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模块 
  

心理学（发展心理） 
 

主讲：孟画诗 

优师教育2018年上教师资格（笔试）培训 



心理 

发展 

认知发展 含义：知觉、记忆、思维、学习等方面 

情绪发展 含义：喜怒哀乐 

人格发展 含义：个性或是性格与气质 

身心发展 
含义：身体上变化（身高体重性征等）；心理上的
发展特点（不平衡性、连续性等） 

模块框架 



第一章 认知发展  



一、大纲解读 

理解：①理解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论 

掌握：①掌握中学生认知发展的理论、特点与规律 



二、本章框架 

认知发展 

提出问题 认知发展概述 

分析问题 认知发展理论 

解决问题 认知发展不教学的关系 



三、真题分布 

             知识点 
年份 认知发展概述 认知发展理论 认知发展与教学的关系 

2017年上半年 √（选择） 

2016年下半年   √（简答）   

2016年上半年 √（辨析） √（简答）   

2015年下半年   √（选择）   

2015年上半年       

2014年下半年       

2014年上半年       

2013年下半年   √（选择）   

2013年上半年       

2012年下半年   √（选择）   

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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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要点  

第一节  中学生认知发展概述 

一、中学生感知觉发展的特点 

（一）感觉的发展 

1.感受性和观察力进一步发展。  

2.各种感觉能力接近甚至超过成人水平。  

（二）知觉的发展 

1.知觉的有意性和目的性提高。 

2.知觉的精确性和概括性发展起来。 

3.少年期学生开始出现逻辑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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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学生注意发展的特点 

（一）无意注意与有意注意的发展和深化 

1.无意注意不断发展和深化，兴趣爱好逐渐稳定，注意的

发展始于无意注意。 

2.有意注意占有优势地位。  

3.注意特征存在个体差异。  

（二）注意品质的全面发展 

1.注意稳定性提高，但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2.注意广度接近成人。 

3.注意分配能力还不够成熟。  

4.注意转移能力缓慢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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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学生记忆发展的特点 

1.记忆的容量日益增大，短时记忆广度接近成人。 

2.对直观形象的材料记忆要优于抽象材料，对图像记忆要优

于词语。 

3.中学生能主动选择记忆方法，有意记忆逐渐占主导地位。 

4.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记忆逐渐成为主要的记忆手段。 

5.抽象记忆的发展速度较快，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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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学生思维发展的特点 

 1. 青少年的思维能力迅速得到发展，抽象逻辑思维逐渐处于

优势地位。  

 2. 在整个中学阶段，形式逻辑思维逐渐发展，占据主导地位。  

 3. 辩证逻辑思维迅速发展。  

 

五、中学生智力发展的特点 

（一）智力水平得到飞跃性提高，智力发展进入关键期 

（二）智力基本达到成熟 

（三）各自面智力发展不等速，并存在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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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学生认知发展理论 

一、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 

二、维果斯基的心理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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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 

理论概述： 
        皮亚杰把儿童发展认知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间，儿童的认
知发展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是突发的、跳跃的，而不是
随时间平缓地发展。 
 
发展机制： 

        四个概念：图式、同化 、顺应、平衡  

        个体的认知以图式为起点，通过同化和顺应而不断发展，从一个低

水平的平衡达到高水平的平衡。平衡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认知不断发展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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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式是指个体对世界的知觉、理解和思考的方式。图式是认知结构的起点

和核心。图式的变化是通过同化和顺应两个过程完成的。 

2. 同化是个体将环境因素纳入已有的图式之中，以加强和丰富主体的动作。   

3. 顺应是个体改变自己的动作以适应客观变化。 

4. 平衡是指个体通过自我调节机制使自我认知发展从一个平衡状态向另一个

较高平衡状态过渡的过程。 

（一）皮亚杰认知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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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同化 、顺应、平衡的内在关系 

 个体的认知图式是通过同化和顺应而不断发展，以适应新的环境

的。一般而言，个体每当遇到新的刺激，总是试图用原有图式去同化，

若能获得成功，便得到暂时的平衡；如果原有图式无法同化环境刺激，

个体便会作出顺应，直到达到认识上的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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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阶段 
年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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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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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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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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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果斯基的心理发展观 

强调人类社会文化对人的心理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高

级心理机能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并借助语言实现的。 

1.文化历史发展理论 

人的思维与智力是在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是各种活动、社会

性相互作用不断内化的结果。 

2.心理发展观 

心理发展是个体的心理自出生到成年，在环境与教育的影响

下，在低级心理机能基础上，逐渐向高级机能转化的过程。  

3.内化学说 

维果斯基的内化学说的基础是他的工具理论。具体地说，在

儿童认知发展的内化过程中，语言符号系统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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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知发展制约着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2．教学活动可以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 

3．最近发展区理论（补充） 

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在成人的指导下可以达到水

平之间的差距 

 

 

