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保教知识与能力（幼儿）》模拟试卷

一【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选 题

1.【 答案 】C。解析 ：注意 的分 配是 指在 同一 时间 内注 意指 向两 种或

者几 种不 同的 对象 与活 动。

2.【答 案】 B。解 析： 《 3～ 6 岁儿 童学 习发 展与 指南 》言 语领 域目

标 2：愿 意讲 话并 能清 楚地 表达 对 3～4 岁幼 儿的 要求 有： ① 愿意 在熟

悉的 人面 前说 话，能大 方地 与人 打招 呼。② 基本 会说 本民 族或 本地 区的

语言 。③ 愿意 表达 自己 的需 要和 想法 ，必要 时能 配以 手势 动作 。④ 能口

齿清 楚地 说儿 歌、 童谣 或复 述简 短的 故事 。

3.【答案 】D。解析 ：从儿 童记 忆发 生发 展的 顺序 来看 ，最早 出现 的

是运 动记 忆，然后 是情 绪记 忆，再后 是形 象记 忆 ，最晚 出现 的是 语词 记

忆。

4.【 答案 】D。解析 ：《 幼儿 园教 育指 导纲 要》中指 出 ：幼儿 艺术 活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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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答 案】 B。解 析： 当遇 到孩 子情 绪失 控的 时候 ，不 能对 其恐 吓 、

吼骂 甚至 是惩 罚， 而应 该用 教育 或引 导等 方式 来安 抚幼 儿的 情绪 ， 故

AB 排除 。 D 项， 会养 成幼 儿想 要什 么东 西时 就用 哭闹 来威 胁成 人， 从



而养 成任 性的 心理 。B 项既 能缓 解明 明的 情绪 ，又能 让其 接触 大自 然获

得直 接经 验， 萌发 对大 自然 的热 爱。

6.【 答案 】B。解析 ：儿童 参与 实际 行动 ，能够 获得 亲身 体验 ，增强

自己 的认 知、情感 等 ，易于 将行 为规 则、法规 等内 化为 自己 的信 念，支

配自 己行 为，从而 形成 良好 的行 为习 惯。所以 ，行动 操作 法最 益于 培养

幼儿 良好 的行 为习 惯。 因此 ，答 案为 B。

7.【答案 】B。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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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答 案选 B。

8.【答 案】 B。解 析： 佝偻 病的 症状 ： (1)精神 状态 差， 睡眠 不安 且

多汗 ，出 现“ 枕秃 ”;(2)动作 功能 发育 迟缓 ;(3)出牙 晚 ;(4)骨骼 改变 ，可

见方 颅、 肋骨 串珠 、鸡 胸和 下肢 弯曲 等症 状。

9.【答案 】B。解析 ：尊重 幼儿 在发 展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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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答 案】 C。解 析： 我国 幼儿 园中 多采 用将 游戏 划分 为创 造性 游

戏和 教学 性游 戏两 大类 。创造 性游 戏包 括角 色游 戏 、结构 游戏 、表演 游

戏。 有规 则游 戏包 括体 育游 戏、 音乐 游戏 、智 力游 戏等 。

二、 简答 题

11.【答 案要 点】

(1)观察 目的 性加 强 ;

(2)观察 的持 续延 长 ;

(3)观察 的细 致性 增强 ;



(4)观察 的概 括性 提高 ;

(5)观察 方法 的形 成。

12.【答 案要 点】

(1)人际 交往

目标 1：愿 意与 人交 往;

目标 2：能 与同 伴友 好相 处;

目标 3：具 有自 尊、 自信 、自 主的 表现 ;

目标 4：关 心尊 重他 人。

(2)社会 适应

目标 1：喜 欢并 适应 群体 生活 ;

目标 2：遵 守基 本的 行为 规范 ;

