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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幼儿的认知发展 

感知 注意 记忆 想象 思维 言语 

认知发展备考要点： 
1.含义 
2.分类 
3.特征 
4.策略 



知识点一：感知觉 



一、感觉与知觉的含义 

    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

个别属性的反映。 

 

    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

的各个部分和属性的整体的反映。 

 

    感觉是知觉的基础，知觉是对感觉的综合。 



二、感觉与知觉的种类 

感觉 

外部感觉 

视觉 听觉 肤觉 

触觉 压觉 痛觉 温觉 

味觉 嗅觉 

内部感觉 

运动
觉 

平衡
觉 

机体
觉 



1．视觉 

    幼儿视觉的发展表现在两方面：视敏度的发展；

颜色视觉的发展。 

 

①视敏度 

    视敏度是指精确地辨别细致物体或处于具有一定

距离的物体的能力，也就是发觉一定对象在体积和形

状上最小差异的能力，即通常所说的视力。5～6岁与

6～7岁的幼儿视敏度水平比较接近，而4～5岁与5～6

岁幼儿的视敏度水平相差较大。 



②颜色视觉 

    颜色视觉是指区别颜色细致差异的能力，亦称辨

色力。3岁儿童还不能认清基本颜色，不能很好地区分

各种颜色的色调。4岁开始区别各种色调细微差别的能

力才逐渐发展起来。5岁儿童不仅注意色调，而且注意

到颜色的明度和饱和度，能够辨认更多的混合色。 



2．听觉 

    听觉是幼儿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他们依靠

听觉辨认周围事物特点。幼儿依靠听觉感受音乐，学

唱歌曲，欣赏乐曲，从而受到熏陶。此外，儿童与成

人交往，特别是学习口语，必须依靠听觉。 

①听觉感受性 

    听觉感受性包括听觉的绝对感受性和差别感受性。

绝对感受性是指分辨最小声音的能力；差别感受性则

指分辨不同声音最小差别的能力。听觉感受性随年龄

增长而不断完善。 



②言语听觉 

    幼儿辨别语音是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发展和完善起

来的。幼儿中期可以辨别语音的微小差别，到幼儿晚

期，几乎可以毫无困难地辩明本民族语言包含的各种

语音。 



3．触觉 

    触觉是肤觉和运动觉的联合，是幼儿认识世界的重要

手段。婴幼儿触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触觉探索活动的形成

以及活动过程中与其他感觉的结合。婴幼儿的触觉主要有

两种形式：口腔探索和手的探索。 

①口腔探索 

    1岁前，尤其是手的活动形式之前，口腔探索实质上

是婴儿最重要的学习方式。 



②手的探索 

    儿童的触觉探索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手来进行的。

当婴儿的手无意地碰到东西，即被子的边缘或衣服的边缘

时，儿童会沿着边缘抚摸被子，这是一种无意的触觉活动，

也是一种早期的触觉探索。真正的手的探索活动大约出现

在出生5个月左右。而手眼协调动作的出现，使婴儿手的

探索活动更加准确。手的探索是继口腔探索之后婴幼儿的

重要的学习方式。 



知觉 

空间知觉 

形状 大小 方位 
深度 

（距离） 

时间知觉 运动知觉 



4．空间知觉 
    空间知觉包括形状知觉、方位知觉、大小知觉、距离
知觉，是用多种感官进行的复合知觉。 
①形状知觉。形状知觉是对物体轮廓及各部分的组合关系
的知觉，如对几何图形的辨别等。 
儿童对形状的认知顺序：圆形 正方形 正三角形 
②方位知觉。方位知觉是对物体的空间关系和自己的身体
在空间所处位置的知觉，包括辨别上、下、前、后、左、
右、东、西、南、北、中的知觉。 
儿童对方位的认知顺序：上下 前后 左右 



