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幼儿园教育活动概述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 



考点 
年份 

幼儿园教育活动
概述 

幼儿园教育活动 
设计 

2017（下） 活动设计 

2017（上） 活动设计 

2016（下） 活动设计 

2016（上）   科学活动设计 

2015（下）   体育活动设计 

2015（上）   活动设计 

2014（下）   活动设计 

本章历年真题分布 



第一节    幼儿园教育活动概述 



一、幼儿园教育活动的含义 

 

   《幼儿园工作规程》提出：“幼儿园教育活动是

有目的、有计划引导生动、活泼、主动活动的，多

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幼儿园的教育活动具体包括游戏活动、教学活

动和生活活动三大块，三者构成幼儿园教育活动的

有机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有机结合，

共同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二、幼儿园教育活动的类型 

划分
依据 

活动
类型 

含义 特点 

 
 
以组
织形
式划
分 

集体
教育
活动 

指全班一
起进行的
活动形式。 

集中性和统一性，是一种高
效性的组织形式。 

小组
教育
活动 

指部分幼
儿一起进
行的活动
形式。 

有利于教师对幼儿活动情况
的了解和指导，有利于因材
施教，有利于幼儿之间的相
互交往与合作，可为幼儿提
供更多的交流与操作机会。 



划分
依据 

活动
类型 

含义 特点 

 
以组
织形
式划
分 
 

个别
教育
活动 

指幼儿的自
我学习活动
或教师对幼
儿的个别教
育活动。 

可以满足幼儿的个人需要
和兴趣，是教师有意安排、
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 

自选
教育
活动 

是幼儿自己
选择教育方
式的活动。 

幼儿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
需要，自由选择活动的内
容、材料，并由自己决定
活动的方式和合作伙伴等。 



划分依据 活动类型 

以教育活动的 
预设程度划分 

正规教育活动 

非正规教育活动 

以教师指导程度 
划分 
 

指令性活动 

自主活动 



划分依据 活动类型 

以知识经验的组织形式 
划分 

分科活动 

综合活动 

以活动的空间 
划分 

室内活动、户外活动、社
区与郊游活动 

以幼儿的学习形式 
划分 

阅读活动、游戏活动、探
索活动 



三、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方法 

（一）游戏法 
（二）操作法 
（三）参观法 
（四）谈话、讨论法 
（五）讲解、讲述法 



四、幼儿园教育活动的途径 
（一）学习环境 
（二）专门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 
（三）日常活动与生活 
（四）家园合作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简述幼儿集体教学的利与弊。【2014年上半年简答】 

【参考答案】 
(一)幼儿集体教学的优点 
  1.高效、经济、公平; 
  2.对幼儿学习和发展的引领性强; 
  3.系统性强; 
  4.形成学习共同体，培养集体感。 
   



  (二）幼儿集体教学的弊端 
  1.集体教学的功能定位不准确，与日常生活和游
戏的关系和联系不清楚。 
  2.各领域的教育目标定位不清，核心价值难以体
现。 
  3.幼儿在各领域发展的年龄特征、学习特点与实
际发展水平把握不准，教学目标或高或低，比较空泛，
而且重知识技能类目标，轻情感态度类目标。 
  4.教学内容的“含金量”不大，难易程度不适
当;“含金童”较大的内容其教育价值也往往得不到充
分的发掘。 
  5.教学过程缺乏有效的师生互动，“启发引导”
不足，“灌输控制”有余，幼儿多处于被动学习状态。 
  6.教学方法单一，与幼儿学习特点不符，或者虽
花样翻新，但华而不实，不能有效地促进学习等等。 



第二节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 



一、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含义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是对教育活动的目标、