目标 3：具 有初 步的 归属 感。

三、 论述 题

13.【参考 答案 】学习 的过 程和 目的 不仅 仅是 记忆 ，更重 要的 是理 解

和运 用。想象 使幼 儿学 习活 动所 必不 可少 的，没有 想象 就没 有理 解 ，也

无法 学习 掌握 知识 点、解决 问题 。想象 是幼 儿理 解的 重要 工具 ，所以 幼

儿园 教师 在日 常教 学活 动中 应该 从以 下方 面培 养幼 儿的 想象 力：

(1)丰富 幼儿 的表 象 、发展 幼儿 的语 言表 现力 。教师 与幼 儿进 行语 言

交流 是必 不可 少的 日常 工作 。不 管是 教学 活动 、还 是游 戏或 自由 活动 ，

教师 每时 每刻 都和 孩子 进行 语言 交流 。语言 交流 有利 于了 解幼 儿的 语言

表达 能力 、理解 能力 、想象 能力 、记忆 能力 和独 立思 考能 力 ，有利 于有

针对 性地 对幼 儿进 行教 育和 培养 。



(2)在文 学艺 术等 多种 活动 中 ，创造 幼儿 想象 发展 的条 件。幼儿 园环

境设 计着 重温 馨和 谐.健康 向上 的格 调 ，同时 突出 具有 阅读 特色 ， 浓郁 、

开放 的阅 读环 境中 ，让幼 儿园 充满 阳光 、洋溢 智慧 ，让孩 子们 感到 阅读

无处 不在 ，使 孩子 们在 环境 的熏 陶下 爱上 阅读 .享受 快乐 。在 班级 环境

的设 计上 ，应 注重 教育 与审 美的 结合 ，力 求美 而不 乱 .美而 不俗 ，力 求

丰富 形象 ，尽 可能 情境 化。

(3)在游 戏中 ，鼓励 和引 导幼 儿大 胆想 象 。游戏 是幼 儿活 动的 重要 组

成部 分，而游 戏是 想象 与现 实的 一种 特殊 结合 。在游 戏中 ，幼儿 扮演 各

种人 物角 色，发展 情节 ，并用 玩具 或游 戏材 料来 替代 真实 物品 ，使他 们

的想 象力 在有 趣游 戏中 得到 了逐 步发 展和 完善 。

(4)在活 动中 进行 适当 的训 练， 提高 幼儿 的想 象力 。在 幼儿 教育 中 ，

要努 力营 造有 利于 培养 幼儿 想象 力的 氛围 ，抓住 发生 在幼 儿身 边的 每个

能引 起他 们注 意， 让他 们产 生兴 趣， 激起 他们 思考 的人 物 .事件 .情景 等

主题 ，经常 性组 织他 们参 加各 种活 动 ，让他 们陶 醉在 充满 乐趣 的想 象活

动中 ，把内 在的 创造 冲动 释放 出来 。比如 ，老师 组织 小磁 铁活 动 ，准备

好磁 铁、回形 针、电池 、小灯 泡、导线 、纸片 、放大 镜等 材料 ，让幼 儿

自由 选择 材料 ，一边 指导 孩子 做各 种简 单的 科学 活动 ，一边 启发 孩子 发

现问 题。

四、 材料 分析 题

14.【参 考答 案】

不赞 成。 因为 华生 的观 点是 人的 发展 完全 由外 界环 境决 定的 ，他 否

认遗 传的 作用 ，认为 环境 和教 育是 行为 发展 的唯 一条 件 ，显然 是非 常片



面的 。在我 们成 长的 过程 中，并不 像“环境 决定 论 ”把儿 童心 理的 发展

归结 为环 境教 育机 械作 用的 结果 ，也不 像“ 遗传 决定 论”认为 儿童 心理

发展 是受 先天 不变 的遗 传所 决定 的 ，认为 儿童 的智 力和 品质 在生 殖细 胞

的基 因中 就已 被决 定了 ，心 理发 展只 不过 是这 些先 天东 西的 自然 展开 ，

环境 和教 育仅 起一 个引 发的 作用 ，而不 能改 变它 。影响 学前 儿童 心理 发

展的 客观 因素 包含 了生 物因 素和 社会 因素 两部 分 ，社会 因素 和生 物因 素

相互 制约 。

15.【参 考答 案】

(1)根据 材料 的描 述 ，该名 幼儿 属于 胆汁 质气 质类 型 。胆汁 质的 人直

率热 情，精力 旺盛 ，好冲 动 ，但暴 躁易 怒 ，脾气 急，热情 忽高 忽低 ，喜

欢新 环境 带来 刺激 的学 习。 材料 中小 雨精 力旺 盛 .热情 直率 ，但 是做 事

马马 虎虎 ，性 子急 ，容 易发 脾气 ，符 合这 一气 质类 型。

(2)了解 孩子 的气 质特 点 ，可以 采取 有针 对性 的教 育措 施 ，发扬 其气

质中 的长 处， 培养 良好 的性 格， 同时 ，防 止不 良品 质的 产生 。

对胆 汁质 的孩 子： 培养 勇于 进取 .豪放 的品 质， 防止 任性 、粗 暴。

对多 血质 的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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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黏 液质 的孩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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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抑 郁质 的孩 子： 培养 机智 .敏锐 和自 信心 ，防 止疑 虑、 孤独 。

