁 

幼儿晚期5—6岁 



小班（3-4岁）的心理发展特征 

1、情绪影响行为 

情绪不稳定，行为受情绪而非理智支配。 

2、直觉行动思维 

小班幼儿的思维具体、直接，不会做复杂的分析综

合，只能从表面去理解事物，成人要正面教育幼儿，

讲反话会适得其反。 

3、爱模仿 

教师常常是幼儿模仿的对象，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

行。 



中班（4-5岁）的心理发展特征 
1、活泼好动 
中班幼儿处于典型的游戏年龄阶段，是角色游戏的高
峰期。 
2、具体形象思维 
中班幼儿常根据自己的具体生活经验理解成人的语言。 
3、开始接受任务 
开始能够接受严肃的任务，对自己或别人完成任务的
质量开始有了要求。 
4、逐渐有一定的规则性 
懂得玩东西的时候要排队，用完东西后要放回原处。 
5、独立组织游戏活动 
4岁左右是游戏蓬勃发展的时期，中班幼儿能够自己
组织游戏，自己规定主题，与小班幼儿相比，他们会
自己分工、安排角色。 



大班（5-6岁）的心理发展特征 
 
1、学习的兴趣开始提高 

大班幼儿不光问“是什么”，还要问“为什么”。 

2、抽象思维开始萌芽 

大班幼儿的思维仍是具体形象的，但已有了抽象概括的萌芽，

开始掌握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能对熟悉的事物进行简单的分

类，也能初步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 

3、个性出具雏形 

开始形成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开始能够控制自己，做事也不

再“随波逐流”，显得比较有“主见”。 

4、开始掌握认知方法 

大班幼儿出现了有意识地自觉控制和调节自己心理活动的方法。

在认知方面，无论是观察、注意、记忆过程，还是思维和想象

过程，大班幼儿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三、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规律） 

 

1.发展具有顺序性 

2.发展具有连续性 

3.发展具有阶段性 

4.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5.发展具有个别差异性 

6.发展具有互补性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适合幼儿发展的内涵是指（ ）。 

【2013年上半年单选】 

A．追随幼儿的兴趣  B．任其自由发展 

C．跟随幼儿的发展  D．适合幼儿发展规律与特点 

  

参考答案：D 

 



    2.为什么不能把《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作

为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幼儿，请说明理由。

【2015年下半年简答】 

    

 【参考答案】《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强调 ：幼儿的发展

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每

个幼儿在沿着相似进程发展的过程中，各自的发展速度和到达某

一水平的时间不完全相同。 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幼儿发展进程中

的个别差异，支持和引导他们从原有水平向更高水平发展，按照

自身的速度和方式到达《指南》所呈现的发展“阶梯”，切忌用

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幼儿。 

 



这一原则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尊重幼儿发展的“连续性与

阶段性”规律；二是尊重幼儿在相似发展进程中的个别差异。 

幼儿学习与发展中的个体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幼儿在学习兴

趣、需要、经验、学习特点、学习能力、发展特点与水平方面的

差异。 

在学习兴趣上，不同幼儿学习对象的指向、喜好不尽相同； 

在学习特点上，有的幼儿喜欢视觉观察、安静阅读等，有的

幼儿则擅长通过与人交流、听广播等方式学习，有的幼儿是活跃

的动手操作的学习者，他们更喜欢通过身体动作来获得好的学习

效果；  

 



在学习能力上，正如多元智能理论所揭示的，他们的

能力结构、特别是优势智能及潜能往往各不相同； 

在发展特点上，有的幼儿发展速度要快一些，有的会

慢一些；有的幼儿可能高出或低于其所在年龄段的一般水

平。 

幼儿在学习与发展上这些差异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实

施《指南》时，不要将幼儿放到千篇一律的发展框架中去。  
 



    

3.请根据幼儿园教育的特点和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

论述幼儿园教育为什么不能“小学化”。 

【2013年下论述】 

 

 

 

【参考答案】 

（1）幼儿园教育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 

（2）幼儿身心发展有自身规律和特点。 



    

4.教师要根据幼儿的个体差异进行教育，下列现象，

不属于幼儿个体差异表现的是（  ）。 

【2016年下半年单选】 

A.某幼儿平时吃饭很慢，今天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
吃的很快 
B.幼儿的幼儿吃饭快，有的幼儿吃饭慢 
C.某幼儿动手能力很强，但语言能力弱于同龄儿童 
D.男孩通常比女孩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攻击性行为 

参考答案：A 



第四节  幼儿身心发展中易出现的问题 
 
 
              

