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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育的概述 

教育 幼儿

教育 



本章历年真题分布 

      
     考点 
年份 

夸
美 
纽
斯 

福
禄 
贝
尔 

杜威 卢梭 
陶行
知 

陈
鹤
琴 

张
雪
门 

2017（下） 
2017（上）     选择         
2016（下）               
2016（上）               
2015（下）         选择     
2015（上）       选择       

2014（下）     选择         

2014（上）         选择     



第一节  教育 

概念 属性 要素 功能 目的 



一、教育的概念 

广义的教育泛指增进人们的知识与技能、发展人
的智力与体力、影响人的思想观念的活动。 
广义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这三者既有各自的内涵、特点和功能，又相互联
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 
 
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依据一定
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
育者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
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二、教育的属性 

（一）教育的本质属性 

（二）教育的社会属性 

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1.永恒性 
2.历史性 
3.继承性 
4.长期性 
5.相对独立性 
6.生产性 
7.民族性 
 
 



三、教育的构成要素 

教育者 

受教育者 教育影响 



四、教育的功能 

（一）教育的社会功能 

1.教育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 
2.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 
3.教育与人口的关系 
 



（二）教育的个体功能 

1．关于个体身心发展的动因理论 

（1）内发论 
（2）外说论 
（3）多因素相互作用论 



2．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因素 

（1）遗传（遗传素质） 
（2）环境 
（3）教育（学校教育） 



3．教育（学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学校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对人

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其原因如下： 

 

（1）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

人的活动。 

（2）学校教育能有效地控制、影响学生发展的各

种因素。 

（3）学校教育由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负责。 



4．教育（学校教育）在个体发展中的特殊功能 

 

（1）学校教育按社会要求对个体的发展做出社会性

规范。 

（2）学校教育具有加速个体发展的特殊功能。 

（3）学校教育对个体发展不仅具有即时价值，而且

具有延时价值。 

（4）学校教育具有开发个体特殊才能和发展个性的

功能。 



第二节  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 

概述 

著名幼儿教

育家 



一、幼儿教育概述 

（—）幼儿教育的含义 

我国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明确指出: 

“幼儿园是对3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

的机构，是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制

度的基础阶段。” 



（二）幼儿教育的性质 

1．基础性 

 

 

2．公益性 



  幼儿园的保教目标：实行保教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诸方面全面发展促进其身

心和谐发展。 

（三）幼儿教育的目标 



具体表现为：①促进幼儿身体正常发育和机能的协调

友展，增强体质，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和

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 

②发展幼儿智力，培养正确运用感官和语言交往的基

本能力，增进对环境的认识，培养有益的兴趣和求知

欲望，培养初步的动手能力； 

③萌发幼儿爱家乡、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的情感，

培养诚实、自信、好问、友爱、勇敢、爱护公物、克

服困难、讲礼貌、守纪律等良好的品德行为和习惯，

以及活泼、开朗的性格； 

④培养幼儿初步的感受美和表现美的情趣和能力。 



（四）幼儿园的双重任务 

《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儿园具有双重任务： 

 

任务之一是“实施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幼儿实

施体、智、德、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促进其身心

和谐发展”。 

 

之二是“幼儿园同时为家长参加工作、学习提供便利条

件”。 



（五）幼儿教育的意义 

1.促进幼儿生长发育，提高身体素质 

幼儿的身体正在迅速发育 

2.幼儿时期是智力开发的最佳时期 

3.幼儿时期是人格健全的关键期 

4.幼儿时期是性教育的关键期 

5.培育美感，促进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展 

6.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健康和和谐发展，为适应学校

生活做准备 



二、中外幼儿教育发展史和著名的教育家 

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机构 幼儿教育家 



（一）幼儿教育机构的发展 

中国第一所： 

世界第一所： 

1840年，福禄贝尔，德国，“幼儿园” 

