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保教知识与能力（幼儿）》模拟试卷

二【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选 题

1.【 答案 】A。解析 ：幼儿 掌握 各类 词的 顺序 ：先掌 握实 词 ，后掌 握

虚词 。对 实词 掌握 的顺 序是 ：名 词 — —动词 — —形容 词。

2.【答案 】B。解析 ：《幼儿 园工 作规 程 》第五 十四 条指 出 ：家长 委

员会 在幼 儿园 园长 指导 下工 作。

3.【答案 】D。解析 ：5-6 岁幼 儿能 用数 字、图画 、图表 或其 他符 号

记录 。

4.【答案 】A。解析 ：调查 法是 教师 围绕 某一 现象 ，采用 问卷 、谈话 、

座谈 等多 种形 式收 集资 料，并对 所获 得的 资料 进行 定量 、定性 分析 ，指

出所 存在 的问 题， 提出 解决 建议 的一 种研 究方 法。

5.【答案 】C。解析 ：幼儿 园工 作规 程第 四十 一条 指出 ：幼儿 园教 师

对本 班工 作负 责， 其主 要职 责如 下： (1)观察 了解 幼儿 ，依 据国 家有 关

规定 ，结合 本班 幼儿 的发 展水 平和 兴趣 需要 ，制订 和执 行教 育工 作计 划 ，

合理 安排 幼儿 一日 生活 ;(2)创设 良好 的教 育环 境， 合理 组织 教育 内容 ，

提供 丰富 的玩 具和 游戏 材料 ，开 展适 宜的 教育 活动 ;(3)严格 执行 幼儿 园

安全 、卫生 保健 制度 ，指导 并配 合保 育员 管理 本班 幼儿 生活 ，做好 卫生



保健 工作 ;(4)与家 长保 持经 常联 系， 了解 幼儿 家庭 的教 育环 境， 商讨 符

合幼 儿特 点的 教育 措施 ，相 互配 合共 同完 成教 育任 务 ;(5)参加 业务 学习

和保 育教 育研 究活 动;(6)定期 总结 评估 保教 工作 实效 ，接 受园 长的 指导

和检 查。

6.【答案 】C。解析 ：维生 素 C 可以 增强 人体 的抵 抗力 ，缺乏 时会 患

坏血 病。

7.【 答案 】A。解析 ：《幼儿 园教 师专 业标 准 》提出 教师 要合 理利 用

资源 ，为幼 儿提 供和 制作 适合 的玩 教具 和学 习材 料 ，引发 和支 持幼 儿的

主动 活动 。

8.【 答案 】C。解析 ：“教无 定法 ”指的 是教 学没 有固 定的 方法 ，强

调的 就是 教师 能够 根据 不同 的情 况采 用不 同的 方法 ，针对 不同 发展 水平

的幼 儿也 能够 有变 化地 进行 应对 ，体 现的 是教 师劳 动的 创造 性。

9.【答案 】C。解析 ：《 幼儿 园教 育指 导纲 要》中指 出幼 儿艺 术领 域

学习 的关 键在 于充 分创 造条 件和 机会 ，在大 自然 和社 会文 化生 活中 萌发

幼儿 对美 的感 受和 体验 ，丰富 其想 象力 和创 造力 ，引导 幼儿 学会 用心 灵

去感 受和 发现 美，用自 己的 方式 去表 现和 创造 美 。因此 选择 C。五大 领

域核 心能 力提 取关 键能 力分 别如 下： 语言 领域 表达 ;社会 领域 交往 ;健康

领域 生活 自理 ;科学 领域 思维 ;艺术 领域 创造 。



10.【答 案】 A。解 析： 刺激 物的 物理 特性 仍然 是引 起无 意注 意的 主

要因 素： 新颖 的形 象.鲜明 的色 彩 .强大 的声 音及 刺激 的突 然或 显著 的变

化， 都容 易引 起幼 儿的 无意 注意 。

二、 简答 题

11.【答 案要 点】

(1)适宜 于儿 童年 龄特 点

(2)根据 目标 来设 置

(3)有利 于激 发儿 童的 主动 性和 兴趣