常见问题 
身体 

心理 



身
体
 

发育迟缓 

肥胖 

佝偻病 

营养性贫血 

弱视 

龋齿 

肺炎 



（一）发育迟缓 

发育迟缓是指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速度放慢或顺

序异常等现象，发病率在6%—8%之间。 

1．病因 

（1）不良饮食习惯或饮食不均衡导致的营养不足； 

（2）全身疾病引起的矮小； 

（3）家族性矮小和体质性生长发育迟缓； 

（4）精神因素； 

（5）先天性遗传、代谢性疾病； 

（6）甲亢、垂体性侏儒、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

小于胎龄儿、特发性矮小等。 



2．症状表现 

（1）体格发育落后。如果身高、体重、头围的测

量值全部都偏低，就表示孩子的发育出现了全面的迟

缓，应该向小儿科医师进行详细咨询。 

（2）运动发育落后。如大运动和精细运动技能发

育迟缓，如蹦跳和搭积木等。 

（3）语言发育落后。包括与理解力相关的“接受

能力”和与说话相关的“表达能力”。 

（4）智力发育落后。如自理技能发育迟缓，像如

厕训练和穿衣服等。 

（5）心理发展落后。社交技能学习掌握迟缓，如

眼神交流以及与其他人一起玩耍等。 

 



3．预防 

（1）合理营养，全面均衡饮食，培养良好的饮食

习惯，促进食欲。 

（2）若因全身疾病引起矮小，则应积极治疗原发

疾病。 

（3）因家族性矮小和体质性生长发育迟缓的，可

通过各种调养，可酌情使用生长激素。 

（4）改善生活环境，使儿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

生活上的照顾。 

（5）对于先天性遗传、代谢性疾病，应根据情况

进行特殊治疗。 



（二）肥胖 

儿童体重超过按身高计算的平均标准体重20%，或者

超过按年龄计算的平均标准体重加上两个标准差以上，

即为肥胖症。超过标准体重20%～30%者为轻度肥胖症，

超过30%-50%者为中度肥胖症，超过50%以上者为高度

肥胖症。 

1．病因 

（1）进食过多，营养过剩；（2）运动过少； 

（3）遗传；（4）心理因素；（5）中枢调节因素。 

进食过多、运动过少和遗传是导致肥胖的三大关键

因素，其中，进食过多和运动过少是主要诱因。 



2．症状 

（1）食欲旺盛，食量超常，偏食。 

（2）懒动，喜卧，爱睡。 

（3）体格发育较正常小儿迅速。体重明显超过同龄同

身高者。脂肪呈全身性分布，以腹部为主。 

3．危害 

    肥胖易导致扁平足，肥胖的小儿易感疲乏，易患

高血脂。 

    体型肥胖还可能给儿童带来种种心理问题，如因

肥胖遭到他人的取笑，易使儿童产生孤独、自卑等消

极情绪。 



4．预防 

（1）避免婴儿哺乳量过多，限制饮食 

（2）避免幼儿陷入多食、少动的怪圈，适当增加

运动 

（3）家庭和社会的支持 



（三）佝偻病 

    佝偻病俗称缺钙，是3岁以下小儿常见的营养缺

乏症，是由于维生素D缺乏引起体内钙、磷代谢紊乱。 

1．病因 

（1）胎儿期储存不足。母孕期维生素D缺乏的早产或

双胞胎婴儿出生后早期体内维生素D不足。 

（2）接触日光不足。人体所需维生素D除一小部分来

自食物外，主要由皮肤接受紫外线照射后产生。而婴

幼儿室外活动少，维生素D生成不足。 

（3）摄入不足。天然食物维生素D含量少。 

（4）疾病的影响。 



2．症状 

（1）多汗。缺钙引起的多汗是特指的，夜间睡觉特

别是睡熟以后多汗，就是典型的缺钙。 

（2）夜惊。晚上睡觉突然惊醒，哭闹，甚至尖叫。 

（3）烦躁。患佝偻病的幼儿易激怒、烦躁，对周围

环境缺乏兴趣。 

（4）枕秃。枕秃是宝宝的后脑勺有一圈光秃秃的

“不毛之地”。 

（5）各种骨骼的改变。宝宝存在不同程度的骨骼变

形。其他的骨骼变形有鸡胸、漏斗胸、X型腿、O型腿、

肋串珠、手镯和脚镯，这些是比较严重的佝偻病才会

出现的症状。 



3．预防 

预防佝偻病要从胎儿期就开始，1岁以内的婴儿是预

防的重点对象。 

（1）健康教育采取积极综合措施，宣传维生素D缺乏

的正确防治知识。 

（2）围生期孕母应多户外活动，食用富含钙、磷、

维生素D以及其他营养素的食物。妊娠后期适量补充

维生素D，有益于胎儿贮存充足的维生素D，以满足胎

儿出生后一段时间内生长发育的需要。 

（3）婴幼儿期预防的关键在于日光浴与适量维生素D

的补充。 



（四）营养性贫血 

    营养性贫血是指因机体生血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如铁、叶酸、维生素D等物质相对或绝对地减少，使血