③大小知觉。大小知觉是头脑对物体的长度、面积、体积
在量方面变化的反映。它是靠视觉、触摸觉和动觉的协同
活动实现的，其中视知觉起主导作用。 
 
④距离知觉。距离知觉是辨别物体远近的知觉，幼儿可以
分清他们所熟悉的物体或场所的远近，对于比较广阔的空
间距离，他们还不能正确认识。 
 
深度知觉经典实验：视崖实验 吉布森 沃克 



5．时间知觉 
时间知觉是对客观现象的延续性、顺序性和速度的反
映。人总是通过某种衡量时间的媒介来反映时间。任
何变化速度均匀的现象都可以作为时间的标尺，其中
包括外界的变化，也包括人体内部的一些生理状态。 
儿童对时间的认知顺序： 
 
6．观察力 
观察是有目的、有计划、比较持久的知觉。这是人对
客观事物感性认识的一种主动表现，是有意知觉的高
级形式。幼儿期是观察力初步形成的时期。 



三、感知觉的特性——感受性变化的规律 

感觉规律 举例理解 

感觉适应 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感觉对比 
两只手分别放在热水和冰水里然后同时放
在温水里，冷的热，热的冷，其实温水的
温度是相同的。 

联觉 切割玻璃的声音会使人产生寒冷的感觉。 

感觉补偿 盲人的听力一般都比较灵敏。 



知觉规律 含义 

知觉的选择性 
个体在知觉客观世界时，总是有选择地把少
数事物作为知觉的对象，而其他事物则成为
知觉的背景。 

知觉的整体性 
个体在受知觉刺激时，并不是把知觉对象作
为许多个别的、独立的部分，而总是把它们
知觉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知觉的理解性 
个体在知觉过程中，不是被动地记录知觉对
象的特点，而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主动对知觉
对象进行解释，使之具有一定的意义。 

知觉的恒常性 
知觉的客观条件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如远
近、大小、亮度、颜色等，但对于同一事物，
知觉映像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稳定不变。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由于幼儿是以自我为中心辨别左右方向的，幼儿

教师在动作示范时应该（ ）。【2013年下半年单选】 

A．背对幼儿，采用镜面示范    

B．面对幼儿，采用镜面示范 

C．面对幼儿，采用正常示范    

D．背对幼儿，采用正常示范 

参考答案：B 



2.下面几种新生儿的感觉中，发展相对最不成熟的是( ) 

  【2017年下半年单选】 

A.视觉 

B.听觉 

C.嗅觉 

D.味觉 

参考答案：A 



知识点二：注意 



一、注意的概念 

 

    注意是指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选择性和集中性，

是高级心理活动的条件。 

    一般认为，注意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心理过程，它

常常伴随着其他高级心理活动的产生而产生。       

    注意具有指向性与集中性两个特点。 

 



二、注意的分类 

分类 定义 
产生的条件

或规律 
例子 

无意 

注意 

无预定目的，

不需要付出意

志努力 

主客观条件 

老师正在教室讲

课，突然闯进一

个人 

有意 

注意 

有预定目的，

要付出意志努

力 

目的、间接

兴趣、意志

力 

认真阅读一篇枯

燥的论文并整理；

有意后

注意 

有预定目的，

不需要付出意

志努力 

直接兴趣、

熟练和系统

化 

老手司机开车去

上班 



三、幼儿注意发展的主要特征 

 

    （一）幼儿的无意注意占据优势地位 

    3岁前儿童的注意基本上属于无意注意，引起幼儿无

意注意的诱因主要有如下两类： 

    1.刺激强烈，对比鲜明，新异和变化多动的事物；  

    2.与幼儿兴趣、需要和生活经验有关的事物 

 

    （二）幼儿的有意注意初步发展 



四、注意的规律（品质） 

规律 含义 举例理解 

广度 
是指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能
清楚地观察到对象的数量。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稳定性 
指注意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稳
定地保持在注意对象上，持
续时间越长，注意越稳定。 