五、 活动 设计

大班 主题 活动 《有 用的 工具 》



活动 一： 大班 科学 活动 《有 用的 工具 》

一、 活动 目标

1.情感 目标 ：对 自己 生活 中常 见的 工具 如订 书机 、勺 子、 镊子 产生

兴趣 ，愿 意动 手操 作解 决问 题。

2.技能 目标 ：主 动尝 试用 工具 解决 具体 问题 ，并 与同 伴交 流分 享自

己的 操作 结果 。

3.认知 目标 ：感 知日 常生 活中 常见 工具 的特 征， 知道 这些 工具 的具

体作 用。

二、 活动 重难 点

1.活动 重点 ：主 动探 索用 工具 解决 具体 问题 ，对 自己 生活 中常 见的

工具 产生 兴趣 。

2.活动 难点 ：愿 意自 己动 手操 作工 具进 行探 究， 并大 胆与 同伴 交流

分享 自己 的探 究结 果。

三、 活动 准备

1.物质 准备 ：散 装的 画纸 、订 书机 、镊 子和 勺子 若干 、足 够量 的小

米、 足够 量的 棉花 球。

2.经验 准备 ：幼 儿在 生活 中已 经见 过镊 子、 勺子 等简 单工 具。

四、 活动 过程

(一)导入 部分

问题 情境 导入 ，引 发兴 趣



教师 创设 小熊 搬家 的问 题情 境， 请幼 儿想 办法 选择 合适 的工 具帮 助

小熊 收拾 东西 ，以此 引出 本次 活动 的线 索— — 有用 的工 具，以激 发幼 儿

参与 本次 探究 活动 的兴 趣。

师： 小熊 的家 里太 乱了 ，东 西散 落一 地， 请大 家帮 帮它 选择 合适 的

方法 把东 西分 一分 ，收 一收 。

(二)基本 部分

1.感知 工具 特征 ，讨 论猜 想解 决方 法

(1)教师 出示 散装 的画 纸 ，小米 、订书 机 、镊子 和勺 子 、小米 粒和 棉

花球 的混 装盒 ，请 幼儿 观察 。

师：小熊 的家 里有 很多 散乱 的画 纸 、小米 粒和 棉花 球也 混在 了一 起 ，

你们 看一 看该 怎么 办?

(2)教师 出示 订书 机、 镊子 和勺 子， 引导 幼儿 根据 自己 的生 活经 验 ，

讨论 交流 并猜 想如 何使 用这 些工 具帮 助小 熊收 拾家 里。

2.动手 操作 ，掌 握工 具的 具体 用途

(1)分发 材料 ，幼 儿动 手尝 试操 作

教师 给幼 儿分 发实 验操 作材 料， 引导 幼儿 自己 先尝 试动 手操 作把 散

装的 画纸 、混 合的 小米 粒和 棉花 球整 理好 ，教 师巡 回指 导。

(2)总结 操作 结果 ，教 师演 示并 具体 讲解 工具 的用 途

教师 小结 ：订书 机可 以把 散落 的纸 、画装 订在 一起 ;镊子 可以 夹比 较

软的 物品 ，能 够把 棉花 球夹 住 ;勺子 可以 用来 盛一 些比 较细 小的 物品 ，

比如 小米 粒。

3.工具 大舞 台， 巩固 对工 具的 认识



教师 引导 幼儿 讨论 交流 ，鼓 励幼 儿大 胆表 达自 己对 于更 多工 具的 认

识，创设“工具 大舞 台 ”的活 动环 节 ，请幼 儿在 集体 面前 讲述 自己 对于

生活 中其 他工 具的 了解 ，扩 大对 有用 工具 的认 识。

(三)活动 结束

教师 对本 次科 学探 索活 动中 幼儿 的具 体探 索表 现进 行总 结， 并鼓 励

幼儿 在生 活中 继续 观察 体验 ，发 现更 多有 用的 工具 。

师： 工具 在我 们的 生活 中无 处不 在， 它们 能够 给我 们的 工作 带来 很

多很 多的 便利 。在生 活中 ，如果 小朋 友们 能够 认真 观察 ，你会 发现 工具

在我 们生 活中 无处 不在 。

五、 活动 延伸

请幼 儿回 家后 与父 母一 起寻 找家 里的 工具 ，探 究工 具的 具体 使用 方

法。

活动 二： 大班 探究 活动 《车 轮轱 辘辘 》

一、 活动 目标

1.在观 察交 流中 感受 轮子 大小 、花 纹、 数量 等方 面的 多样 性 ,体验 轮

子给 我们 生活 带来 的方 便。

2.喜欢 玩各 种轮 子玩 具， 自主 探索 轮子 在不 同材 料、 不同 场地 中滚

动的 现象 。

3.在区 域活 动中 能运 用轮 子开 展丰 富多 样的 活动 。

二、 活动 准备

1.大小 不同 的车 轮子 若干 ;