红蛋白的形成或红细胞的生成不足，以致造血功能低

下的一种疾病。多发于6个月至2岁的婴幼儿、妊娠期

或哺乳期妇女以及胃肠道等疾病所致营养物质吸收较

差的患者。 

1．病因 

营养性贫血是因缺乏造血所必需的铁、维生素B12、叶

酸等营养物质所致。 



2．症状 

（1）面色蜡黄，疲乏无力。 

（2）注意力不集中，易激动，烦躁不安或萎靡不振。 

（3）可有呼吸暂停现象，俗称“背过气”，常在大哭

时发生。 

（4）精神神经症状，如表情呆滞，嗜睡，对外界反应

迟钝等。 

（5）智力发育和动作发育落后，甚至倒退，如原来已

会坐、会爬、会笑等，病后又不会了。 



3．预防 

    虽然营养性贫血对婴幼儿的危害很大，但完全可

以预防，关键是建立科学的喂养观。 

（1）需要特别注意婴幼儿的饮食搭配要合理，按时添

加辅食，避免长时间单纯母乳喂养。 

（2）要注意含铁食物如动物血、肝脏、各种瘦肉等的

添加，注意富含维生素B12和叶酸的食物以及富含维生

素C食物的添加，如新鲜蔬菜和水果。 

（3）小儿还应多食豆类、菌类、粗粮以及海带、紫菜

等食品。 

（4）及时治疗各种感染性疾病。 



（五）弱视 

    弱视是眼部无明显器质性病变，远视力经矫正低

于0.9。它是儿童发育过程中常见的视觉发育障碍性

疾病，发病率为2%～4%。儿童时期发生的这些眼病如

果不能在儿童期治愈，将造成眼睛的终生残疾。 

1．表现 

（1）弱视眼患者立体视觉模糊，不能准确地判断物

体的方位和远近。 

（2）无法形成立体觉。 

（3）弱视儿童常有自卑和自闭心理。 



2．影响因素 

（1）斜视性弱视：小儿弱视一般与斜视有关，两者相

互影响。 

（2）形觉剥夺性弱视。由于某种原因长时间遮盖眼睛，

该眼因缺少光刺激而致视觉发育停顿，形成弱视。 

（3）较高度远视、近视和散光或者双眼屈光度相差比

较明显。 

（4）先天性白内障、重度眼睑下垂以及先天的视中枢

及视神经发育不良等。 



3．预防 

（1）小儿入园后，至少每年普查一次视力，发现视力

不正常者应及时请眼科医生检查治疗。 

（2）注意及时纠正小儿的不良坐姿。 



（六）龋齿 

    龋齿是残留在牙齿上的食物，在口腔内细菌的作

用下产生酸，使牙釉质脱钙，形成龋洞。 

1．病因 

（1）口腔中细菌的破坏作用。 

（2）牙齿牙缝中的食物残渣。 

（3）牙齿结构上的缺陷，如牙釉质发育不良，牙齿排

列不等。 



2．危害 

    牙齿的正常结构受到破坏，不仅使牙齿的咀嚼功

能无法正常发挥，还会引起身体其他部位的疾病。 

3．预防 

（1）注意口腔保健，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口腔卫生

习惯。 

（2）合理营养，促进牙齿咀嚼能力的发展。 

（3）定期口腔检查，发现龋齿，及时治疗。 



（七）肺炎 

1．病因 

    肺炎可由病毒或细菌引起，多发生于冬春寒冷季

节及气候骤变时。通风不畅，营养不良，佝偻病患儿

均易发生肺炎。 

2．症状 

    一般有发热、咳嗽、气喘等症状。重者可面色发

灰，鼻翼扇动，呼吸困难，精神差。 



3．护理 

（1）室内空气要新鲜，温湿度适宜。 

（2）选择营养丰富，易于消化的流质、半流质食物。 

4．预防 

（1）同上呼吸道感染。 

（2）对上呼吸道感染患儿，要防止因病情向下蔓延而

导致的继发性肺炎。 



心
理

 
自闭症 

口吃 

多动症 

吮吸手指 

焦虑症 

遗尿症 

恐怖症 

攻击性行为 



（一）自闭症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一种因脑部功能异常而

引发的发展障碍。通常在3岁左右就会发现。幼儿自闭

症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疾病。 



1．病因 

（1）遗传因素 

（2）脑器质性损害 

如产伤、中毒、感染等，先天性风疹病毒感染、巨细

胞病毒感染均可能与自闭症发病有关。 

（3）神经内分泌和神经递质 

儿童行为与神经递质密切相关。 

（4）认知缺陷因素 

有人认为心理认知缺陷损害了自闭症患儿对他人精神

状态的理解能力，导致社会交往能力的缺乏。 

（5）多种病因 

许多研究表明，自闭症是一个多种病因的神经综合症。 



2．症状 

（1）社会交往障碍 

（2）交流障碍 

（3）兴趣狭窄及刻板重复的行为方式 

（4）其他症状 



3．预防与矫治 

    对于自闭症的治疗，至今还没有发现十分有疗效

的方法，但是，及早发现和及时治疗还是有明显效果

的。常见的治疗除了药物外，主要是耐心的心理治疗。 

（1）多关心孩子的情感需要。家长应满足婴幼儿丰富

的情感刺激需要，与幼儿建立好的依恋关系。 

（2）刺激和发展儿童的智力和心理活动。首先以家庭

为基础，特别是母亲，要给孩子以丰富的情感。其次，