一堂课，学生都在认
真听讲。 

分配 
指在同一时间内，把注意分
配到两种或几种不同的对象
或活动上。 

司机开车时，需要一
边驾驶车辆，一边注
意路况。 

选择性 
是指注意具有选择信息的功
能。 

教师刻意的关注某个
学生。 

转移 
当环境或任务发生变化时，
注意从一个对象或活动转到
另一对象或活动上。 

看书看累了，去看个
电影。 



五、幼儿注意的发展策略 

 

1．设立良好的环境，防止幼儿分散注意。 

2．选用新颖的教具，吸引幼儿注意。 

3．明确活动目的，帮助幼儿发展有意注意。 

4．注意个别差异，让每个幼儿都有所发展。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儿童一进商场就被漂亮的玩具吸引，这一刻出

现的心理现象是（ ）。【2012年上半年单选】 

A．注意            

B．想象 

C．需要            

D．思维 

参考答案：A 



2.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5-6岁幼儿能集中注意（ ）。

【2011年下半年单选】 

  

 A．5分钟       B．10分钟 

 C．15分钟       D．7分钟 

参考答案：C 



3.小班集体教学活动一般都安排15分钟左右，是因

为幼儿有意注意时间一般是（ ）。 

【2014年上半年单选】 

  

A．20--25分钟  B．3--5分钟 

C．15--18分钟  D．10--12分钟 

 

参考答案：B 



4.幼儿在绘画时常常‚顾此失彼‛，说明幼儿注意

的（    ）较差。【2012年下半年单选】 

A．稳定性          B．广度 

C．分配能力          D．范围 

 

正确答案：C 



知识点三：记忆 



一、记忆的概念 

 

    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保持和再现。 

 

    人通过感知觉形成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当事物

不再作用于感觉器官时，反映并不随之消失，而是

在人的记忆中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二、记忆的种类 

依据 记忆类型 含义 

 
 

记忆
内容 

形象记忆 对感知过的事物具体形象的记
忆。 

情境记忆 对亲身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忆。 

情绪记忆 对自己体验过的情绪和情感的
记忆。 

语义记忆
（逻辑记忆） 

对语词概括的各种有组织的知
识的记忆。 

运动记忆 对身体的运动状态和动作技能
的记忆。 



二、记忆的种类 

依据 记忆类型 含义 

信息
加工 

陈述性记忆 对有关事实和事件的记忆 

程序性记忆 是指如何做事情的记忆 

 
 

时间
长短 

瞬时记忆
（感觉记忆） 

极为短暂（0.25-1秒）；容量
较大；形象鲜明；得以加工，

就转入短时记忆； 

短时记忆
（工作记忆） 

时间很短（约30秒）；容量有
限；易受干扰 

长时记忆 容量无限；保存时间长久 



三、记忆的过程 

过程包括识记、保持和遗忘、再认和回忆三个环节。 

 

1．识记 

（1）根据识记的目的是否明确，可分为无意识记和

有意识记 

（2）根据识记材料的性质不同，可分为机械识记和

意义识记 

 



2.保持和遗忘 

 

    遗忘是指对识记过的材料不能回忆或再认，或

者表现为错误的回忆或再认。 



遗忘的规律——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时间间隔 记忆量 

刚刚记忆 100% 

20分钟后 58.2% 

1小时后 44.2% 

8-9 小 时
后 

35.8% 

1天后 33.7% 

2天后 27.8% 

6天后 25.4% 

1个月后 21.1% 

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开始，遗忘的进程是不均衡的，

其趋势是先快后慢，呈负加速，并且到一定程度就

不再遗忘了。 



影响遗忘的因素： 

 

①学习材料的性质 

②识记材料的数量和学习程度的大小 

③记忆任务的长久性与重要性 

④识记的方法 

⑤时间因素 

⑥识记者的态度 



 

 

3.回忆与再认 

 