内容和步骤的预期，即依据一定的教育目标，选择

一定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对幼儿实施教育影响的方

案。 



二、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一般要求 

（一）活动名称的设计 

    活动名称即一次具体的教育活动的题目。活动名

称的设计要求为： 

    1．从活动名称能大概了解本次教育活动的主要

内容和目标。 

    如：“想喝水就去喝”“一年四季我知道”等。 

    2．在取名称时注意尽量符合儿童化的特点。 

    如：“我升中班啦！”“谁对谁不对”等。 

    3．书写内容要完整。一个完整的教育活动名称

应包括：活动类型、活动名称、年龄班。 



（二）设计意图 

 

   1．从活动内容出发，分析活动产生的原因 

   2．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活动产生的背景 

   3．从幼儿角度出发 



（三）活动目标 

    幼儿园教育活动目标是幼儿园教育活动方案的

“指南针”，是指通过某一次或某几次教育活动所

期望取得的效果。活动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认知目标 

   （2）动作技能目标 

   （3）情感目标 



认知目标分类的具体内容如下表： 

学习

水平 
含义 举例 

知识 事实性信息的回忆 
回忆上一节课所学的

儿歌 

领会 

理解的最低水平；领

悟教材、观念、事实

和理论的能力 

用自己的话表述故事

里的内容 

运用 

将所学原理、观点正

确地应用于新的情境

之中 

学习了加减法之后，

学生能到模拟商店自

由购物 



（四）活动准备的设计 

    准备工作是实施活动的前提，它直接影响着幼

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活动的进程和实际效果。 

 

活动准备包括： 

1.知识准备    

2.情感准备     

3.材料准备 



（五）活动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是教师按照活动目标，通过有计划开

展教育活动必须让幼儿掌握的重要的知识或经验，

它是相对于所学的教育内容主次而言的，也是教师

教育活动反思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之一。 

    教师要分析儿童的发展，找准重难点，以期实

施教学，达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目的。 



（六）活动过程的设计 

    1．活动的开始部分（活动导入） 

    （1）导人的要求：精练；巧妙；准确。 

    （2）导人方式：教具导入、演示（悬念）导人、作

品导入、游戏导入、歌曲导入等。 

    2．活动的基本部分（活动展开） 

    3．活动的结束部分 

    （1）结束的策略要求 

        ①首尾照应、结构完整 

        ②水到渠成，适可而止 

    （2）结束方式 

    在幼儿教育活动中，教师常用的结束方式有总结归纳

、自然结束、游戏表演、操作练习等。 



（七）活动延伸 

    广义的活动延伸，指在具体活动结束以后，教师

为巩固幼儿所学内容，更好地实现活动目标所设计

的一切活动。 

 

 



 

（八）活动评价 

    活动评价即教学小结，它应包括教师对本次活

动内容的总结，突出重难点，也包括对活动中幼儿

的行为表现的小结。活动评价是教师教学活动必不

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活动名称（年龄班） 

    （设计意图） 

    一、活动目标 

    二、活动准备 

    三、活动重点、难点 

    四、活动过程   1.导入 

                   2.活动展开 

                   3.结束 

    五、活动延伸 



二、应注意的问题 
 
   1.设计要层次分明、条理清晰。 

   2.要有目标意识，围绕活动目标，为实现目标开

展相关活动。 

   3.应充分考虑如何突出重点，如何突破难点。 

   4.设计启发性提问，要通过提问激发兴趣，充分

调动幼儿学习的主体性。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某幼儿园的院子里有几种高大的树，也有一些比
较低矮的灌木。请你结合 院子里的这些资源，设计
一个题为“幼儿园的树木”的中班主题活动方案(含 
3 个子活动)， 要求写出总目标，每个子活动的名
称、目的和主要环节。【2015年上半年活动设计题】  



2.设计大班主题活动方案，要求写出主题活动名称、
主题活动总目标2个子活动，每个子活动包括：活
动名称、活动目标、活动准备和活动主要环节。 
 
周一早晨户外活动，幼儿被园子里五颜六色的花吸
引了，有的在指认花的颜色，红的、黄的、白的、
紫的;有的在数花瓣、三瓣、五瓣的、六瓣的，有
的在争论花的名称，他们发现有的花朵长得一样但
颜色不一样，有的花朵有香味，有的花朵没有香
味……户外活动结束了，幼儿还一直很兴奋地谈论
着……。(30分)【2016年下半年活动设计题】 