第三节 中学生认知发展和教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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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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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明能够根据A>B，B>C，则A>C的原理，推出A、B、C的关系，根据皮

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赵明的认知发展处于哪个阶段（    ）【2013下半年 

单选】 

A.感知运劢 B.前运算 

C.具体运算 D.形式运算 

【答案】D。【解析】处于形式运算阶段的儿童已经掌握了命题乊间的关系，

能够推论两个戒多个命题乊间的逡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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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学生晓波迚行物理实验时发现，钟表的摆劢幅丌取决于钟链的材料戒重

量，而是取决于钟摆的长度。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晓波的认知

发展水平已达到（    ）【2015年下半年 单选】 

A．感知运劢阶段 B．前运算阶段 

C．具体运算阶段 D．形式运算阶段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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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借劣语言，通过人不人的

社会交往而形成的。持这种观点的心理学家是（）。【2012年下半年 单选】 

A.维果斯基 B.乔姆斯基  

C.巳甫洛夫 D.弗洛伊德 

【答案】A。【解析】维果斯基的认知发展理论：维果斯基认为高级心理功能

只有经过适当的教育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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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简述维果斯基的心理发展理论。【2016上半年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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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皮亚杰将儿童认知发展划分为哪几个阶段？ 

【2016年下半年简答】 

【参考答案】皮亚杰将儿童认知发展阶段分为：1、感知运

动阶段；2、前运算阶段；3、具体运算阶段；4、形式运算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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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情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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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纲解读 

了解：①了解情绪的分类。 

理解：①理解情绪理论，能应用情绪理论分析中学生常见的情绪

问题。 

掌握：①掌握中学生良好情绪的标准、培养方法指导中学生进行

有效的情绪调节；②掌握中学生的情绪特点，正确认识中学生的

情绪，主要包括情绪表现的两极性、情绪的种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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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章框架 

情绪发展 

提出问题 情绪发展概述 

分析问题 情绪发展理论 

解决问题 如何培养良好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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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年份 

情绪发展概述 情绪发展理论 良好情绪的培养 

2017年上半年 √（选择） 
2015年下半年       
2015年上半年     √（选择） 
2014年下半年 √（选择）     
2014年上半年 √（选择）     
2013年下半年 √（选择）     

2013年上半年 √（选择）√（选择）   √（选择） 

2012年下半年 √（选择）     
2012年上半年 √（选择）     
2011年下半年       

三、真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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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学生情绪发展概述 

（一）情绪的概念 

    情绪是指人各种感觉、思想和行为的一种综合的心理和生理状

态，是对外界刺激所产生的心理反应，以及附带的生理反应，如喜、

怒、哀、乐等。  

   （二）情绪的基本分类 

    1．快乐 

    2．愤怒 

    3．恐惧 

    4．悲哀 

四、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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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情绪的状态分类  

基本分类 含义 举例 

心境 

是一种微弱、弥散和持久的情绪，也即平时说的心
情。心境好坏，常常是由某个具体而直接的原因造
成的，它所带来的愉快或不愉快会保持一个较长的
时段 

“忧者见之则
优，喜者见之
则喜”  

激情 
是一种猛烈、迅疾和短暂的情绪，类似于平时说的
激动，是由某个事件或原因引起的当场发作，情绪
表现猛烈，但持续的时间不长，并且牵涉的面不广 

狂喜、暴怒 

应激 
在出乎意料的紧迫情况下所引起的急速而高度紧张
的情绪状态 

上高速刹车失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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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常见的情绪问题 

   1.忧郁 

   2.恐惧 

   3.孤独 

   4.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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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学生的情绪特点 

青春期是"疾风怒涛"时期，是人生的"第二次断乳期"。这时期的

青少年情绪体验跌岩起伏、剧烈波动，情感活动广泛且丰富多彩，具
体表现为以下特点： 

1.爆发性和冲动性 

青少年学生对各种事物比较敏感，自我意识迅速发展，心理行为
自控能力较弱。一旦激起某种性质的情感情绪就如火山般的猛烈爆发
出来，表现出强烈的激情特征，情感情绪冲破理智的意识控制，淋漓
尽致地显露出他们对外界事物的爱、恨、不满或恐惧、绝望等情绪。 

2.不稳定性和两极性 

青少年学生情绪虽然强烈，但波动剧烈，两极性明显，很不稳定，
情绪很容易从一个极端剧烈地转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对事物看法较片
面，很容易产生偏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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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外露性和内隐性 

随着年龄的增大、认知范围的扩大、个人知识经验的积累、自
我意识的逐渐成熟，青少年学生情感情绪的自我认识、自我观察体
验、自我监控的能力逐渐增强，他们逐渐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表现
和行为反应。他们既表现出强烈的情感情绪反应，对外界事物的喜
怒哀乐喜形于色，淋漓尽致地抒发他们的内心感受；又能表现逐渐
掩饰、压抑自己的情绪，使这种情绪的表露有时往往带有很大的文
饰性，并逐渐学会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 