    不在眼前的过去经历过的事物，在脑中重新呈

现出来的过程称为回忆。对过去经历过的事物，当

它再度出现时能识别出是以前经历过的就是再认。 

 



四、幼儿记忆发展的特点 

 

（一）无意记忆占优势，有意记忆开始发展 

（二）机械记忆为主，意义记忆开始发展 

（三）形象记忆为主，语词记忆开始发展 

（四）记忆策略的发展 

  



常用的记忆策略包括复述、组织和精细加工。 

    复述策略是指在工作记忆中为了保持信息，运用内部

语言在大脑中重现学习材料或刺激，以便将注意力维持在

学习材料之上的学习策略。 

    组织策略是指找出记忆材料中各项目间的意义联系，

并根据这些联系进行记忆的过程。它主要包括两种形式：

归类策略和纲要策略。列提纲、画图表、归类等都属于组

织策略。 

    精细加工策略是指把头脑中的旧信息联系起来，寻求

字面意义背后的深层次意义，或者增加新信息的意义，从

而帮助学习者将新信息储存到长时记忆中去的学习策略。 



五、学前儿童记忆的发展策略 
 
（1）为幼儿提供形象、鲜明、生动、富有浓厚情绪

色彩的识记材料。 

（2）经常向幼儿提出具体、明确的记忆任务，对记

忆结果给予正确评价，激发幼儿有意识记的积极性。 

（3）帮助幼儿理解识记的材料，提高幼儿意义识记

的水平和认识能力。 

（4）运用多种感觉器官进行记忆。帮助孩子进行合

理的复习，与遗忘作斗争。 



六、幼儿记忆发展中易出现的问题 
 
（一）偶发记忆 
 
（二）‚说谎‛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教师和家长要弄清幼儿是‚有意
说谎‛还是‚无意说谎‛，不要随便指责幼儿‚不诚
实‛，要耐心地帮助孩子把事实弄清楚，把现实和想
象的东西区分开来。 
 
（三）恢复/回涨现象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按顺序呈现‚护士、兔子、月亮、救护车、胡萝

卜、太阳‛的图片让幼儿记忆，有些幼儿回忆时说：

‚刚才看到了救护车和护士、兔子和胡萝卜、还有

太阳和月亮。‛这些儿童运用的记忆策略是（ ）。

【2014年下半年单选】 

A．复述策略         B．精细加工策略 

C．组织策略       D．习惯化策略 

 

参考答案：C 



知识点四：想象 



一、想象的含义 

想象是人脑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 

新形象的心理过程。 

 



二、想象的分类 

想象可以分为： 

有意想象和无意想象 

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 

幻想、理想和空想 



三、幼儿想象发展的特点 

（一）以无意想象为主，有意想象初步发展 

（二）再造想象为主，创造想象初步发展 

（三）想象有时和现实混淆 



（一）以无意想象为主，有意想象初步发展。 

 

无意想象的发展特点： 

1.想象无预定目的，由外界刺激直接引起。 

2.想象的主题不稳定，内容零散。 

3.以想象过程为满足。 

4.想象过程受兴趣和情绪的影响。 

     



 有意想象的发展特点： 

1.中班以后，幼儿的想象已具有一定的有意性和

目的性。 

2.大班以后，幼儿的想象还有了他们本身的独立

性。如对神话故事的看法。 

 