1903年，端方，中国，“湖北幼稚园” 
（1904年，改为“武昌蒙养院”） 



（二）幼儿教育家 

序号 人物 著作 思想 

1 夸美纽斯 

2 福禄贝尔 

3 蒙台梭利 

4 杜威 

5 佩斯泰洛齐 

6 洛克 

7 卢梭 

8 陶行知 

9 陈鹤琴 

10 张雪门 



10-1 夸美纽斯 

1.捷克，教育史上的“哥白尼”和“现代教育之父”。 
2.著作： 
《母育学校》第一部论述学前教育的专著 
《世界图解》第一部对幼儿进行启蒙教育的看图识字
课本 
3.教育思想 
①“泛爱”主义的教育主张。 
②“百科全书”式教育。 
③幼儿教育思想。四级学制：第一级是婴幼儿期
（0～6岁），儿童在“母亲的膝前”即母育学校接受
教育。 
④教学基本理论。夸美纽斯坚持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 
⑤班级授课制。 



10-2 福禄贝尔 

1.德国，“幼儿园之父”。 
2.著作：《母亲之歌与爱抚之歌》 
3.教育思想 
①幼儿自我发展的原理。 
②提出了幼儿园的任务。 
③创制了“恩物”，圆球、立方体和圆柱体。 
④强调作业的重要性。 
⑤游戏理论。福禄贝尔是第一个阐明游戏教育价值
的人，“游戏是生命的镜子”。 
⑥亲子教育。要让孩子在爱中成长，首先就必须教
育母亲。 



10-3 蒙台梭利 

1.意大利著名女教育家。 
2.著作：《童年的秘密》、《有吸收力的心智》 
3.教育思想 
①两个“胚胎期” 
②吸收性心智 
③敏感期 
4.教育实践： 
①1907年，创办“儿童之家”。 
②蒙台梭利教学法：日常生活教育、感觉教育、数
学教育、语言教育、纪律教育等。 



10-4 杜威 

1.美国著名教育家，“20世纪影响最大的教育家”。 
2.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我的教育信条》
《儿童与课程》《学校与社会》 
3.教育思想 
①教育的本质。“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
即经验的改造”。 
②教育的目的。“教育无目的论” 
③教育的中心。“三中心”（儿童、经验、活动）。 
④教育方法。 
倡导“做中学”；确立新的课程观。课程教材必须
以社会生活为基础，而且随知识的发展而发展。 



10-5  裴斯泰路奇 

1.瑞士著名教育家，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心理学
化”口号的教育家，第一位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思想付诸实践的教育家。 
2.著作：《隐士的黄昏》《林哈德和葛笃德》 
3.教育思想 
①爱的教育。“用单纯的慈爱办教育也是没用的，
只有慈爱和威严互相结合才行。” 
②要素教育理论。“使通过感觉印象而获得的认识
得以清晰的手段，来自数、形、词。” 
③教育实践活动。1798年，创办孤儿院；1800年小
学。确立了“教育心理学化”的思想。 



10-6  洛克 

1.英国教育家 
2.著作：《教育漫话》、《工作学校计划》、《理
解能力指导散论》、《人类理解论》 
3.教育思想 
①提出了“白板说”。 
②绅士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绅士，所谓绅士，
就是一种有德行、有学问、有能力、有礼貌的人。
③幼儿体育。 
④幼儿德育。 
⑤幼儿智育。 



10-7  卢梭 

1.法国教育家 
2.著作：《爱弥儿》、《新爱洛绮丝》 
3.教育思想 
①强调儿童的发现。 
②强调教育应当尊重自然。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然人” 
教育的三个来源，“自然”“人”和“事物”。 
教育遵循自然：卢梭提倡的自然教育，归根结底就
是教育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适应幼儿天性的发
展，促使幼儿身心的自然发展。 