4.心境化和持久性 

一方面青少年会因为成功或收获而使快乐的情绪体验延长成为
积极良好的心境；另一方面因挫折或失败会使不愉快的消极情绪延
长为不良的心境。青少年的许多不良情绪（如焦虑、抑郁、自卑、
烦躁、失望等）往往具有情绪心境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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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学生情绪发展理论 

理论名称 
代表人

物 
主要观点 

詹姆士— 
兰格理论 

威廉·詹
姆士 

强调情绪的产生是植物性神经活动的产物，即情绪是外界刺激
引起身体的生理反应，而生理反应进一步导致情绪体验的产生 

坎农— 
巴德学说 

坎农 
外界刺激引起感觉器官的神经冲动，传至丘脑，再由丘脑同时
向大脑和植物性神经系统发出神经冲动，从而在大脑产生情绪
的主观体验而由植物性神经系统产生个体的生理变化 

阿诺德的
“评定— 
兴奋”说 

阿诺德 

①刺激情景并不直接决定情绪的性质，从刺激出现到情绪的产
生要经过对刺激的估量和评价。②情绪产生的基本过程是刺激
情景—评估—情绪。同一刺激情景由于对它的评估不同，会产
生不同的情绪反应。③情绪的产生是大脑皮层和皮下组织协同
活动的结果，大脑皮层的兴奋是情绪行为的最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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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名称 代表人物 主要观点 

两因素 
情绪理论 

  
沙赫特 

情绪的产生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一是个体必须
体验到高度的生理唤醒；二是个体必须对生理状态
的变化进行认知性的唤醒。情绪状态是由认知过程、
生理状态、环境因素在大脑皮层中整合的结果 

  
认知评价理

论 
 

拉扎勒斯 
情绪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情绪是个体对环
境知觉的有害或有益的反应  

情绪的动
机—分化理

论 
  

伊扎德 
情绪是人格系统的组成部分，是人格系统的动力核
心。情绪系统与认知、行为等人格子系统建立联系，
实现情绪与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 

情绪ABC理论 艾利斯 
激发事件A只是引发情绪和行为后果C的间接原因，
而引起C的直接原因则是个体对激发事件A的认知和
评价而产生的信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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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学生良好情绪的培养 

一、中学生良好情绪的标准 

1.有良好情绪的学生能正确反映一定的环境的影响善于准确表达

自己的感受。 

2.有良好情绪的学生能对引起情绪的刺激做出适当强度的反应。 

3.有良好情绪的学生应该具备情绪反应的转移能力。 

4.良好的情绪应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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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学生良好情绪的培养方法 

1.敏锐觉察情绪 

敏锐地觉察情绪就是能够自我觉察、了解自己当时的主

要情绪，并能予以命名，且大概知道各种感受的前因后果。 

2.平和接纳情绪状态 

3.正确调整情绪 

4.有效表达情绪 

学会正确表达、合理宣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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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确调整情绪 

善于及时调整自己的不良心态。其中包括能够保持一个正确的理性

认知；善于采用多种方式及时宣泄自己的情绪；在遇到生活中的挫折时

能够积极地自我暗示；或使自己的情感升华。有效控制情绪的方法包括： 

（1）宣泄：采用一定的方法和方式把人的情绪体验充分表达出来。

如放松训练、气功、瑜伽等。 

（2）转移：从主观上努力把注意力从消极或不良情绪状态转移到

其他事物上去的自我调节方法。 

（3）调节认知功能：主要是运用艾利斯ABC合理情绪疗法合理改变

认知。  

（4）积极的自我暗示：运用内部语言或书面语言以隐含的方式来

调节和控制情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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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中学生情绪调节的方法 

1.教会学生形成适宜的情绪状态。用词语、理智控制自己情绪发

生的强度。比如有人用座右铭"忍"字来时刻告诫自己不要感情用事。

当沮丧的时候，想一想过去愉快的情景，消极的情绪能得到一些缓解。  

2.丰富学生的情绪体验。教师应给学生创造一种过渡的情景，即

从不紧张到稍微有些紧张，最后再到很紧张，使学生积累各种情景下

的情绪体验，这样就能做到"临场不乱"。 

3.培养学生正确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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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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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同学们获悉本班取得学校合唱比赛第一名的成绩时欣喜若狂。

他们的情绪状态属于（    ）【2013年上半年 单选】 

A.心境 B.激情  C.应激 D.热情 

【答案】B 

【解析】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爆发性的、为时比较短促的情绪

状态。比如重大成功乊后的狂喜，惨遭失败后的绝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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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一项暑期夏令营活劢中，天气炎热，同学们都感到口干舌燥，

此时，小丽会因自己还剩半杯水而高兴，而小悦则因只有半杯水

而担忧，这说明情绪具有（    ）【2013年下半年 单选】 

A.主观性  B.感染性  C.客观性           D.两极性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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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述阿诺德的评定—兴奋情绪学说。【2015年上半年 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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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学生的人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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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①掌握人格的结构，并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塑造良好人格。 