   这表明他们对想象内容有了一定的评价。随着

年龄的增长，受到教育的影响，幼儿想象的有意

性开始发展，并逐步丰富。 



（二）再造想象为主，创造想象初步发展 

    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复制性和模仿性。 

    2～3岁是想象发展的最初阶段，再造想象从内

容上分为五类： 



类别 含义 例子 

经验性
想象 

幼儿凭借个人生活
经验和个人经历开
展想象活动。 

中班的超超对夏日的想象是：小
朋友们在水上世界玩，一会儿游
泳，一会儿滑滑梯，一会儿又吃
冷饮。 

情境性
想象 

幼儿的想象活动是
由画面的整个情境
引起的。 

中班的霓霓对‚暑假‛的想象是：
坐在电风扇下，阿婆从冰箱中拿
出冷饮让我们一起吃。 

愿望性
想象 

在想象中表露出个
人的愿望。 

大班幼儿苏立说：‚妈妈，我长
大了也想和你一样，做一个老
师。‛。 

拟人化
想象 

把客观物体想象成
人，用人的生活、
思想、情感、语言
等去描述。 

中班的霓霓去‚海底世界‛玩后，
对妈妈说：‚有的鱼睁着眼睛在
盯着我看，好像在说‘我似乎认
识你’‛。 

夸张性
想象 

幼儿常常夸大事物
的某些特征和情节。

小班的幼儿画画的时候把小朋友
的手画的特别大。 



创造想象开始发展： 

 

创造想象在再造想象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 

特点主要包括： 

 

①最初的创造想象是无意的自由联想，这种最初级的

创造，严格说来，还只是创造想象的萌芽或雏形； 

②幼儿创造想象的形象与原型只是稍有不同，是一种

典型的不完全模仿； 

③想象情节逐渐丰富，从原型发散出来的数量和种类

增加。 



（三）想象有时和现实混淆 
 

         幼儿初期，常将想象的内容与现实进行混淆，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把渴望得到的东西说成已经得到的； 

   ②把希望发生的事当作已经发生的事来描述； 

   ③在参加游戏或欣赏文艺作品时，往往身临其境，

与角色产生同样的情绪反应。 



四、幼儿想象发展的培养 

（1）丰富幼儿的表象，发展幼儿的语言表现力 

（2）开展多种艺术活动，创造幼儿想象发展的条件 

（3）在游戏中，鼓励和引导幼儿大胆想象 

（4）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来保证幼儿自由创造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儿童出现想象萌芽的时期是（ ）。 

【2012年下半年单选】 

  

 A．1.5--2岁           B．2--2.5岁  

 C．2.5--3岁           D．3--3.5岁 

 

参考答案： A  



知识点五：思维 



一、思维的概念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反映。它能

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思维具有概括性和间接性两个特点。 



二、思维的种类 

划分
依据 

思维 
类型 

含义 

 

按发

展水

平 

直观动

作思维 

凭借直接感知；伴随实际动作进行

的思维活动，实际动作便是这种思

维的支柱 

具体形

象思维 

运用已有表象进行的思维活动，表

象便是这类思维的支柱 

抽象逻

辑思维 

以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达到对

事物的本质特性和内在联系认识的

思维，概念是这类思维的支柱 



二、思维的种类 

划分
依据 

思维 
类型 

含义 

按思

维的

指向

性 

聚合 

思维 

把问题所提供的各种信息集中起来

得出一个正确的或最好的答案的思

维。 

发散 

思维 

是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各种不同

途径寻求各种答案的思维。 

按思

维的

独创

性 

常规 

思维 

运用已获得的知识经验，按惯常的

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 

创造 

性思维 

是指以新异、独创的方式解决问题

的思维。 



三、幼儿思维发展的特点 

 

    （一）直觉行动思维——借助动作进行思维 

    幼儿初期，即3岁左右，思维仍保留很大的直观

行动性。他们的思维活动离不开对事物的直接感知，

并依赖于其自身的行动。 

    在皮亚杰看来，这一阶段的幼儿思维发展的最大

成就之一就是获得了‚客体永久性‛的概念，即幼儿

明白了消失在眼前的物体仍将继续存在。 



（二）具体形象思维——借助形象或表象进行思维 
 

    进入幼儿中期，由以直观行动思维为主逐渐发展

到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

特点： 

（1）具体性：幼儿的思维内容是具体的。能够掌握

代表实际东西的概念，不易掌握抽象概念。 

（2）形象性：幼儿思维的形象性，表现在幼儿依靠

事物的形象来思维。 

（3）经验性：幼儿的思维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

进行的。 



（4）拟人性：幼儿往往把动物或一些物体当作人。 

（5）表面性：幼儿思维根据接触到的表面现象进行，

难以理解‚反话‛。 

（6）固定性：思维的具体性使幼儿缺乏灵活性。在

日常生活中，幼儿常常‚认死理‛。 



（三）抽象逻辑思维——借助语词、概念进行思维 

    6、7岁以后，儿童的思维开始进入逻辑思维阶段。 

 