托儿所和幼儿园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和机会去激发儿

童的智力发展。 



（二）口吃 

    口吃是幼儿常见的一种言语障碍，又被称为结巴，

表现为不断重复开头的音节，拉长中间的某个字，讲话

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词，甚至一个短语都可能不断

地重复。 

1．病因 

（1）模仿所致，好奇心所致。 

（2）疾病引起。 

（3）成人的教养方式不当。 

（4）社会心理因素，引起的精神紧张也会引起口吃。 

（5）性格因素，诸如内向、害羞、不愿与人交往。 

（6）药物因素。 



2．症状 

    口吃幼儿除了言语上有不流利的表现外，有的还会

伴有挤眼、唇颌颤抖、歪脖子、摇头、挥舞胳膊和呼吸

急促等动作和现象。但是，口吃者在唱歌、讲外语、齐

声朗读时并不口吃。 

（1）发音障碍。常在某个字音、单词上表现停顿、重

复、拖音等现象，说话不流畅。 

（2）肌肉紧张。说话时唇舌不能随意活动。 

（3）伴随动作。常有摇头、跺脚、挤眼等动作。 

（4）常伴有其他心理异常，如易兴奋、易激怒、胆小、

睡眠障碍等。 



3．矫治 

（1）正确对待小儿说话时不流畅的现象。不加批评，不

使幼儿因说话不流畅而感到紧张和不安。 

（2）对幼儿早期出现的口吃现象不要过度紧张和关注。 

（3）消除环境中可致幼儿精神过度紧张、不安的各种因

素。 

（4）成人用平静、柔和的语气和幼儿说话，给幼儿树立

榜样。 

（5）教幼儿掌握流利说话的技巧。 



（三）多动症 

    儿童多动症又称“轻微脑功能失调”或“注意缺陷

障碍”，是一种以注意障碍为最突出表现，以多动为主

要特征的儿童行为问题。 

1．病因 

（1）幼儿先天体质缺陷、铅中毒、食物过敏、放射作

用、轻度身体器官异常。 

（2）心理的紧张刺激、感觉统合失调等诸多因素都可

能导致儿童多动症。 



2．病症 

（1）活动过多是多动症的主要特征。 

（2）注意力不集中是多动症儿童突出的、持久的临床

特征。 

（3）多动症儿童的另一个特征是冲动性行为。 

（4）多动症儿童的其他不良行为表现有好打架，不顺

从，恃强欺弱，好发脾气，纪律性差等。 

（5）学习困难也是多动症儿童的表现之一，虽然他们

没有智力问题，但是他们的智力发展不平衡。 



3．预防和矫治 

（1）成人要以身作则，讲究文明用语，不要随便口吐

脏话和动手打人。 

（2）对孩子的攻击行为不能反应过度，尤其不可采用

武力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教育。耐心加以引导。 

（3）多给儿童成功的机会，减少挫折感。 

（4）适当的采取惩罚方法。 

（5）对儿童自控能力的提高，要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 



（四）吮吸手指 

1．病因 

    常因婴儿期喂养不当，不能满足儿童吮吸欲望，导

致儿童以吮吸手指来抑制饥饿或进行自我娱乐。 

2．病症 

    婴儿吮吸手指极为常见，随年龄增加，这种行为会

逐渐消退。 

3．预防和矫治 

    要消除生活环境中可能引起儿童焦虑、恐惧等不良

情绪的因素，逐渐改掉其固有的不良习惯，。 



（五）焦虑症 

    幼儿焦虑症是幼儿较常见的一种心里障碍，是指

幼儿在微小事情和无明显原因下发生的发作性紧张、

莫名恐惧、担心害怕、烦躁，常伴有心慌、呼吸急促、

多汗、尿频、等异常的表现。女孩比男孩患病比率大。 

1．病因 

（1）遗传因素 

（2）生理因素 

（3）心理环境因素 



2．病症 

  根据临床特点，焦虑症分为广泛性焦虑和惊恐障碍。 

3．预防和矫治 

（1）家长和教师要正确对待孩子，注意循循善诱。

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智能水平

而定，不能马虎，也不能苛求。要培养孩子健康的人

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及开朗的性格。 

（2）对于症状较轻的幼儿，主要是教育方法及心理

支持的问题。先要弄清楚孩子发生焦虑反应的原因，

取得他的信任与合作。 

（3）对于症状较明显的幼儿，应采用心理和药物的

综合性治疗措施。 



（六）遗尿症 

    幼儿在5岁以后，白天或者夜晚仍不能主动控制排

尿，经常夜间尿床，白天尿裤，称“遗尿症”。 

1．病因 

（1）心理因素：主要指精神方面受到创伤。 

（2）训练不当：训练方法不当，儿童没有形成良好的

排尿习惯，亦可发生遗尿。 

（3）遗传因素：遗尿与遗传的关系密切，约有70%的

遗尿患儿的一级亲属中有遗尿历史。 

（4）器质性遗尿症：因疾病所引起的遗尿症称“器质

性遗尿症”，如膀胱炎等，均可使儿童不能主动控制

排尿。 

 