(4)活动 区的 设置 应遵 循相 容性 原则

(5)注意 安全

12.【参 考答 案】

(1)树立 新型 的教 育观

(2)科学 定位 教师 的角 色

(2)尊重 幼儿 的人 格尊 严

(3)提高 教师 素养 ，实 现师 幼之 间的 有效 互动

三、 论述 题

13.【参 考答 案】

(1)从依 从性 的评 价发 展到 自己 独立 评价



幼儿 初期 ，还 不能 进行 自我 评价 。他 们的 自我 评价 往往 依赖 于成 人

对他 们的 评价 ，如“妈妈 说我 是个 好孩 子”。到了 幼儿 晚期 ，开始 进行

独立 的评 价。

(2)从对 个别 方面 的评 价发 展到 对多 方面 的评 价

4 岁以 上的 幼儿 有一 半以 上可 以进 行自 我评 价， 但主 要是 从个 别方

面或 局部 来评 价自 己;5 岁左 右的 幼儿 则进 一步 ;6 岁的 幼儿 能从 多方 面

进行 评价 。

(3)从对 外部 行为 的评 价向 对内 心品 质的 评价 过渡

幼儿 的自 我评 价基 本上 是对 自己 外部 行为 的评 价， 还不 能深 入到 对

内心 品质 的评 价。

(4)从具 有强 烈情 绪色 彩的 评价 发展 到根 据简 单的 行为 规则 的理 智

评价

幼儿 初期 往往 不从 具体 事实 出发 ，而 从情 绪出 发进 行自 我评 价。 幼

儿的 自我 评价 具有 较强 的主 观性 ，一般 都过 高评 价自 己 。随着 年龄 的增

长， 幼儿 的自 我评 价逐 渐趋 向于 客观 。

四、 材料 分析 题

14.【答 案要 点】

(1)这位 教师 的做 法是 不对 的 ，忽视 了幼 儿的 身心 发展 规律 。她的 做

法是 一种 负面 情绪 的教 育方 式 — —“以暴 制暴 ”。“ 再哭 爸爸 就不 来接



你” 这样 的严 惩、 恐吓 和威 胁性 质的 语言 ，不 但会 扼杀 孩子 的自 尊心 ，

还会 使幼 儿丧 失心 理安 全感 。面对 幼儿 的负 面情 绪不 正确 的做 法有 ：否

定感 受、打骂 、恐吓 、哄骗 、取消 权利 、贴上 胆小 或坏 脾气 的标 签 。正

确的 做法 是：采取 积极 的教 育态 度，找到 幼儿 情绪 激动 的原 因 ，寻找 情

绪背 后的 需求 和想 法， 及时 安慰 ;引导 孩子 宣泄 负面 情绪 ，给 孩子 “心

理玩 具” 提供 其缓 解情 绪的 物品 等。

(2)帮助 幼儿 控制 情绪 的具 体有 效方 法有 ：

①转移 法： 把注 意力 从产 生消 极否 定情 绪的 活动 或事 物转 移到 能产

生积 极肯 定情 绪的 活动 或事 物上 来 。例如 ：材料 中的 老师 可以 对幼 儿说 ：

“让我 们一 起搭 积木 吧， 搭完 积木 爸爸 就来 接你 了。 ”

②冷却 法： 当幼 儿情 绪强 烈对 立时 ，成 人要 把教 育的 重点 放在 平静

幼儿 的情 绪上 ，使幼 儿尽 快恢 复理 智 ，而不 要“针尖 对麦 芒 ”，可以 采

取暂 时不 理睬 的办 法，待幼 儿冷 静下 来后 ，让他 想一 想，自己 刚才 的情

绪表 现是 否合 适，要求 是否 合理 等 。例如 ：材料 中的 幼儿 一直 在哭 ，老

师可 以采 取暂 时不 理会 的方 式， 等待 幼儿 稳定 自己 的情 绪。

③消退 法： 对待 幼儿 的消 极情 绪可 以采 用条 件反 射消 退法 。例 如，

材料 中的 老师 可以 对幼 儿说 ：“你不 要哭 了 ，你的 爸爸 一定 会来 接你 的 。”

15.【答 案要 点】

(1)该案 例体 现了 如下 原则 ：



①目标 的水 平要 符合 儿童 的实 际 ;

②要根 据儿 童的 反馈 情况 ，及 时调 整目 标 ;

③目标 的内 容要 有机 整合 ;