2.图片 ：滑 板车 、超 市购 物车 、钢 琴、 行李 车、 推拉 门、 食堂 送饭

推车 、飞 机等 。

三、 活动 过程

(一)开始 部分 —晨间 活动 :车轮 乐翻 天

通过 创造 性地 玩有 轮子 的体 育器 械 ,发展 手臂 和腿 部的 协调 性 、平衡

性,体验 玩轮 子玩 具带 来的 快乐 。

(二)探索 活动 ：轮 子的 秘密

1.室内 交流 ：各 种各 样的 轮子 。

师：小朋 友 ，今天 我们 带来 了许 多轮 子玩 具 ,谁来 向大 家介 绍一 下你

带来 的玩 具有 几个 轮子 ，它 们是 什么 样的 ?

小结 ：我们 看到 的这 些轮 子都 是圆 圆的 ，它们 大小 不同 、花纹 不同 ,

不同 的玩 具上 轮子 的数 量也 不一 样 。其实 在我 们生 活中 还有 许多 物品 上

也藏 着轮 子呢 ，我们 一起 来看 看吧 。(观察 图片 ：滑板 车、超市 购物 车 、

钢琴 、行 李车 、推 拉门 、食 堂送 饭推 车、 飞机 等

2.室外 探索 ：轮 子快 快跑 !

(场景 ：草 坪、 小山 坡、 马赛 克地 砖、 平滑 的大 理石 )

师：你们 喜欢 轮子 吗?让我 们带 着轮 子玩 具在 草坪 上 、操场 上、山坡

上玩 一玩 吧!

(三)区域 活动 ：轮 子变 变变

在区 域中 ，我 创设 了各 种以 轮子 为素 材的 游戏 环境 ：创 意美 工坊 —

—轮胎 滚一 滚、 轮子 秀一 秀、 轮胎 画一 画 ;科学 探索 区— — 吹一 吹看 一



看、 斜坡 滚动 实验 ;宝贝 书屋 — —轮子 的故 事 ;建构 区— —装轮 小能 手

等， 幼儿 对轮 子的 兴趣 向多 领域 延伸 和拓 展。

活动 三： 大班 手工 活动 《好 玩的 橡皮 泥》

一、 活动 目标

1.学会 用橡 皮泥 制作 简单 的桃 花 ;

2.通过 小组 合作 大方 法制 作桃 花， 培养 幼儿 的合 作意 识 ;

3.锻炼 幼儿 手指 小肌 肉群 的发 展， 培养 幼儿 的动 手操 作能 力。

二、 活动 准备

橡皮 泥制 作好 的桃 花、 橡皮 泥 (红、 黄、 绿 )、小 树杆 、剪 刀。

三、 活动 过程

(一)谈话 导入

师：春天 到了 ，各种 各样 的花 道开 了 ，小朋 友们 ，你最 喜欢 什么 花 ?(幼

儿自 由讨 论) 老师 带来 了老 师最 喜欢 的花 ，大 家来 看看 是什 么花 ?(教师

出示 橡皮 泥做 好的 花， 引起 幼儿 的兴 趣 )

(二)发展 阶段 (桃花 朵朵 开 )

1.教师 请小 朋友 们欣 赏歌 曲《 桃花 朵朵 开》 ，观 看桃 花图 片。

2.教师 演示 制作 桃花 的过 程。

(三)实践 阶段

1.小朋 友们 自由 分组 制作 ，一人 做花 瓣 ，一人 做花 杆 ，一人 做叶 子 ，

教师 巡回 指导 。

2.小朋 友们 自由 创作 ，制 作不 同形 态的 桃花 。

3.教师 巡回 指导 ，并 进行 个别 指导 ，发 现好 的作 品及 时表 扬。



(四)作品 评价

1.小组 自评 ：每 位幼 儿自 己介 绍自 己的 作品 ，小 组推 选最 优秀 的作

品。

2.班级 评选 ：教师 积极 肯定 幼儿 的长 处 ，指出 不足 之处 ，相互 学习 。

四、 活动 延伸

鼓励 在家 长的 帮助 下幼 儿制 作不 同材 质的 桃花 。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保教知识与能力（幼儿）》模拟试卷一的

参考答案及解析，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

（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福建省教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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