理解：①理解人格的特征；②理解影响人格发展的因素。 

了解：①了解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及埃里克森的社会性发展

阶段理论。 

一、大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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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章框架 

人格发展 

提出问题 人格发展概述 

分析问题 

人格发展理论 

影响人格发展因素 

解决问题 如何培养良好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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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题分布 
       知识点 

年份 
人格发展概述 人格发展理论 

人格发展 
影响因素 

良好人格 
的培养 

2017年下半年 √（选择） 

2017年上半年 √（选择）√（材料） 

2016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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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半年 √（选择）√（选择）       

2013年下半年 √（材料）√（选择）       

2013年上半年 √（简答） √（选择）     

2012年下半年   √（选择）     

2012年上半年 √（选择） √（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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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格的概述 

一、人格的含义 

人格也被称为个性，人格是个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

的系统的独特的反应方式，主要是指人所具有的与他人相区别的独特

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  

人格包括性格与气质两个部分。性格是人稳定个性的心理特征，

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上。心理学一般认为，气质

是表现在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与指向性等方面的一种稳定

的心理特征。 

四、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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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的特征 

1.独特性 

一个人的人格是在遗传、环境、教育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

的。人与人没有完全一样的人格特点。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这就是人格的独特性。 

2.稳定性 

3.整体性 

人格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统一的一致性，

受自我意识的调控。人格整体性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 

4.功能性 

人格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因而是人

生成败的根源之一。当面对挫折与失败时，坚强者能发奋拼搏，懦

弱者会一蹶不振，这就是人格功能性的表现。 

5.社会性 

人格的社会性是指人格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是社会

的人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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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格的结构 

人格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它包括许多成分，其中主要

包括气质、性格、认知风格、自我调控等方面。 

1.气质与性格 

（1）气质 
气质是表现在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与指向性等

方面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特征。即我们平时所说的脾气、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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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 
类型 

代表 
神经 
类型 

气质类型特点 如何培养 

胆汁质 
李逵 

张飞 
兴奋型 

直率热情，精力旺盛，好冲动，暴
躁易怒，脾气急，热情忽高忽低，
喜欢新环境带来的刺激的学习 

培养勇于进取、豪放
的品质，防止任性粗
暴 

多血质 
王熙凤 

曹操  
活泼型 

活泼好动，反应迅速，热爱交际，
能说会道，适应性强，具有明显的
外向倾向，粗枝大叶 

培养热情开朗的性格
及稳定的兴趣，防止
粗枝大叶虎头蛇尾 

黏液质 
林冲 

沙和尚 
安静型 

安静稳重踏实，反应性低，交际适
度，自制力强，话少，适于从事细
心、程序化的学习，表现出内倾性，
可塑性差，有些死板，缺乏生气 

培养积极探索精神及
踏实、认真的特点，
防止墨守成规、谨小
慎微 

抑郁质 林黛玉 抑郁型 
行为孤僻，不善交往，易多愁善感，
反应迟缓，适应能力差，容易疲劳，
性格具有明显的内倾性 

培养机智、敏锐和自
信心，防止狐疑、孤
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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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戏迟到 

       如果有一天，你去大剧院听一场
音乐会，但是当你到达时，演出已经开
始了，检票员因为你迟到而不让你直接
入场，这时，你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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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面红耳赤地与检票员争吵起来，甚至企图推开检票员，
冲过检票口，径直跑到自己的坐位上去，并且还会埋怨说，
演出的规定太死板了，不合情理。  

B：明白检票员不会放他进去，他不与检票员发生争吵，

而是与检票员套近乎，从而让他放你进去，或者悄悄跑

到楼上另寻一个适当的地方来看戏剧表演。  

C：看到检票员不让你从检票口进去，就想那就等会吧，
谁让自己迟到呢，待幕间休息再进去。  

D：对此情景会说自己老是不走运，偶尔来一次戏院，
就这样倒霉，接着就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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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 含义 

态度特征 是指个体在对现实生活各个方面的态度中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 

理智特征 是指个体在认知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 

情绪特征 
是指个体在情绪表现方面的心理特征。在情绪的强度方面，有
的情绪强烈，不易于控制；有的则情绪微弱，易于控制 

意志特征 
是指个体在调节自己的心理活动时表现出的心理特征。自觉性、
坚定性、果断性、自制力等是主要的意志特征 

（2）性格 

性格是在后天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是人的最核心的人格差异。 

性格有好、坏之分，能最直接地反映出一个人的道德风貌。 

性格的基本特征有四个，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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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和性格区别：  

① 气质是先天的，体现自然特征；性格是后天的，

反应社会属性。 

② 气质变化慢，可塑性小；性格可塑性较大，尤其

是环境的影响。 

③ 气质代表动力特征，与行为无关，因而无好坏善

恶之分；性格指行为的内容，表现为个体和社会

环境的关系，有好坏善恶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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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知风格 