2．病症 

    遗尿症可以分为原发性遗尿症和继发性遗尿症。 

原发性遗尿症俗称尿床，是指从婴儿期延续而来，5岁

以上儿童在夜间睡眠状态下的不自主排尿。 

    继发性遗尿症往往存在器质性的原发病因，在临

床表现上，绝大多数患者曾经3～6个月以上夜间不遗

尿，而后又出现了遗尿。 



3．预防和矫治 

（1）了解儿童遗尿的真正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2）消除引起儿童情绪不安的各种因素，执行合理的

生活制度，及早诊断和治疗引起儿童遗尿的各种身体

疾病。 

（3）某些新人幼儿园的小朋友，如果因为遗尿受到批

评，紧张情绪加剧，越发控制不住。这不是“遗尿

症”。 

（4）对刚入园的小朋友，要帮助他们熟悉环境，多给

予其关心照顾，让其放心地去参加各种活动。 



（七）恐怖症 

    幼儿恐怖症是指幼儿对于一些没有危险或基本没有

危险的东西也感到害怕，而且这种害怕十分突出，幼儿

由于强烈的恐怖而出现回避、退缩行为，有时伴有心跳

增快、心慌、脸色发白，甚至出现瞳孔散大这类自主神

经症状。 



1．病因 

（1）幼儿自身不良性格特征，如敏感、胆小、易受暗

示等； 

（2）有事实背景，如被狗咬过的幼儿，会变得怕狗； 

（3）成人的恐惧对幼儿的影响，如母亲怕蛇，孩子也

有可能受其影响变得怕蛇； 

（4）教育方法不当，成人在教育孩子时常恐吓孩子，

如用鬼怪等阻止孩子晚上出去玩等； 

（5）焦虑情绪导致的恐怖，这两者可相互影响。 



2．病症 

（1）明知对自身没有危险的对象却不由自主地产生恐

怖且异常强烈； 

（2）持久的恐怖，有回避行为；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

乱症状。 



3．预防和矫治 

（1）成人要根据儿童的认识特点，采用科学的教育

方法，禁止用吓唬、威胁的方法。 

（2）成人要帮助孩子正确认识各种自然现象。父母

鼓励孩子并亲自去尝试一些事情。 

（3）鼓励孩子说出恐惧，安慰孩子，并帮助孩子克

服，不能嘲笑讥讽甚至惩罚孩子。 



（八）攻击性行为 

1．病因 

（1）儿童的攻击性行为是通过观察别人的攻击行为模

式而学习来的。 

（2）攻击性行为是儿童对于挫折的反应，常常是由于

儿童想要达到的行为目标受阻而引起的，是宣泄紧张、

不满情绪的消极方式。 

2．表现 

    表现的焦躁不安，采取打人、咬人、抓人、踢人、

冲撞别人、抢夺别人的东西、掷东西以及其他类似的

方式，引起别人与其争斗。 



3．预防和矫治 

（1）成人要以身作则，不可采用武力的方式对儿童进

行教育。 

（2）多给儿童成功的机会，减少挫折感。 

（3）组织儿童参加多项活动，如打球、下棋、绘画和

音乐等活动，陶冶性情。 

（4）对儿童自控能力的提高，要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 



第五节   

儿童发展理论 

成熟势
力说 

精神分
析理论 

行为主
义理论 

认知发
展理论 

文化历
史理论 



心理发展理论怎么学？ 

 

思路 内容 

1 理论名称 

2 代表人物 

3 经典实验 

4 基本观点 



一、成熟势力说 
 

 

 

 

     

    简称成熟论，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
格赛尔。 
    格塞尔认为支配儿童心理发展的因素有两个：
成熟和学习。 
    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其著名的双生子爬梯实
验。  



 

    双生子爬梯实验 

    1929年，格赛尔首先对一对双生子T和C进行了

行为基线的观察，确认他们发展水平相当。在双生

子出生第48周时，对T进行爬楼梯、搭积木、肌肉协

调和运用词汇等训练，而对C则不做训练，持续了6

周。其间T比C更早地显示出某些技能。到了第53周

当C达到爬楼梯的成熟水平时，开始集中训练，发现

只要少量训练，C就赶上了T的熟练水平，即在55周

时T和C的能力没有差别。因此，格赛尔断言，儿童

的学习取决于生理的成熟，成熟之前处于学习的准

备状态。 

 