第四章  环境创设 

幼儿园
环境创
设的原
则和方
法 

幼儿园
心理环
境创设 

常见活
动区 

幼儿教
育与家
庭、社
区、小
学 



考点 
年份 

幼儿园
环境的
分类 

环境创
设的原

则 

幼儿园
心理环
境创设 

常见
活动
区 

幼儿园
与 

家庭 

幼小衔
接 

2017（下） 论述 

2017（上） 简答 简答 论述 

2016（下）             

2016（上）             

2015（下）         论述 

2015（上）             

2014（下）   材料         

本章历年真题分布 



第一节  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原则和方法 



一、幼儿园环境概述 

（一）幼儿园环境的定义 

    广义的幼儿园环境是指幼儿园教育赖以进行的

一切条件的总和。“包括幼儿园内部环境，又包括

园外的家庭、社会、文化等大环境。 

 

    狭义的幼儿园环境是指幼儿园内影响幼儿身心

发展的一切因素。 

 



（二）幼儿园环境的特点 
    1．教育性 
    2．可控性 
 
 
（三）幼儿园环境的分类 
    根据构成内容的性质差异来划分，幼儿园环境
可分为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二、幼儿园环境创设的意义（重要性） 

   （一）提供儿童发展保障 

   （二）促进儿童身心健康 

   （三）激发儿童创造潜能 



三、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基本要求 

   （一）舒适度要求 

    幼儿只有在最舒适的环境中，才能获得最大

的舒适感和快感。人体对环境的舒适度要求包括

空气、采光、温度、声音以及色彩等方面。 

   （二）适宜度要求 

    指幼儿园空间环境的创设应适合于幼儿生理

和心理的特点。 

   （三）和谐要求 

    它着重协调环境与人之间、环境诸要素之间、

各要素内部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寻求环境的

整体审美效果。 



四、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原则 

 

   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原则是教师在创设幼儿园环

境时应遵循的基本要求。 

   1．环境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原则 

   2．发展适宜性原则 

   3．幼儿参与性原则 

   4．开放性原则 

   5．安全性原则 

   6．经济性原则 



五、幼儿园环境创设的方法 

 

（一）方法 

     1．讨论法 

     2．探索法 

     3．操作法 

     4．评价法  



（二）应遵循的原则 

     1．室外布置原则 

        ①安全性原则 

        ②美化、绿化的原则 

     2．室内布置原则 

        ①教育性原则 

        ②主体性原则 

        ③创造性原则 

        ④美观、经济的原则 



（三）各个方面的实施 
 
     1．户外环境的创设 
      （1）地面 
      （2）器械设备 
      （3）游戏场地的结构 
      （4）绿化 
     2．室内环境的创设 
      （1）活动室面积与空间利用 
      （2）室内环境的结构 
      （3）材料的投放 



六、教师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作用 
 
    教师是幼儿园环境创设中重要的人为要素，在
幼儿园环境创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准备环境 
    为了使幼儿能够更快乐、更轻松地学习和游戏，
教师必须准备一个与教育相适宜的环境，这是教师
的职责所在。教师在准备环境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让环境蕴含目标；2．增加幼儿的兴趣；3．增
强幼儿的参与意识 
   （二）控制环境 
   （三）调整环境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幼儿园环境分为物质环境和（   ）。

【2012年上半年单选】 

    A．社会环境             B．精神环境 

    C．城市环境             D．局部环境 

参考答案： B 



2．简述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原则。【2012年上半年简答】 
 
    【参考答案】 

（1）环境与教育目标一致的原则 
（2）发展适宜性原则 
（3）幼儿参与的原则 
（4）开放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 