10-7  洛克 

③教育的阶段论。婴儿期（出生～2岁）：主要任务
是保障婴幼儿的身体健康，以身体养护为主。幼儿
期（3～12岁）：“理性睡眠时期”。少年期（12～
15岁）；注重知识教育和劳动教育。青年期（15～
20岁）：注重道德、宗教及情感的教育。 
④“否定教育”。对儿童特别是年幼儿童进行教育，
其首要目的就是保护儿童善良的本性，他主张教育
要与儿童天性的自然发展一致起来。 
⑤自然后果法：以自然教育理论为依据，卢梭在道
德教育上提出了“自然后果法”。他强调对于幼儿
的过失不必加以责备和处罚，而要利用幼儿过失所
造成的自然后果，使他们自食其果，从而使他们认
识其过失并予以改正。 



10-8  陶行知 

1.中国教育家，南京燕子矶幼儿园，乡村教育先驱。 
2.著作：《中国教育改造》 
3.教育思想 
①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
做合一” 
②三病“外国病、费钱病、富贵病”，三治“中国的、
省钱的、平民的”幼儿园。 
③重视幼儿教育。“幼儿教育实为人生之基础”，是
“根本之根本”“小学教育应当普及，幼稚教育也应
当普及”。 
④生活是教育的中心。 
⑤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 
⑥解放幼儿的创造力。头、手、眼、口、时间、空间 
 



10-9  陈鹤琴 

1.中国幼儿教育之父，南京鼓楼幼稚园。 
2.著作：《陈鹤琴全集》《家庭教育》 
3.教育思想 
①“活教育”：教育三大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
现代中国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大自然、
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 
②“五指活动课程”：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
动、艺术活动、文学活动。 
③“整个教学法”：强调以幼儿经验、身心发展特点
和社会发展需要作为选择教材的标准；反对实行分科
教学，提倡综合的单元教学，以社会自然为中心。 
④主张游戏式教学。 



10-10  张雪门 

1.中国著名幼儿教育家，行为课程论的代表人物。 
2.著作：《幼儿教育新论》《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
3.教育思想 
①幼稚园行为课程。张雪门指出行为课程的要旨是以
行为为中心，以设计为过程。 
②幼儿师范的见习和实习。“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从科学知识取向转向儿童经验取向的代表性著作
是（  ）【 2015年上半年 单选题】 

 
A.《理想国》  B.《爱弥儿》 
C.《大教学论》D.《林哈德与葛杜德》 

参考答案:B 



2. 创建“活教育”体系的教育家是（    ）。

【2012年下半年 单选题】 

A.陈鹤琴   B.福禄贝尔 

C.杜威     D.蒙台梭利 

参考答案:A 



3. 提出“教育即生活”的教育家是（    ）。 

【2013年上半年 单选题】 

A.蒙台梭利    B.福禄贝尔 

C.卢梭        D.杜威 
 

参考答案:D 



4.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注重“教学做”合一，强

调（）。【2014年上半年 单选题】 

A.“学”是中心    B.“教”是中心 

C.“做”是中心    D.“教”与“学”是中心 

 

参考答案:C 



第二章   学前教育活动的原则和特点 

教育 幼儿

教育 



本章历年真题分布 

2017（下） 
2017（上） 
2016（下） 
2016（上） 
2015（下） 
2015（上） 
2014（下） 
2014（上） 



第一节  幼儿园教育的原则 

教育一般 

原则 

幼儿教育特殊

原则 



一、教育的一般原则 

（一）尊重儿童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的原则 

（二）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原则 

（三）面向全体，重视个别差异的原则 

（四）独立自主性原则 

（五）发展适宜性原则 

（六）综合性原则 

 



二、学前教育的原则 

（一）保教结合的原则 

（二）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 

（三）教育的活动性和活动的多样性原则 

（四）发挥一日活动整体教育功能的原则 



第二节  学前教育的特点 



一、学前教育的非义务性 

二、学前教育保教结合 

三、学前教育的启蒙性 

四、学前教育的直接经验性 

五、学前教育的游戏性 

六、学前教育的活动性 

七、学前教育的潜在性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某教师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提供了不同难
度的操作材料，这遵循了（  ）。 
【2013年上半年 单选题】 
A．活动性原则 
B．直观性原则 
C．整体性原则 
D．因材施教原则 