 

 

     





由这个实验得出结论： 

   儿童的学习取决于生理的成熟，没有足够的

成熟就没有真正的发展，而学习只是对发展起一

种促进作用。学习并不是发展的主要原因，学习

只是给发展提供适当的时机而已。 

 



    格赛尔等人提倡自然教育，提倡教育者要顺应

儿童的天然进度表，父母和从事儿童教育工作的人

都应当了解儿童成长规律，根据儿童自身的规律去

养育他们。 

    格赛尔对家长提出如下忠告（启示）：不要认

为你的孩子成为怎样的人完全是你的责任，你不要

抓紧每一分钟去“教育”他；学会欣赏孩子的成长，

观察并享受每一周、每一月出现的发展新事实；不

要老是去想“下一步应发展什么了”，而应该让你

和孩子一起充分体会每一阶段的乐趣；尊重孩子的

实际水平，在尚未成熟时，要耐心等待。 



二、精神分析理论 

 

  代表人物：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 

    

   （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梦的解析》 

    1．意识层次理论 

    2．人格结构理论 

    3．人格发展阶段理论 

 



1.意识层次理论： 

三层次 含义 

意识 

自觉，凡是自己能察觉的心理活动是意识，它属

于人的心理结构的表层，它感知着外界现实环境

和刺激，用语言来反映和概括事物的理性内容。 

前意识 

下意识，是调节意识和无意识的中介机制。前意

识是一种可以被回忆起来的、能被召唤到清醒意

识中的潜意识。 

潜意识 

无意识，在意识和前意识之下受到压抑的没有被

意识到的心理活动，代表着人类更深层、更根本

的心理能量。 



2.人格结构理论： 

三阶段 含义 遵循原则 

本我 

本我由原始的本能能量组成，完全

处于潜意识之中，包括人类本能性

的内驱力和被压抑的习惯倾向。 

“快乐原则” 

自我 

自我是由本我发展而来，它一部分

位于意识，一部分处在潜意识之中。

自我是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中介。

“现实原则” 

超我 

超我由自我分化而来，是理想化的

自我，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

分。 

“完美原则” 



3.人格发展阶段理论： 

五阶段 含义 

口唇期 

（0—1岁） 

口唇是这一时期产生快感最集中的区域，婴儿常

会把手指或其他能抓到的东西塞到嘴里吸吮。 

肛门期 

（1—3岁） 

此时儿童的性兴趣集中到肛门区域，排泄时产生

的轻松与快感，使儿童体验到了操纵与控制的作

用。 

性器期 

（3—6岁） 

在这个阶段，儿童开始关注身体的性别差异，开

始对生殖器感兴趣。恋父情结、恋母情结。 

潜伏期 

（6—11岁） 

进入潜伏期的儿童，性欲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停滞

或退化的现象。 

生殖期 

（12岁以

后） 

青春期性器官成熟后即开始，性需求从两性关系

中获得满足，有导向地选择配偶，成为较现实的

和社会化的成人。 



（二）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 

    埃里克森（1902-1994）是美国精神分析医生，

同时也是美国现代最有名望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之一。

埃里克森改进了弗洛伊德的个性发展理论，并特别地

强调幼儿的发展。 

    他的八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是与弗洛伊德的发展

阶段平行的，在每一阶段都有一个明确的发展危机或

任务，而这一危机是每个人在这一阶段必须解决的，

每个阶段中，儿童都有主要完成的任务。 



人格发展阶段 年龄区间 主要任务 

信任感对不信任感 0-1.5岁 发展信任感，克服不信任感 

自主感对羞耻感与
怀疑疑虑感 

1.5-3岁 
培养自主感，克服羞怯与怀

疑 
主动感对内疚感 3-6、7岁 培养主动感，克服内疚感 

勤奋感对自卑感 
6、7-12

岁 
培养勤奋感，克服自卑感 

自我同一性对角色
混乱 

12-18岁 
建立同一性，防止同一性混

乱 
亲密感对孤独感 18-25 发展亲密感，避免孤独感 
繁殖感对停滞感 25-50岁 获得繁殖感，避免停滞感 
自我调整与绝望期

的冲突 
50岁以后 

获得完善感，避免绝望与沮
丧z 



（1）信任感对不信任感（0～1.5岁） 

    在生命的第一年，儿童必须与抚养者建立起良好

的信任关系，这是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冲突的成功解决方法主要

依赖于婴儿与成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成功解决了本阶段的发展危机，儿童的人格

中便形成了希望的品质，这种儿童敢于冒险，不怕挫

折和失败，容易成为易于信赖和满足的人。 

    如果危机不能成功解决，儿童的人格中便形成了

恐惧的特质，这种儿童胆小懦弱，易成为不信任他人、

苛刻无度的人。 



（2）自主感对羞耻感、疑虑感（1.5～3岁） 

    自主性意味着个人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此

时的儿童控制自己的大小便，反复使用“我”“我的”