 
3．材料：【2014年上半年材料】 
   幼儿园大（1）班开展识字比赛，老师为此创设
了班级墙面环境。 
   问题：请根据创设环境基本原则，对材料中的
识字比赛创设环境进行解析。 



【参考答案】 
该案例中墙面环境体现了环境创设的基本原则，
值得肯定和提倡。 
(一)环境与教育目标一致的原则 
(二)适宜性原则 
(三)经济性康则 
   



第二节  幼儿园心理环境创设 



   一、心理环境创设的含义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
“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
境，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在快乐的
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的和谐发展。” 
 
    幼儿园心理环境是指幼儿园内对幼儿发展产生
影响的一切心理因素的总和，主要包括人际关系、
精神氛围、保教人员的教育观念与行为等。 



二、幼儿园心理环境创设的意义 

 

   （一）有利于幼儿适应幼儿园生活 

   （二）有利于幼儿形成良好个性，适应社会生活 

   （三）有利于幼儿园员工的成长与发展 

 

 



三、幼儿园心理环境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1．良好的心理环境能使幼儿产生积极愉悦的

情绪，有助于形成幼儿活泼、开朗、信任和自信的

性格特征。 

    2．有助于幼儿思维的活跃和智力的开发。 

    3．有助于幼儿整个机体的化学物质和免疫系

统处于平衡状态，进行正常的吸收、消化和代谢，

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 



四、幼儿园心理环境的创设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二）发展性原则 

   （三）参与性原则 

   （四）开放性原则 



五、幼儿园心理环境的创设要求 

   （一）创设优美、整洁的物质环境 

   （二）创设幼儿园成人之间和谐的精神环境 

   （三）建立安全、温暖、互相信任的师幼关系 

       1．教师应该热爱并尊重幼儿 

       2．教师应该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 

   （四）建立幼儿间良好的同伴关系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简述幼儿园心理环境创设的重要意义。 
【2011年下半年简答】 
 
 
 
【参考答案】幼儿园心理环境创设的意义： 

(1)有利于幼儿适应幼儿园生活； 

(2)有利于幼儿形成良好个性，适应社会生活； 

(3)有利于幼儿园员工的成长与发展。 



2.作为幼儿教师，如何在保教活动中营造良好的心

理氛围?【2017年上半年简答】 

【参考答案】 

(1)营造温暖、放松的心理环境，让幼儿形成安全感

和信赖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保持良好的情绪状

态，以积极、愉快的情绪影响幼儿。以欣赏的态度

对待幼儿。注意发现幼儿的优点，接纳他们的个体

差异，不简单与同伴做横向比较;保护幼儿自尊心，

幼儿做错事时要冷静处理，不厉声斥责，更不能打

骂。 



(2)帮助幼儿学会恰当表达和调控情绪 教师用恰
当的方式表达情绪，为幼儿做出榜样。 
(3)尊重幼儿、让幼儿主动发展尊重幼儿的人格、
需要、兴趣。教师遇事要和幼儿商量，把幼儿当
做活动的主人，允许孩子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4)建立团结友爱的班集体，充分利用幼儿集体的
教育力量。 
(5)加强教师自身修养，以身示范。 



第三节      常见活动区 



    活动区，又称“区域活动”或者“区域游戏”，
指利用活动室、睡眠室、走廊及室外场地来设置各
种区角，依据教育目标、幼儿的兴趣和发展需要以
及主题活动发展进程，在各区角投放一定的材料，
让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选择活动内容和活动
方式的小组化、个体化教育活动的一种形式。 
 
    活动区的设置具有开放性、可操作性、灵活性、
个性化等特点，有利于幼儿进行个别活动和自由探
索，有利于个体的主体性发展。 



一、活动区的功能 
 
    （一）为幼儿创设互动的学习环境 
    （二）为幼儿提供个别化的学习机会 
    （三）为幼儿提供静态和动态相平衡的课程 

 
二、活动区创设的原则 
 
    （一）教育性原则 
    （二）整体性原则 
    （三）共同发展原则 
    （四）动态性原则 



三、活动区材料投放利用的具体要求 

 