【参考答案】D 



2.幼儿园教育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参考答案】 
幼儿园教育的特点： 
1 .启蒙性 
2 .生活化 
3 .游戏性 
4 .活动性 
5 .潜在性 



第三章   幼儿园班级管理 

幼儿园班级
与管理 

幼儿园班级管理的 

内容、方法、原则 



第一节  幼儿园班级与管理 

一、幼儿园班级管理的含义 

  幼儿园班级管理是指幼儿园班级中的保教人

员通过组织、计划、实施、调整等环节，把幼儿

园的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等资源充分

运用起来，以达到高效率实现保育和教育的目的。 



二、幼儿园班级管理的目的 
    班级管理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
活动，这一活动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教育目标，使学生
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 
 
1．发展幼儿的自律能力和行为的有序性 
2．发展幼儿良好的情绪和情感 
3．幼儿园正常生活和学习的保障 



三、幼儿园班级管理的意义 

（一）提高幼儿园管理的整体效益 

（二）保证保教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协调和统一各种教育力量 

（四）促进优良班集体的形成 

（五）培养幼儿自我管理的能力 



第二节  幼儿园班级管理的内容、方法和原则 

一、幼儿园班级管理的内容 

生活
管理 

教育
管理 

物品
管理 

其他
管理 



二、幼儿园班级管理的方法 

（一）规则引导法 

    规则引导法是指用规则引导幼儿行为，使其与集

体活动的方向和要求保持一致或确保幼儿自身安全不

危及他人的管理方法。规则引导法是对班级幼儿最直

接和最常用的管理方法。 

规则引导法的注意事项： 

（1）规则的内容要明确且简单易行。 

（2）要提供给幼儿实践的机会，使幼儿在活动中掌握

原则。 

（3）教师要保持规则的一贯性。 

 



（二）情感沟通法 

    情感沟通法是指通过激发和利用师生间或幼儿间

以及幼儿对环境的情感，以引发或影响幼儿行为的方

法。 

情感沟通法的注意事项： 

（1）教师要观察幼儿的情感表现。 

（2）教师要经常对幼儿进行移情训练。 

（3）教师要保持和蔼可亲的个人形象。 



（三）互动指导法 

    互动指导法是指幼儿园教师、同伴、环境等相互

作用的方法。因为班级活动的本质是由幼儿参与的、

同指向的对象发生相互作用的活动，即班级活动过程

就是幼儿与不同对象互动的过程。 

互动指导法的注意事项： 

（1）教师对幼儿的互动指导具有适当性。 

（2）教师对幼儿的互动指导要有适时性。 

（3）教师对幼儿的互动指导要有互动性。 



（四）榜样激励法 

    榜样激励法是指通过树立榜样并引导幼儿学习榜样

以规范幼儿行为，从而达成管理目的的方法。教师在班

级管理中，可以利用具体的健康形象和成功的行为做示

范，来引导和规范幼儿的行为。 

榜样激励法的注意事项： 

（1）榜样的选择要健康、形象、具体。 

（2）班级集体中榜样的树立要公正、有权威性。 

（3）及时对幼儿表现的榜样行为作出反应。 

 



（五）目标指引法 

    目标指引法是教师以行为结果作为目标，引导幼儿

的行为方向，规范幼儿行为方式的一种管理方法。从行

为的预期结果出发，引导幼儿自觉识别行为正误是目标

指引法的基本特点。 

目标指引法的注意事项： 

（1）目标要明确具体。 

（2）目标要求切实可行，要具有吸引力。 

（3）目标与行为的联系要清晰可见。 



三、幼儿园班级管理的原则 

    班级管理原则是对班级进行管理必须遵循的普遍

性行为准则。它对班级的全面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一）主体性原则 

（二）整体性原则 

（三）参与性原则 

（四）高效性原则 



第四章《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内容 
内容

解读 



本章历年真题分布 

2017（下） 
2017（上） 
2016（下） 
2016（上） 
2015（下） 
2015（上） 
2014（下） 
2014（上） 



第一节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内容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二部分 内容与要求 