等字眼，表现出强烈自主的意愿。如果儿童受到过于严

格的训练和不公正的对待，就会产生羞怯和疑虑。  

    本阶段危机的成功解决，将会在儿童的人格中形成

意志品质。 

    如果不能成功解决危机，则形成自我怀疑的人格特

征。顺利度过本阶段，有利于个人为未来的秩序和法制

生活做好准备。 



（3）主动感对内疚感（3～6、7岁） 

    当儿童认识到他们的行为或计划是注定要遭到成人

的禁止时，就产生了内疚感，而后便以一种新的形式控

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的

产生。 

    本阶段危机的成功解决，他们便会发展较多的主动

性和进取精神，获得“正视和追求有价值的目的的勇

气”。                       

    如果不能成功解决危机他们就会产生罪疚感，丧失

自信心。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照料者对婴儿的需求应给予及时回应是因为：

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在生命中第一年的婴儿面临

的几种冲突是（ ） 

【2014年上半年单选】 

A．主动性对内疚    

B．基本信任对不信任 

C．自我统一性对角色混乱  

D．自主性对害羞 

参考答案：B 



三、行为主义理论 
 

（一）华生的经典行为主义 

（二）斯金纳的操作行为主义 

（三）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 
 



（一）华生的经典行为主义 

 

经典实验：恐惧实验 

1.刺激（S）—反应（R） 

    华生否认遗传的作用，他从“刺激一反应”的

公式出发，认为环境和教育是行为发展的唯一条件。

因此，学习本质上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系。 

 

2.“教育万能论” 

    认为对儿童行为的塑造起决定性的作用的是环

境和教育。 

 



（二）斯金纳的操作行为主义 

经典实验：鸽子实验 

1．正强化 

    正强化，就是积极强化，是由于一个刺激的加

入而增强了一个操作性行为发生的概率作用。 

 

2.负强化 

    负强化，就是消极强化，是由于几个刺激的排

除而加强了某一操作性行为发生的概率作用。 

     



3．消退 

    有机体做出以前曾被强化过的反应，如果在这一

反应之后不再有强化物相伴，那么，此类反应在将来

发生的概率便降低，称为消退。 

 

4．惩罚 

    当有机体做出某种反应以后，呈现一个厌恶刺激，

以消除或抑制此类反应的过程，称为惩罚。 



概念总结： 

 

正强化——通过一个刺激的呈现来增强反应发生的

概率。   

负强化——通过一个不愉快的条件的中止来增加反

应发生的概率。    

惩罚——在反应发生之后紧跟着一个讨厌的刺激，

从而导致反应的发生率下降。 

消退——不再有强化物相伴。 

 



（三）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 

经典实验：波波娃娃实验     

1.观察学习 

    含义：观察学习又称替代学习或模仿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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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学习可以分为三类 

    ①直接的观察学习：对示范行为的简单模仿。 

    ②抽象性观察学习：从对他人的观察中获得一

定的行为准则或原理 

    ③创造性观察：通过对各个不同榜样的行为特

点进行新的组合，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行为方式。 

 



观察学习的过程 

前三个过程是观察学习的基本过
程。是否产生模仿行为，还取决
于动机过程的激发和维持。 

 在适当的时候将相应的行
为表现出来。 

将注意到的示范信息进行编
码并保存在记忆中，以待日

后提取。 

观察者与示范者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学习者本身的状态也会影响注意
过程。 

保持过程 复制过程 动机过程 注意过程 保持过程 注意过程 



强化的种类： 

强化 
种类 

含义 例子 

直接 
强化 

是观察者的行为直接受
到外部因素的干预。 

小朋友做一件好事，老师就给
他一朵小红花，激励小朋友做
好事的动机。 

替代 
强化 

替代强化是观察者自己
本身没有受到强化，在
观察学习的过程中，他
看到榜样的行为受到强
化。 

幼儿看到榜样攻击行为受到奖
励时，就倾向于模仿这类行为
当看到榜样攻击行为受到惩罚
时，就抑制这种行为的发生。 

自我 
强化 

是观察者根据自己设立
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行
为，从而对榜样示范和
行为发挥自我调整的作
用。 

儿童在自我调节的作用下，改
变着自己的行为，形成自己的
观念和个性。 



2.交互决定论（人、环境、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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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既受环境的影响，同时又能作用于环境，

主动影响环境。 

    班杜拉提出相互作用的三种模式： 

   （1）环境是决定行为的潜在因素。 

   （2）人和环境交互决定行为。 

   （3）行为是三者交互的相互作用。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 ）。 

【2015年下半年单选】 

 A．儿童通过观察与模仿身边人的行为学会分享 

 B．操作性条件反射是儿童学会分享的重要学习形式 

 C．儿童能够学会分享时因为儿童天性本善 

 D．儿童学会分享是因为成人采取了有效的惩罚措施 

 