认知风格是指个人所偏爱使用的信息加工方式，也叫认知

方式 。认知风格有许多种，主要有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

冲动型和沉思型、同时型和继时型等。 

    不同的认知风格，没有好坏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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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风格 细分 含义 

场依存与 

场独立 

场依存 个体面对某一问题时，较多或完全依赖该问题空间中的线索 

场独立 
个体面对某一问题时，根据自身内部参照做出判断，不易受外部因

素干扰 

冲动型与 

沉思型 

冲动型 
当个体处于不明情境时，倾向于用自己想到的第一个答案来回答问

题 

沉思型 当个体处于不明情镜时，倾向于深思熟虑 

同时型和 

继时型 

继时型 在解决问题时，提出的假设在时间上有明显的前后顺序 

同时型 在解决问题时，同时考虑多种假设，并兼顾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 

立法型、

执法型 
和司法型 

立法型 
喜欢创造、制定和计划问题解决的方案，并喜欢以自己的方式来做

事 

执法型 喜欢执行计划，遵守规范，以及从既有答案中作出选择 

司法型 喜欢评价规则、程序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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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调控系统 

自我调控系统是人格中的内控系统或自控系统，具有自我认知、

自我体验、自我控制三个子系统，其作用是对人格的各种成分进行

调控，保证人格的完整、统一、和谐。 

（1）自我认知 

（2）自我体验 

自我体验是伴随自我认识而产生的内心体验是自我意识在情感

上的表现。  

（3）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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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意识的发展（补充） 

  (1)自我意识的含义 

  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事物的关系的意识。包括三种成

分：一是自我认识;二是自我体验;三是自我监控。 

  (2)自我意识的发展 

  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从生理自我到社会自我，再到心理自我的过

程。 

  生理自我是自我意识最原始的形态。儿童在3岁以后，自我意识的发展进

入社会自我阶段。心理自我是在青春期开始发展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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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格的主要理论 

人格理论 

佛洛依德的人格理论 

埃里克森的人格理论 

奥尔波特的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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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奥尔波特的人格特质理论 

 把特质分为共同特质和个人特质： 

    1．共同特质   

 它是在共同的生活方式下形成，并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 

    2．个人特质 

    个人特质是个人所独有的人格特质。个人特质又分三个层次：  

    （1）首要特质 

    首要特质是指最能代表一个人的特点的人格特质，在个人特质结构中处

于主导性的地位，影响着这个人的行为的各个方面。如林黛玉的多愁善感。 

    （2）中心特质 

    中心特质是构成个体独特性的几个重要特质，在每个人身上大约有5～10

个中心特质。如林黛玉的清高、聪明、孤僻、抑郁、敏感等 

    （3）次要特质 

    次要特质是个体不太重要的特质，往往只有在特殊情境下才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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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举例 

共同特质   --- 北方人豪爽；上海人精明 

个人特质 

首要特质 雷锋助人为乐 

中心特质 雷锋爱国、敬业、助人、勤劳、勇敢 

次要特质 
雷锋在人多的时候，不爱说话； 
雷锋生气的时候喜欢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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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主要包括人
格结构、人格发展和意识层次。 

本我 
原始的部分，是个人的自私部分，与满足个人的
欲望有关 

我想 快乐原则 

自我 
满足本我冲动，但以考虑情境现实型的方式进行，
以合理的方式满足本我的要求 

我能 现实原则 

超我 
是道德化了的自我，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
值观念内化而来，其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 

我应该 道德原则 

（一）人格结构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孩子与苹果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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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发展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发展，本我、自我和超我的
形成，以及自我防御机制依赖于前5年的性心理发展过
程。他把性心理发展阶段分为5个时期。 
    1．口唇期（0～18个月） 
    2．肛门期（18个月～3岁） 
    3．性蕾期（3～5、6岁） 
    4．潜伏期（6～12岁） 
    5．生殖期（12岁～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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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强调生物本能即性本能在人格形成和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 

二是强调婴幼儿时期的经历和经验对人格形成和发

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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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埃里克森的人格理论 

人格发展阶段 年龄区间 主要任务 

信任感对不信任感 0-1岁 发展信任感，克服不信任感  

自主感对羞耻感与怀疑感 2-3岁 培养自主感，克服羞怯与怀疑 

主动感对内疚感 4-5岁 培养主动感，克服内疚感 

勤奋感对自卑感 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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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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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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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期（12-18岁）：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该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自我同一性体验着忠诚的实现。自我同

一性是有关自我形象的一种组织，它包括有关自我的动机、能力、信

念和性格等的一贯经验和概念。 

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与职业的选择、性别角色和人生观的形成有密

切的关系。如果个体在这一时期把这些方面很好地整合起来，其所想、

所做与他的角色概念相符合，个体便获得了较好的自我同一性。  

处在这一阶段的学生总是会问"关于自己是谁"，"在社会上应占

什么地位"，"将来准备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努力成为理想中

的人"等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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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意义 