第三部分 组织与实施 

第四部分 教育评价 

健康 

语言 

社会 

科学 

艺术 



一、健康领域 

（一）目标 

1．身体健康，在集体生活中情绪安定，愉快。 

2．生活、卫生习惯良好，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3．知道必要的安全保健常识，学习保护自己。 

4．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动作协调，灵活。 



（二）内容与要求 

1．建立良好的师生、同伴关系，让幼儿在集体生活中

感到温暖，心情愉快，形成安全感、信赖感。 

2．与家长配合，根据幼儿的需要建立科学的生活常规。

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睡眠、盥洗、排泄等生活习惯

和生活自理能力。 

3．教育幼儿爱清洁，讲卫生，注意保持个人和生活场

所的整洁和卫生。 



（二）内容与要求 

4．密切结合幼儿的生活进行安全、营养和保健教育，

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5．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游戏和体育活动，培养幼儿参

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和习惯，增强体质，提高对环境的

适应能力。 

6．用幼儿感兴趣的方式发展基本动作，提高动作的协

调性、灵活性。 

7．在体育活动中，培养幼儿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

意志品质和主动、乐观、合作的态度。 



（三）指导要点 

1．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

在工作的首位。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在重视幼儿身

体健康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 

2．既要高度重视和满足幼儿受保护、受照顾的需要，

又要尊重和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独立要求，避免过度

保护和包办代替，鼓励并指导幼儿自理、自立的尝试。 

3．健康领域的活动要充分尊重幼儿生长发育的规律，

严禁以任何名义进行有损幼儿健康的比赛、表演或训

练等。 

4．培养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是幼儿园体育的重要目

标，要根据幼儿的特点组织生动有趣、形式多样的体

育活动，吸引幼儿主动参与。 



二、语言领域 
（一）目标 
1．乐意与人交谈，讲话礼貌。 
2．注意倾听对方讲话，能理解日常用语。 
3．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事。 
4．喜欢听故事，看图书。 
5．能听懂和会说普通话。 



（二）内容与要求 
1．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支持、鼓
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体验语言
交流的乐趣，学习使用适当的、礼貌的语言交往。 
2．养成幼儿注意倾听的习惯，发展语言理解能力。 
3．鼓励幼儿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尝试说明、描述简单的事物或过程，发展语言表达能
力和思维能力。 
4．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感受语
言的丰富和优美，并通过多种活动帮助幼儿加深对作
品的体验和理解。 



（二）内容与要求 
5．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号的
兴趣。 
6．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
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 
7．提供普通话的语言环境，帮助幼儿熟悉、听懂并
学说普通话。少数民族地区还应该帮助幼儿学习本民
族语言。 
。 



（三）指导要点 
1．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发展幼
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敢说、喜欢
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 
2．幼儿语言的发展与其情感、经验、思维、社会交
往能力等其他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发展幼儿
语言的重要途径是通过互相渗透的各领域的教育，在
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去扩展幼儿的经验，提供促进语言
发展的条件。 
3．幼儿的语言学习具有个别化的特点，教师与幼儿
的个别交流、幼儿之间的自由交谈等，对幼儿语言发
展具有特殊意义。 
4．对有语言障碍的儿童要给予特别关注，要与家长
和有关方面密切配合，积极地帮助他们提高语言能力。 



三、社会领域 
（一）目标 
1．能主动地参与各项活动，有自信心； 
2．乐意与人交往，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有同
情心； 
3．理解并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 
4．能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不怕困难，有初步
的责任感； 
5．爱父母长辈、老师和同伴，爱集体，爱家乡，
爱祖国。 



（二）内容和要求 
1．引导幼儿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体验与教师、同伴等共
同生活的乐趣，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养成对他
人、社会亲近、合作的态度，学习初步的人际交往技能。 
2．为每个幼儿提供表现自己长处和获得成功的机会，增
强其自尊心和自信心。 
3．提供自由活动的机会，支持幼儿自主地选择、计划活
动，鼓励他们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解决问题，不轻易放弃克
服困难的尝试。 