 
 
参考答案：A 



2．简述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 

【2015年上半年简答】 

  参考答案： 

 1、观察学习  

 2、个体、环境、行为交互作用 



四、认知发展理论 

 

    代表人物：皮亚杰 

    经典实验：守恒实验、三山实验 

    1．皮亚杰对于心理发展的实质 

    图式，即认知结构，图式对客体信息进行整理、

归类、改造和创造，以使主体有效地适应环境。 

 

    同化，是主体将环境中的信息纳入并整合到已

有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同化使图式得到量变。 

 



    顺应，是当主体的图式不能适应客体的要求时，

就要改变原有图式，或创造新的图式，以适应环境需

要的过程。顺应使图式得到质变。 

 

    平衡，皮亚杰认为儿童一生下来就是环境的主动

探索者，他们通过对客体的操作，积极地建构新知识，

通过同化和顺应的相互作用达到符合环境要求的动态

平衡状态。皮亚杰认为主体与环境的平衡是适应的实

质。 



2．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因素 

 

   （1）成熟 

   （2）经验 

   （3）社会环境 

   （4）平衡化 

 



3.儿童认知发展阶段（非常重要） 

四个阶段 阶段 特点 

感知运动 

阶段 
0～2岁 

初期儿童刚刚区分主体与客体；中

期儿童从对事物的被动反应到主动

探索；后期获得“客体永久性” 

前运算 

阶段 
2～7岁 

将感知运动内化为表象，借助表象

进行思维，思维的单向性、刻板性、

不可逆性，自我中心等 

具体运算 

阶段 
7～12岁 

多向思维，思维的可逆性，去自我

中心，具体逻辑推理 

形式运算 

阶段 
12～成人 

具有抽象逻辑思维；认识命题关系；

进行假设—演绎推理；思维具有可

逆性、补偿性、灵活性等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3～6岁幼儿属于

（ ）阶段。【2012年上半年单选】 

     A．感知运动 

     B．前运算 

     C．具体运算 

     D．形式运算 

参考答案： B 



 2.按皮亚杰的观点2～7岁儿童的思维处于（ ）。 

【2014年下半年单选】 

     A．具体运算阶段 

     B．形式运算阶段 

     C．感知运算阶段 

     D．前运算阶段 

  

参考答案： D  



3.儿童能以命题形式思维，则其认知发展已达到( ）。 

【2011年下半年单选】 

     A．感知运动阶段 

     B．前运算阶段 

     C．具体运算阶段 

     D．形式运算阶段 

 

参考答案： D  



4.简述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启示。
【2012年下半年简答】 
 【参考答案】 

    皮亚杰是20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他的认知发

展理论对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学前教育方面，更有着突出的贡献。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启示具体有

以下几点。 

   （1）学前教育应该按儿童的年龄特点进行； 

   （2）应积极发挥儿童的主动性； 

   （3）要注意儿童的个别差异； 

   （4）要注重儿童的活动。 

 



五、文化历史理论  

       

代表人物：维果斯基 

 

    1．文化的重要性 

    2．语言的角色 

    3．最近发展区（非常重要） 

    4．教学应当走在发展前面 

    5．最佳学习期限 

    6．支架式教学 

 



最近发展区： 

    最近发展区是指儿童在有成人指导的情况下，借

助成人帮助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与独自解决问

题所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两个邻近发展

阶段间的过渡状态。 

    儿童有两种发展水平：一是现有水平，即学生独

立活动时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二是即将达到的发

展水平，即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潜力。这两者之间的差

异就是最近发展区。  

    因此，维果斯基提出“教学应当走在发展的前

面”，即教学应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把潜在的

发展水平变成现实的发展，并创造新的最近发展区。 



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是以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为

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教学模式。包括了三个环

节： 

   （1）创设问题情境。  

   （2）师生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儿童积极

主动地与环境、材料相互作用，不断进行自我建

构、自我发展，而教师则在观察的基础上，为帮

助儿童跨越学习中的障碍，提供不同的“支架”。 

   （3）儿童独立学习。 



理论总结: 

理论名称 代表人物 

成熟势力说 格赛尔 

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 

埃里克森 

行为主义理论 

华生 

斯金纳 

班杜拉 

认知发展理论 皮亚杰 

文化历史理论 维果斯基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儿童心理发展潜能的主要标志是（  ）。 

【2012年下半年单选】 

    A．最近发展区的大小         

    B．潜伏期的长短 

    C．最佳期的性质         

    D．敏感期的特点 

参考答案：A  



2.教师拟定教育活动目标时，以幼儿现有发展水平与

可以达到水平之间的距离为依据，这种做法体现的是

（ ）。【2016年上半年单选】 

 
A．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B．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 

C．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D．布鲁纳的发现教学论 
 

参考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