(2)该案 例中 大班 王老 师没 有完 全照 搬课 程目 标 ，而是 根据 本班 幼儿

的成 长记 录袋 及阶 段测 评对 幼儿 有一 个初 级了 解后 才制 定了 课程 目标 ，

因此 这充 分体 现了 目标 的水 平符 合幼 儿实 际且 根据 幼儿 的情 况 ，及时 调

整。又因 为王 老师 是根 据整 体情 况制 定的 教育 目标 ，因此 这也 体现 了教

育目 标内 容的 有机 整合 性。

五、 活动 设计 题

16.【参 考设 计】

大班 科学 活动 《方 便的 交通 工具 》

一、 活动 目标

1.情感 目标 ：体 验创 造自 己喜 欢的 交通 工具 带来 的乐 趣， 萌发 初步

的环 保意 识。

2.技能 目标 ：能 够自 己动 手操 作设 计自 己喜 欢的 交通 工具 ，在 不同

的情 况下 选择 恰当 的交 通工 具。

3.认知 目标 ：知 道生 活中 常见 的交 通工 具的 类型 以及 它们 各自 的特

点。

二、 活动 重难 点

1.重点 ：了 解生 活中 常见 的交 通工 具的 类型 以及 它们 的特 点， 体验

科学 探究 带来 的乐 趣。



2.难点 ：萌 发初 步的 环保 意识 ，尝 试自 己动 手操 作设 计自 己喜 欢的

交通 工具 。

三、 活动 准备

1.物质 准备 ：邀 请卡

2.经验 准备 ：幼 儿具 有基 本的 出行 的经 历， 初步 了解 日常 生活 中的

常见 交通 工具

四、 活动 过程

(一)导入 部分

情境 创设 导入 ，激 发幼 儿的 兴趣 。

教师 创设 博览 会的 情境 ，带 领幼 儿共 同参 加博 览会 。

师： 今天 我收 到了 一张 欢乐 谷组 委会 的邀 请卡 ，请 我们 去一 个很 远

的地 方参 加博 览会 。可是 参加 这个 博览 会有 个要 求 ，要求 我们 小朋 友们

闯关 回答 问题 ，你 们有 信心 吗 ?

(二)基本 部分

1.听说 游戏 ，初 步了 解交 通工 具特 点。

教师 播放 飞机 、火 车、 小汽 车、 自行 车等 交通 工具 的声 音， 让幼 儿

猜交 通工 具的 名称 以及 他们 的特 点。

师：刚刚 我们 都听 到了 哪些 声音 ?你们 猜猜 这些 分别 是哪 些交 通工 具

发出 的声 音呢 ?

2.出示 图片 ，引 导幼 儿认 识各 种交 通工 具及 其特 征。

(1)教师 出示 自行 车图 片 ，引导 幼儿 思考 自行 车的 车轮 个数 ，如何 使

自行 车行 驶。



小结 ：自 行车 有两 个轮 子， 一个 坐凳 ，两 个脚 踏板 还有 一个 铃铛 以

及前 面的 篮子 。我 们要 通过 自己 的脚 踩踏 板自 行车 才能 往前 进。

(2)出示 汽车 图片 ，引 导幼 儿了 解汽 车的 特征 和使 用方 式。

师：我们 很多 小朋 友家 里就 有汽 车 ，汽车 是什 么样 子的 ?怎样 才能 让

汽车 行驶 呢?你喜 欢坐 汽车 吗?为什 么喜 欢?

小结 ：汽 车有 四个 轮子 ，颜 色也 很多 ，开 的很 快， 汽车 也是 需要 加

油才 能开 。

(3)出示 火车 图片 ，引导 幼儿 认识 到火 车有 很多 的轮 子 ，由火 车头 和

一节 节的 车厢 组成 ，车头 带着 车厢 前进 ，火车 可以 乘坐 很多 旅客 ，是靠

着电 力行 驶的 ，发 电才 能使 火车 前进 。

(4)出示 飞机 图片 ，引导 幼儿 感知 飞机 在蓝 天上 飞行 ，能够 帮助 我们

去很 远的 地方 。

总结 ：我 们看 了这 么多 的图 片， 图片 中的 这些 工具 使我 们外 出方 便

很多 ，给 它们 起个 名字 叫交 通工 具。

3.联系 幼儿 生活 实际 ，了 解不 同情 境下 使用 的交 通工 具。

师： 假期 的时 候妈 妈带 我们 出去 玩的 时候 你会 选择 什么 样的 交通 工

具呢 ?如果 我们 现在 要去 很远 的欢 乐森 林谷 ，你 们会 选择 什么 样的 交通

工具 呢?

小结 ：根 据距 离远 近可 以选 择不 同的 交通 工具 ，近 的话 可以 选择 自

行车 ，不 仅方 便而 且环 保， 还能 锻炼 身体 。

(三)结束 部分

1.游戏 “设计 未来 交通 工具 ”



请幼 儿说 一说 自己 想设 计的 交通 工具

师： 说一 说自 己想 设计 什么 样的 交通 工具 ?

2.请幼 儿发 挥想 象， 进行 交通 工具 的设 计， 画出 自己 的设 计

师： 老师 觉得 我们 每位 小朋 友都 是小 小设 计师 ，所 以现 在想 请我 们

小朋 友们 一起 来设 计一 个自 己觉 得非 常好 的交 通工 具。

五、 活动 延伸

师幼 共同 参加 博览 会。

创设 情境 ，教 师收 到参 加交 通工 具博 览会 的通 知， 请幼 儿搭 乘自 己

喜欢 的交 通工 具(幼儿 做动 作 )随着 音乐 前往 欢乐 森林 谷。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保教知识与能力（幼儿）》模拟试卷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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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