（一）按目标投放材料 

（二）按主题投放材料 

（三）投放不同层次的材料 

（四）分期分批投放材料 

（五）有些材料需随时投放 



四、活动区创设的注意事项 

 

   （一）注意动静分开 

   （二）注意活动区间的相对封闭与分割 

   （三）注意行走方便 

   （四）注意光线的明暗 

   （五）注意安全卫生  



五、常见的活动区 

    美工区、积木区、角色扮演区、科学区、图书

区、木工区、音乐区、沙水区、电脑区、益智区、

语言区、数学区。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下列关于幼儿游戏活动区的布置，正确的说法是

（   ）。 
【2012年上半年单选】 
    A．以阅读为主的图书区可与娃娃家放在一起 
    B．自选游戏环境的创设是由教师进行的 
    C．可在积木区提供一些人偶、小动物、交通工具
模型等辅助材料 
    D．娃娃家应该是完全敞开式，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里面有什么 

参考答案： C 



第四节  幼儿教育与家庭、社区、小学 



一、幼儿园与家庭 
 
  （一）幼儿园与家庭合作的含义 
 
    家园合作是指幼儿园和家庭双方积极主动地相
互了解、支持、配合。共同促进学前儿童的身心和
谐发展的活动。 
 
       1．家庭是幼儿成长最自然的生态环境 
       2．家庭是幼儿的第一所学校 
       3．家长是幼儿园重要的教育力量 



（二）家园合作对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性 
 
    1．家园合作能为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
的条件 
    2．家园合作有利于家长资源的充分利用 
    3．家园配合一致，促进幼儿健康和谐发展，
改进家庭教育 



（三）家园合作的主要内容 
 
     1．鼓励和引导家长参与幼儿园教育 
     家长参与幼儿园教育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参
与和间接参与两种形式。 
     2．幼儿园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教
育方法 
     通过与幼儿教师的沟通，家长能够形成正确
的育儿观念，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促进幼儿更健
康地成长。 



（四）与家长沟通的策略 
 
   1．换位思考，尊重家长 
   2．客观评价，取得信任 
   3．讲究方法，艺术沟通 
   4．软化矛盾，冷静处理 



（五）与家长沟通的方法 
    1．家访工作 
    2．家长委员会 
    3．电话联系 
    4．亲子活动、节日联欢、开放日 
    5．入园、离园 
    6．家长学校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   ）是指家长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幼儿
园的一些教育教学活动，协助教师的工作，以丰富
幼儿的学习经验，达到家庭与幼儿园的相互配合与
协调一致。【2011年下半年单选】 
 
    A．家长学校            B．家长参与 
    C．家长会                   D．家访 

参考答案： B 



   2.（   ）是指家长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幼儿
园的一些教育教学活动，协助教师的工作，以丰富
幼儿的学习经验，达到家庭与幼儿园的相互配合与
协调一致。【2011年下半年单选】 
 
    A．家长学校       B．家长参与 
    C．家长会              D．家访 

参考答案： B 



  3.幼儿教师了解幼儿最好的信息来源是（   ）。
【2011年下半年单选】 
 
     A．同龄人            B．社区人士 
     C．家长                   D．教养员 

参考答案： C 



4.材料：【2012年上半年材料】 

    星期一，A老师埋怨地说：“孩子在家过了一个双休

日，再回到幼儿园后，许多良好的行为习惯就退步了，

不认真吃饭，乱扔东西，活动时喜欢说话，真不知孩子

在家时，家长是怎么教育的！”站在一旁的B老师颇有同

感地说：“是啊，如果家长都能按我们的要求去教育孩

子，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A老师接着说：“可这些

家长不按我们的要求去做倒也罢了，还经常给我们提这

样那样的意见，好像我们当老师的还不如他们懂得多，

真拿这些家长没有办法……” 