1.幼儿开始获得可逆性思维。 

2.幼儿的思维开始能够去自我中心化。也就是说幼儿能

站在他人的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 

3.幼儿开始能够同时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物体的几个属

性，并开始认识到这些属性之间的关系。 

第四，幼儿开始使用逻辑原则。 

 



四、幼儿思维基本过程的发展 

 

（一）幼儿分析综合的发展 

（二）幼儿比较的发展 

（三）幼儿分类的发展 

    分类活动表现了幼儿的概括水平，分类能力的

发展是逻辑思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4岁以下：幼儿基本上不能分类； 

    5～6岁：幼儿发生了从依靠外部特点向依靠内

部隐蔽特点进行分类的显著转变，可以说是一个发

展的转折期，其分类的特点迅速向6岁特点靠近； 

    6岁以后：能够依据物体的功用及其内在的联系

进行分类，说明他们的概括水平开始发展到一个新

的阶段。 



五、幼儿思维能力的培养 

1．创设直接感知和动手操作的机会，根据幼儿思维的

直观行动性进行培养 

（1）提供可以直接感知的活动材料 

（2）创造活动与操作的条件和机会 

（3）引导幼儿由表象代替动作，逐步向具体形象性过

渡 

2．不断丰富幼儿的感性知识，根据幼儿思维的具体形

象性进行培养 

（1）丰富幼儿的感性经验 

（2）选择适应的活动材料和教学方法 

（3）尊重和理解幼儿的思维特点 



知识点六：言语 



一、言语的含义 

（一）语言和言语 

    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交

际工具，是一种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 

 

    言语是运用语言进行实际活动的过程，是一种

心理现象。 

 



二、幼儿言语的种类 
 
研究
者 

种类 含义 关键词 

 

 

皮亚

杰 

（2-7

岁） 

自我

中心

语言 

儿童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动

作和观点之上的现象。他或是

对自己说话，或由于和一个偶

然在身边的人共同活动感到愉

快而说话。 

重复、

独白、

双人或

集体的

独自 

社会

化语

言 

涵盖了四方面的内容：①适应

性告知；②批评和嘲笑；③命

令、请求和威胁；④问题与回

答。 



二、幼儿言语的种类 
 
研 
究 
者 

种
类 

细分类 含义 关键词 

 
 
 
 
维 
果 
斯 
基 

外
部 
语
言 

对话言
语 

他们的对话言语只限于向成人打招呼、
请求或简单回答成人的问题。 

有对话 

独白言
语 

幼儿在离开成人进行各种活动中获得了
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在与成人的交际过
程中也逐步运用陈述等独白言语。 

陈述 

初步书
面言语 

幼儿书面言语的产生如同口头言语一样，
是从接受性的语言开始，即先会认字，
后会写字；先会阅读，后会写作。 



二、幼儿言语的种类 
 
研究者 种类 含义 关键词 

 

维 

果 

斯 

基 

过渡言语 出声的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 

内部语言 是儿童对自己的言语 自己的言语 



三、幼儿言语发展的特点 

（一）口语的发展 

  主要表现为掌握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言表

达力的发展。 

  1.掌握全部本民族语音 

  2.词汇量增加，内容变化大 

儿童掌握词汇的先后顺序是名词、动词、形容词。 

 

  3.初步掌握语法 

    ①不完整句到完整句； 

    ②从简单句到复合句； 

    ③从陈述句到多种形式的句子。 

     