（二）内容和要求 
4．在共同生活和活动中，以多种方式引导幼儿认识、体
验并理解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学习自律和尊重他人。 
5．教育幼儿爱护玩具和其他物品，爱护公物和公共环境。 
6．与家庭、社区合作，引导幼儿了解自己的亲人以及与
自己生活有关的各行各业人们的劳动，培养其对劳动者
的热爱和对劳动成果的尊重。 
7．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
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
爱祖国的情感。 
8．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
文化，使其感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培养其理
解、尊重、平等的态度。 



（三）指导要点 
1．社会领域的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幼儿社会
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尤应渗透在多种活动和一日生
活的各个环节之中，要创设一个能使幼儿感受到接纳、
关爱和支持的良好环境，避免单一呆板的言语说教。 
2．幼儿与成人、同伴之间的共同生活、交往、探索、
游戏等，是其社会学习的重要途径。应为幼儿提供人
际间相互交往和共同活动的机会和条件，并加以指导。 
3．社会学习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需要幼儿园、
家庭和社会密切合作，协调一致，共同促进幼儿良好
社会性品质的形成。 



四、科学领域 
（一）目标 
1．对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2．能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 
3．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4．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到
数学的重要和有趣； 
5．爱护动植物，关心周围环境，亲近大自然，珍惜
自然资源，有初步的环保意识。 



（二）内容与要求 
1．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的特点、变化规
律产生兴趣和探究的欲望。 
2．为幼儿的探究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让每个幼儿
都有机会参与尝试，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题，
发表不同意见，学会尊重别人的观点和经验。 
3．提供丰富的可操作的材料，为每个幼儿都能运用
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条件。 
4．通过引导幼儿积极参加小组讨论、探索等方式，
培养幼儿合作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学习用多种方式表
现、交流，分享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5．引导幼儿对周围环境中的数、量、形、时间和空
间等现象产生兴趣，建构初步的数概念，并学习用简
单的数学方法解决生活和游戏中某些简单的问题。 
6．从生活或媒体中幼儿熟悉的科技成果人手，引导
幼儿感受科学技术对生活的影响，培养他们对科学的
兴趣和对科学家的崇敬。 
7．在幼儿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帮助幼儿了解自然、
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从身边的小事入手，培养初
步的环境意识和行为。 



（三）指导要点 
1．幼儿的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在激发幼
儿的认识兴趣和探究欲望。 
2．要尽量创造条件让幼儿实际参加探究活动，使
他们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体验发现的乐
趣。 
3．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利
用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 



五、艺术领域 
（一）目标 
1．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 
2．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
和体验。 
3．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 



（二）内容与要求 
1．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
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他们表现
美、创造美的情趣。 
2．在艺术活动中面向全体幼儿，要针对他们的不同
特点和需要，让每个幼儿都得到美的熏陶和培养。对
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发展他们的艺术潜能。 
3．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术形式
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尊重每个幼儿
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
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4．在支持、鼓励幼儿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并大胆
表现的同时，帮助他们提高表现的技能和能力。 
5．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
手工艺品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他活动。 
6．为幼儿创设展示自己作品的条件，引导幼儿相互
交流，相互欣赏，共同提高。 



（三）指导要点 
1．艺术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应充分发挥艺术的
情感教育功能，促进幼儿健全人格的形成。要避免仅
仅重视表现技能或艺术活动的结果，而忽视幼儿在活
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态度的倾向。 
2．幼儿的创作过程和作品是他们表达自己的认识和
情感的重要方式，应支持幼儿富有个性和创造性地表
达，克服过分强调技能技巧和标准化要求的倾向。 
3．幼儿艺术活动的能力是在大胆表现的过程中逐渐
发展起来的，教师的作用应主要在于激发幼儿感受美、
表现美的情趣，丰富他们的审美经验，使之体验自由
表达和创造的快乐。 
在此基础上，根据幼儿的发展状况和需要，对表现方
式和技能技巧给予适合、适当的指导。 