    埃里克森的发展理论指明了每个发展阶段的任务，并给出了解决

危机、完成任务的具体的教育方法，有助于教师理解不同发展阶段的

儿童所面临的冲突类型，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因势利导，对症下药。 

    中学生正是青少年开始发展自我同一性的时期，教师要理解学生

需要大量的机会来体验各种职业选择和社会角色，同时提供机会让学

生了解社会与自我，通过讨论的形式使他们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

在这当中，教师要给予正确的指导，以便使学生获得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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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影响中学生人格发展的因素 

一、生物遗传因素 

二、社会文化因素 

三、家庭因素 

 家庭教养方式一般可以分为三类： 

1.权威型教养方式 

2.放纵型教养方式 

3.民主型教养方式 

四、学校教育因素 

五、个人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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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学生良好人格的培养 

    一、激发中学生自我教育的意识 

    二、进行人格素质的整合教育 

    三、实施以提高文化素质为基本内容的综合素质教育 

    四、强化情感陶冶与行为训练 

    五、优化育人环境，协调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形成人

格培养的正合力 

    六、大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 

    七、建立健全良好人格培养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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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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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琼十分内向，丌爱说话，无论是在陌生的环境还是在

家里，都少言寡语，这表明人格具有（  ）。 

【2014年上半年 单选】 

A.整体性   B.稳定性    

C.独特性  D.功能性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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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述人格的特征。【2013年上半年 简答】 

【答案要点】（1）独特性；（2）稳定性；（3）整体性；

（4）功能性；（5）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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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晓活泼好劢，善于交际，怃维敏捷，易接受新事物，兴趣

广泛，注意力容易转移。他的气质类型属于（    ）。 

【2012年上半年 单选】 

A.多血质  B.胆汁质 

C.粘液质  D.抑郁质 

【答案】A。【解析】多血质的典型特征是活泼好劢，反应迅

速，热爱交际，能说会道，适应性强，具有明显的外向倾向，

粗枝大叶。故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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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中生小黄热爱班集体，学习认真，对自己要求严格，小

黄的这种性格特征属于（  ）。【2015年上半年 单选】 

A.态度特征 B.理解特征  

C.情绪特征 D.意志特征 

【答案】A 

【解析】性格的态度特征是个体对自己、他人、集体、社会

以及对工作、劳劢、学习的态度特征。如谦虚戒自负、利他

戒利己、粗心戒细心、创造戒默守陈规等。性格的态度特征

在性格结构中具有核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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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和热爱学习，关心同学，劣人为乐，组织班级同学认真学

习，她的这些品质属于性格里面的那种特征？（    ） 

【2014年上半年 单选】 

A.态度特征 B.理智特征  

C.意志特征 D.情绪特征 

【答案】A。【解析】是指个体在对现实生活各个斱面的态度

中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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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丽是一名热爱班级、团结同学、乐于劣人和诚实正直的学

生，这主要反映了小丽的哪种性格结构特征（    ）？ 

【2015年下半年 单选】 

A.态度特征 B.情绪特征  

C.理智特征 D.意志特征 

【答案】A。【解析】性格的态度特征是个体对自己、他人、

集体、社会以及对工作、劳劢、学习的态度特征。如谦虚戒自

负、利他戒利己、粗心戒细心、创造戒默守陈规等。性格的态

度特征在性格结构中具有核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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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初中生晓敏在解决问题时，习惯于一步一步分析问题，每步只考虑一种假设

戒一种属性。提出的假设在时间上有明显的先后顺序，晓敏的认识斱式属于

（  ）。【2015年上半年 单选】 

A.冲劢型  B.直觉型  C.继时型  D.同时性 

【答案】C。【解析】继时性认识风格的特点是，在解决问题时，能一步一步

地分析问题，每一步骤只考虑一种假设戒一种属性，提出的假设在时间上有明

显的前后顺序;同时性认知风格的特点是，在解决问题时，采取宽视野的斱式，

同时考虑多种假设，幵兼顾到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同时性和继时性丌是加工

水平的差异而是认知斱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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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初中以来，刘俊好像突然丌认识自己了，"我是谁?""我将来做什么?"这类

问题常困扰她，据埃里克森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她处于哪个发展阶段?（    ）

【2012年下半年 单选】 

A.亲密对孤独 B.勤奋对自卑  

C.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D.信任对丌信任 

【答案】C 

【解析】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青年期面临的冲突是同一性对角

色混乱。处在这一阶段的学生总是会问"关于自己是谁"，"在社会上应占什么地

位"，"将来准备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怂样劤力成为理想中的人"等一系列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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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中学生要解决的矛盾是（    ）。

【2011年下半年 单选】 

A．信任不丌信任   B．勤奋感对自卑感的矛盾 

C．同一性对同一性混乱的矛盾 D．自主对羞怯、怀疑的矛盾 

【答案】C。【解析】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指出，中学生要解决

的矛盾是同一性对同一性混乱的矛盾。 

10. 按照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12-18岁个体心理发展的主要任务是（    ）【2017