三、幼儿言语发展的特点 

（一）口语的发展 

  主要表现为掌握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言表

达力的发展。 

   4.幼儿在掌握语言成分的基础上，口语表达力

也逐渐发展起来。 

    5.出现内部言语的过渡形式——出声的自言自

语 

    ①游戏言语 

  ②问题言语 



（二）书面言语掌握的可能性 

 

   1.掌握口语词汇 

   2.掌握语音 

   3.掌握基本语法和口语表达力 

   4.幼儿图形知觉的发展 

 



四、幼儿言语能力的培养 

1．有目的、有计划的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是发展幼儿言

语能力的重要途径 

2．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提供幼儿交往的机会 

3．把言语活动贯穿于幼儿的一日活动之中 

4．教师良好的言语榜样 

5．注重个别教育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儿童学习语言的关键期是（ ）。 

【2012年上半年单选】 

A．0--1岁            B．1--3岁 

C．3--6岁            D．5--6岁 

 

参考答案： B 



2．1岁半的儿童想给妈妈吃饼干时会说：‚妈

妈‛‚饼‛‚吃‛并把饼干递过去，这表明这阶段

儿童语言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 

【2016年上半年单选】 

A．电报句           B．完整句 

C．单词句           D．简单句 

 

参考答案： A 



第二节  幼儿情绪、情感的发展 

情绪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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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情绪与情感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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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情绪与情感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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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幼儿情绪情感发展的一般趋势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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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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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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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前道德阶段(1-2岁) 

    第二阶段：他律道德阶段(2-8岁) 

    第三阶段：自律或合作道德阶段(8-11、12岁) 

    第四阶段：公正道德阶段(11、12岁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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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他律道德阶段(2-8岁)： 

    以服从成人为主要特征的他律道德，又称为服从

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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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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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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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儿童道德感发展研究—科尔伯格 

 
三水平 六阶段 评价依据 

前习俗水
平（9岁
以前） 

惩罚与服从道德定向阶段 服从权威或避免惩罚 

相对功利道德定向阶段 自我需要的满足 

习俗水平
（9-16岁） 

好孩子阶段 寻求大家的赞赏和认可 

维护权威或秩序的道德定
向阶段 

盲目、绝对地服从法律 

后习俗水
平（16岁
以后） 

社会契约定向阶段 大多数人的利益 

普遍原则的道德定向阶段 
真正意义的公正、平等、
尊严等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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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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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幼儿情绪情感发展的特点 

     

（一）情绪的易冲动性 

 

（二）情绪的不稳定性 

 

（三）情绪的外露性 



五、情绪、情感对学前儿童的作用 

 
1．情绪的动机作用 

    情绪直接指导、调控着儿童的行为、促使儿童去

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或不去做某种行为。 

2．情绪对认知发展的作用 

（1）情绪随着认知的发展而分化、发展；（2）情绪

对儿童的认知活动及其发展起着激发、促进或抑制、

延缓的作用。 

3．情绪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表情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之一，

在婴幼儿与人的交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4．情绪对儿童性格形成的作用 

    儿童在与不同的人、事物的接触中，逐渐形成了

对不同人、不同事物的不同的情绪态度。儿童经常、

反复受到特定环境的影响，反复体验同一情绪状态，

这种状态就会逐渐稳固下来，形成稳定的情绪特征，

而情绪特征正是性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5．情绪影响身心健康 

    情绪与人的身心健康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身体

健康主要指机体有无疾病，而心理健康主要指人的情

绪健康。很多儿童不同程度地存在焦虑情绪，长期的

焦虑状态会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 



六、幼儿情绪情感的培养 

 

（一）营造良好的情绪环境 

（二）充分利用各种活动培养幼儿的情感 

（三）成人的情绪自控 

（四）采取积极的教育态度 

（五）帮助幼儿控制情绪 

（六）教会幼儿调节情绪的方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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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帮助幼儿控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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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