•  教育活动的选择应体现以下原则： 

（一）既适合幼儿的现有水平，又有一定的挑战性。 

（二）既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又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三）既贴近幼儿的生活来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

问题，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 



•   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

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 

（一）幼儿园的空间、设施、活动材料和常规要求等

应有利于引发、支持幼儿的游戏和各种探索活动，有

利于引发、支持幼儿与周围环境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 

（二）幼儿同伴群体及幼儿园教师集体是宝贵的教育

资源，应充分发挥这一资源的作用。 



（三）教师的态度和管理方式应有助于形成安全、温

馨的心理环境；言行举止应成为幼儿学习的良好榜样。 

（四）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

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

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 

（五）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

儿生活和学习的空间。幼儿园同时应为杜区的早期教

育提供服务。 



•   科学、合理地安排和组织一日生活。 

（一）时间安排应有相对的稳定性与灵活性，既有

利于形成秩序，又能满足幼儿的合理需要，照顾到个

体差异。 

（二）教师直接指导的活动和间接指导的活动相结

合，保证幼儿每天有适当的自主选择和自由活动时间。

教师直接指导的集体活动要能保证幼儿的积极参与，

避免时间的隐性浪费。 

（三）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集体行动和过渡环节，减

少和消除消极等待现象。 

（四）建立良好的常规，避免不必要的管理行为，

逐步引导幼儿学习自我管理。 



• 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 
（一）以关怀、接纳、尊重的态度和幼儿交往。耐心倾
听，努力理解幼儿的想法与感受，支持、鼓励他们大胆
探索与表达。 
（二）善于发现幼儿感兴趣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
所隐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时机，积极引导。 
（三）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与反应，敏感地觉察他
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形成合作探究式的
师生互动。 
（四）尊重幼儿在发展水平、能力、经验、学习方式等
方面的个体差异，因人施教，努力使每一个幼儿都能获
得满足和成功。 
（五）关注幼儿的特殊需要，包括各种发展潜能和不同
发展障碍，与家庭密切配合，共同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二、《纲要》的理念 
（一）终身教育的理念 
《纲要》各领域的目标、内容和要求、指导要点以及

组织实施与评价均一致地将培养幼儿终身学习的基础
和动力放在核心地位，强调教育活动“要符合幼儿的
现实需要，有利于长期发展”。 
终身持续发展最基本的素质是积极主动的态度、强烈

的学习兴趣、有效地与环境互动的能力、初步的合作
意识、责任感等。 
（二）以幼儿发展为本的理念 
《纲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尊重幼儿、保障幼儿权利、

促进幼儿全面和谐发展的儿童观。也就是说，要以幼
儿的发展为本，阐明了幼儿的现实生活本身对幼儿成
长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未来生活的准备。 



（三）科学的幼儿教育理念 
《纲要》在目标方面，把情感作为幼儿认知发展的推

动力，同时也引导幼儿认知的情感化。在内容方面，
吸收了建构主义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视知
识为动态变化的幼儿主动建构。在实施原则方面，保
证幼儿的游戏、自由和自发的活动时间。在学科融合
方面，将各领域有机整合起来，使教育贴近生活，综
合化、多样化、具体化。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下列属于幼儿园语言教育目标的是（  ）。

【2013年下半年选择】 

     

    A．能认读拼音字母           

    B．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事 

    C．能认读一定量的汉字   

    D．能正确书写常用汉字 

参考答案： B 



    2．幼儿阶段开始出现书面言语的发展，其书面
言语发展的重点是（  ）。【2012年下半年单选】 
     
    A．识字                   B．写字 
    C．阅读                   D．写作 

参考答案： A 



    3. 教师在幼儿书写准备的指导中，不恰当的

做法是（   ）。【2016年上半年单选】 

    A．用图画和符号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 

    B. 书写自己的名字 

    C．养成正确的写画姿势 

    D．学习书写常见汉字 

参考答案：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