年下半年 单选】 

A.强化自我主劢性                          B.培养勤奋感 

C.建立自我同一性                          D.获得亲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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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学生小孙近期心里很矛盾，觉得未来的自己应该是一名科学家，但

又觉得能力有限，遥丌可及。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当前他

的主要发展任务是（    ）。 

【2016上半年 单选】 

A．获得勤奋感 B．克服内疚感 

C．避免孤独感 D．建立同一性 

【答案】D。解析：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论，中学阶段的任务建立

同一性，防止角色混乱。小孙对于未来到底要做什么人的这种矛盾心理体

现了他在这个阶段怃考自我同一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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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林诚实、内向、谦虚、勤劳、且具有亲和力。这些描述的是（    ）。

【2016下半年 单选】 

A.性格特征 B.能力 

C.气质               D.认知 

答案：A【解析】性格是指人的较稳定的态度不习惯化了的行为斱式相结合而

形成的人格特征。题干中描述小林同学的词汇正是对她性格的描述。A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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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一次业务学习中，关于青春期后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进入

什么阶段，教师们讨论激烈，提出了以下四种见解，其中正确的

是（    ）。【2016下半年 单选】 

A.生理自我阶段      B.心理自我阶段 

C.社会自我阶段      D.经验自我阶段 

【答案】B。解析：自我意识的发展阶段。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经
历了从生理自我到社会自我，再到心理自我的过程。生理自我是自
我意识最原始的形态，儿童在3岁以后，自我意识的发展进入社会
自我阶段。心理自我是在青春期开始发展和形成的，即青春期后个
体自我意识进入心理自我阶段。B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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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简述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论【2012年上半年 简答】 

 

15. 材料【2017年上半年 材料】 

小明和小罗今年高三，是一对好朋友，两个人在处理问题的认识风格斱面

有较大的差异。小明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时，常利用个人经验独立对其迚行判断，

喜欢用概括的不逡辑的斱式分析问题，很少受到同学不老师建议的影响。而小

罗遇到问题的表现则于晓明相反，他更愿意听老师和同学的建议，幵以他们的

建议作为分析问题的依据。另外，他还喜欢察言观色，关注社会问题。 

问题： 

1、结合材料分析小明和小罗的认知风格差异 

2、假如你是他的老师，如何根据认知风格差异开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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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明是场独立性认知风格。小罗是场依存型认
知风格。  

场独立型的人在信息加工中对内在参照有较大的依赖
倾向，他们的心理分化水平较高，在加工信息时，主要依
据内在标准或内在参考。材料中，小明经常个人独立判断
分析，不容易受外部影响，这正是内部参照的表现，因此，
小明是场独立型认知风格。  

场依存型的人在加工信息时，对外在参照有较大的依
赖倾向，他们的心理分化水平较低，处理问题时往往依赖
于“场”。材料中，小罗解决问题时通过倾听他人建议的
方式来做出决定，这是外部参照的表现，因此，小罗属于
场依存型认知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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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场的定向，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
和偏好，采用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法进行因材施教，可以收到良好的教
学效果。  

针对小明而言，场独立型的认知风格带来的更多是以内容学习动
机为主，较少依赖外部的监控与反馈。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提
供较为宽松的教学结构及相应的教学方法，多给予其独立思考的机会，
采取问答、谈论等教学方法，给学生表现自我的空间。  

对小罗而言，场依存型的认知风格带来的更多是以外部学习动机
为主，较多地依赖教师、家长等提供外部监控与反馈。因此，在教学
中，教师应该提供严密的教学结构，给学生以明确而具体的讲解与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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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学生的身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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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纲解读 

了解：①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 

掌握：①掌握性心理的特点，指导中学生正确

处理异性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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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年份 

身心发展概述 正确处理不异性交往 

2015年下半年     

2015年上半年     

2014年下半年 √（简答）   

2014年上半年 √（选择）   

2013年下半年 √（选择）   

2013年上半年 √（选择）   

2012年下半年   √（材料） 

2012年上半年   √（材料） 

2011年下半年     

二、真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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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学生身心发展概述 

三、知识要点 

一、中学生生理发展 

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这个阶段是个体生长发育的

第二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中学生的身体和生理机能都会

急剧地变化。 

（一）初中生生理发展的特点 

（二）高中生生理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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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学生心理发展 
   （一）心理发展的概念 
    心理发展就是指个体从出生、成熟、衰老直到死亡的整个
生命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心理变化。 
   （二）心理发展的一般特点  