    问题：（1）请你运用幼儿园与家庭相互配合的有关

理论，分析和评论A、B老师的教育观点。 

   （2）并具体谈谈家园合作对幼儿发展的重要意义与

目前存在的误区。 



二、幼儿园与社区 
 
（一）幼儿园与社区合作的意义 
     1．适应世界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2．适应幼儿自身发展的需要 
     3．适应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发展的需要 
（二）幼儿园对社区资源的利用 
     1．利用社区的地域环境优化幼儿园教育 
     2．利用社区的人口环境优化幼儿园教育 
     3．利用社区的文化环境优化幼儿园教育 
（三）发掘园内资源，搞好社区服务 



三、幼儿园与小学 
 
   （一）幼小衔接 
    幼儿园与小学衔接是指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
衔接。 
   《幼儿园工作规程》明确指出，幼儿园和小学
应密切联系，互相配合，注意两个阶段教育的相互
衔接。 



1．造成幼儿园与小学不衔接的原因 
   （1）幼儿阶段与小学阶段的不同教育特点 

教育特点 幼儿园 小学 

主导活动
不同 

多样、丰富的游戏，上课，教学方法相对固
定、单一 

作息制度
及生活管
理不同 

节奏宽松，游戏活
动时间较多 

节奏快速、紧张，作息
制度非常严格 

师生关系
不同 

个别接触机会多、
时间多 

个别接触少，涉及面较
窄 

环境设备
不同 

教室的环境布置生
动活泼 

教室的环境布置相对严
肃 

对幼儿的
要求和期
望不同 

对幼儿的要求相对
宽松 

对小学生的要求相对严
格和具体 



2．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重要性 
    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对幼儿和小学生的发展都
具有重要意义。幼小不衔接造成幼儿入学后各方面
的问题，严重影响身心发展。 
 
3．幼小衔接的意义 
    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是双向互接的关系。一方
面，幼儿园要为幼儿人小学积极作准备，使幼儿顺
利地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 
    另一方面，小学也应以幼儿园保教目标为基础，
引导孩子顺利地度过幼儿园向小学过渡的阶段。实
现幼儿园与小学的顺利衔接，既是幼儿园应有的教
育责任和义务，也是小学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二）幼儿园实施幼小衔接工作的指导思想 
 
     1．长期性而非突击性 
     2．整体性而非单项性 
     3．培养入学的适应性而非小学化 
     在幼小衔接工作中的误区之一就是小学化倾
向严重。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提前让
幼儿学习小学的教材；另一方面，用小学教育的组
织形式与方法对待幼儿园的幼儿。这些做法，严重
违背了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是造成幼儿怕学、厌
学，养成不良学习习惯的重要原因。 



（三）幼儿园方面的幼小衔接工作 
 
    1．幼小衔接工作的主要内容 
    应注意如下几点：进行幼儿园与小学教育的双
向改革；转变观念，提高教师素质，结合地区特点
及幼儿身心发展的个别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幼小衔
接工作；加强家、园、学校、社区力量的相互配合。 
    2．幼小衔接工作的方法 
    ①培养幼儿对小学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②培养幼儿对小学生活的适应性 
    ③帮助幼儿做好入学前的学习准备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良好的非智力品质；
发展思维能力和基础能力。 



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1.下列有关幼小衔接的说法，正确的是（   ）。
【2013年下半年单选】 
 
A．幼儿入学适应困难，是因为幼儿园教育过于游戏
化 
B．幼小衔接完全是幼儿园的责任 
C．幼儿因的幼小衔接工作不仅仅在大班，小中班也
应该开展 
D．幼小衔接主要是教幼儿拼音、认字等内容 

参考答案：C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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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论述】 

【参考答案】 
首先，幼儿园教育有其自身特点。 
其次，幼儿有其自身的身心发展规律。 
①顺序性。 
②阶段性。 
③不平衡性。 



    3.简述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的主要区别。 
【2013年上半年简答】 

【参考答案】 
教育性质不同 
教育目标不同 
教学内容不同 
教学活动形式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