特点 含义 举例 

阶段性与

连续性 

心理发展过程中，当某些代表新特征的量累积到

一定程度时，就会取代旧特征而占据主导地位 

动作思维、形象思维和抽

象思维的发展，整个思维

的发展是连续的过程 

定向性与

顺序性 

尽管发展的速度有个别差异，会延缓或加速，但

发展是不可逆的，也是不可逾越的 

三翻、六坐、七滚、八爬、

周会走 

不平衡性 
心理的发展可以因进行的速度、到达的时间和最

终达到的高度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 
关键期 

个别差异

性 

由于人们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不同，遗传素质也有

差异，以及发展的优势领域等方面千差万别  
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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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阶段特征 

1．少年期（11.12岁～14、15岁） 

少年期是从童年期（幼稚期）向青年期（成熟期）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

大致相当于初中阶段。这一阶段也被称为心理断乳期或危险期。 

这时期，抽象思维占主导地位，并出现反省思维，但抽象思维在一定程度

上仍要以具体形象为支柱。少年的道德行为更加自觉，但因自我控制力不强，

常出现前后矛盾的行为。 

2．青年初期（14、15岁～17、18岁） 

青年初期是个体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性上向成人接近的时期，大致相当于

高中阶段。 

青年初期学生的思维具有更高的抽象概括性，逻辑思维由少年期的“经验

型”逐步向“理论型”的思维过渡。青年初期学生刚刚开始形成辩证的思维，

与人生观相联系的情感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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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挫折与适应 

挫折（frustration）是个体在从事有目的活动的过程中，遇到障

碍或干扰，致使个人动机不能实现、需要不能满足时的情绪状态。 

挫折容忍力是指人在遭受挫折时控制自己，使自己免于行为失

常的能力。  

积极适应挫折的方法和技术 

1、理智的压抑：这是一种成熟的适应方式，当一个人的欲望、冲动

或者本能因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而无法达到、满足或表现时，有

意识的压抑、控制延缓满足。 

2、升华：心理欲望从社会不可接受的方向转向社会可以接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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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偿：为了减轻心理不适感，用另一种目标来代替或通过另一种活
动来弥补受挫的目标。 

 

4、幽默：指个体面对挫折、处境困难或尴尬时，用一种机智、讽喻、
诙谐、自嘲等语言、动作的良性刺激，来化解困难拜托内心失衡状态。 

 

5、合理宣泄：通过创设一种情景，使受挫折者能自由抒发受压抑的情
绪。 

 

6、认知重组：对挫折情景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化解挫折不良反应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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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挫折
的方法 定义 举例 

理智 
的压抑 

当一个人的欲望、冲动或者本能因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而
无法达到时，有意识的压抑、控制延缓满足 

自我控制、自我暗示、自我调节 

升华 
将情感或精力转移到更崇高、价值更大的方向；最富有建设
性的防卫机制（艺术和运动） 

司马迁遭宫刑，撰写《史记》；
歌德失恋创作《少年维特的烦恼》 

补偿 
为了减轻心理不适感，用另一种目标来代替来弥补受挫的目
标。扬长避短防卫机制，对待生理或心理缺陷 

上的不帅但学习努力； 
家境不富但学习努力 

幽默 
指个体面对挫折、处境困难或尴尬时，用一种机智、讽喻、
诙谐、自嘲等语言、动作的良性刺激，来化解困难拜托内心
失衡状态（如用含蓄、俏皮、双关语言等） 

个子矮的张老师，经常引用名言
警句“浓缩的都是精品” 

合理宣泄 通过创设一种情景，使受挫折者能自由抒发受压抑的情绪 
找一知心朋友倾诉，想哭就哭。
不习惯哭泣的，可以通过运动、
购物、胡吃海喝  

认知重组 对挫折情景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化解挫折不良反应的过程 
小强考试失利，没有气馁，而是
认真地分析了原因，找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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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学生性心理的特点 

随着第二性征的出现和性机能的成熟，中学生对性的关注加强，处于青

春期的中学生性心理发展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和对性的敏感。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性意识的出现（中学生性意识的特点） 

1.渴望了解性知识 

2.对异性充满好奇和爱慕 

3.在异性面前容易紧张和兴奋 

4.性冲动和性欲望的出现 

（二）性情感的发展变化（中学生性情感的发展要经历以下阶段） 

1.疏远异性阶段 

2.接近异性阶段 

3.异性眷恋阶段 

4.择偶尝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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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如何指导中学生处理异性交往 

对中学生正确处理异性交往的指导，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强教育，理解性心理和性心理的变化 

二、更新理念，认识异性交往的意义 

三、指导行为，让学生能够正确地处理性冲动、恰当地与异性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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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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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述学生心理发展的基本特征。【2014年下半年 简答】 

 

2. 小强期中考试失利，但是他没有气馁，而是认真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找到了

问题，确定了新的斱向。小强这种对待挫折的斱式是（    ） 

【2017年上半年 选择】 

A.宣泄 B.升华 

C.补偿 D.认知重组 

 

答案：D。认知重组是心理治疗中用于改变人们常用的想法和信息加工的斱式

过程。小强考试失利，幵没有气馁。而是认真反怃。这就是属于认知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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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模块 （中学生心理发展）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