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保教知识与能力（幼儿）》模拟试卷

三【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选 题

1.【答 案】 D。解 析： 幼儿 对形 状的 辨别 由易 到难 是圆 形 —正方 形

—半圆 形 —长方 形 —三角 形 —八边 形 —五边 形 —梯形 — 菱形 ，因 此选

D。

2.【答案 】A。解析 ：幼儿 的社 会性 主要 是在 日常 生活 和游 戏中 通过

观察 和模 仿潜 移默 化地 发展 起来 的。 成人 应注 重自 己言 行的 榜样 作用 ，

避免 简单 生硬 的说 教。

3.【答案 】A。解析 ：想象 与现 实相 混淆 是指 幼儿 容易 把想 象的 东西

当成 现实 的东 西;将自 己的 想象 看作 是真 实的 事 ;把自 己强 烈渴 望得 到的

东西 说成 是已 有的 东西 ;把自 己希 望发 生的 事情 当作 已经 发生 的事 情述

说。 题干 中毛 毛就 是将 自己 渴望 去动 物园 这件 事说 成是 已经 发生 过的

事， 所以 属于 分不 清事 实和 想象 的说 谎。

4.【答案 】A。解析 ：形成 性评 价是 在教 育过 程中 持续 进行 的 ，目的

在于 及时 地做 出反 馈性 调节 ，从 而调 整、 修改 、补 充活 动的 计划 .内容

和方 法，使教 学活 动更 合理 更完 善的 开展 ，促进 幼儿 的发 展。个体 评价

是指 把某 类评 论对 象中 的每 一个 个体 的过 去和 现在 相比 较 ，或者 将同 一

评价 对象 的若 干个 侧面 相互 比较 。总结 性是 在完 成某 个阶 段教 育活 动之

后进 行的 ，目的 在于 了解 该阶 段教 育的 结果 ，对达 成目 标的 程度 做出 终

结性 评价 ，为 以后 制定 教育 活动 的计 划 .设计 方案 提供 客观 依据 。内 部



评价 也成 自我 评价 ，是被 评者 通过 自我 认识 和分 析 ，对照 某种 标准 ，对

自己 组织 的活 动做 出判 断。

5.【答 案】 D。解 析： 幼儿 入园 后应 每年 体检 一次 。

6.【答案 】D。解析 ：出生 五周 后，婴儿 受到 视觉 刺激 ，看到 成人 面

孔， 就会 发生 微笑 反应 ，即 婴儿 开始 出现 社会 性微 笑。

7.【答案 】D。解析 ：第一 次心 理断 乳发 生在 2～ 3 岁之 间，即婴 儿

期向 幼儿 期的 过渡 。第二 次心 理断 乳发 生在 13～14 岁之 间，即童 年期

向少 年期 的过 渡。 在幼 儿 2～ 3 岁时 自我 意识 开始 萌芽 ，主 要表 现自 我

意识 的真 正出 现是 和儿 童言 语的 发展 相联 系的 ，掌握 代词“我 ”是自 我

意识 萌芽 的重 要标 志，能准 确使 用“我 ”来表 达愿 望标 志着 儿童 的自 我

意识 的产 生。

8.【 答案 】A。解析 ：幼儿 的记 忆的 过程 分为 识记 、保持 和遗 忘 、回

忆与 再认 。再认 指的 是对 过去 经历 的事 物 ，当它 再度 出现 时能 识别 出是

以前 经历 过的 。题 干中 的小 朋友 一听 到《 我爱 北京 天安 门》 这首 歌时 。

就知 道自 己唱 过， 与再 认的 概念 一致 。故 选 A。

9.【答案 】D。解析 ：《幼儿 教育 指导 纲要 (试行 )》指出 ，教师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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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答 案】 C。解 析： 动力 定型 原则 又称 为 “ 自动 化” ，是 指如 果

一系 列刺 激总 是按 照一 定时 间、 顺序 和模 式出 现， 这样 多次 重复 之后 ，

大脑 就会 记忆 这些 刺激 ，形成 规律 ，促使 幼儿 形成 良好 的行 为习 惯 ，应

利用 大脑 皮层 活动 的动 力定 型原 则。



二、 简答 题

11.【答 案要 点】

皮亚 杰认 为认 知发 展是 一种 建构 的过 程， 是个 体与 环境 的相 互作 用

中实 现的 ，从 而表 现出 相继 出现 的四 个阶 段。

(1)感知 运动 阶段 (0～ 2 岁 )此阶 段儿 童的 认知 发展 主要 是感 觉和 动

作的 分化 ，其认 知活 动主 要是 通过 探索 感知 觉与 运动 之间 的关 系获 得动

作经 验， 形成 图式 。

(2)前运 算阶 段 (2～7 岁)此阶 段儿 童的 心理 表象 是直 觉的 物的 图像 ，

还不 是内 化的 动作 格式 ，还不 能很 好地 把自 己和 外部 世界 区分 开来 。认

知活 动具 有具 体性 、不 可逆 性、 刻板 性。

(3)具体 运算 阶段 (7～ 11 岁)此阶 段儿 童的 认知 结构 已发 生了 重组 和

改善 ，具 有了 抽象 的概 念， 能够 进行 逻辑 推理 。

(4)形式 运算 阶段 (11～ 16 岁)出现 逻辑 思维 。

12.【答 案要 点】

(1)活泼 好动 ;

(2)具体 形象 思维 开始 ;

(3)开始 接受 任务 ;

(4)开始 自己 组织 游戏 。

三、 论述 题

13.【答 案要 点】

内容 ：



(1)帮助 家长 树立 正确 的教 育观 念和 教育 方法 ，以走 出家 教观 念的 误

区。

(2)优化 家庭 教育 的物 质环 境和 精神 环境 。

(3)鼓励 和引 导家 长直 接或 间接 地参 与学 前教 育机 构的 活动 。

策略 ：

(1)间接 合作 ：个 别方 式的 家园 合作 ;集体 方式 的家 园合 作。

(2)直接 合作 ：开展 家长 开放 日活 动;设立 家长 委员 会;开展 亲子 活动 。

幼儿 园应 当主 动与 幼儿 家庭 配合 ，向 家长 宣传 科学 保育 、教 育幼 儿

的知 识，帮助 家长 创设 良好 的家 庭教 育环 境 ，共同 担负 教育 幼儿 的任 务 。

幼儿 园应 当建 立幼 儿园 与家 长联 系的 制度 。幼儿 园可 采取 多种 形式 ，指

导家 长正 确了 解幼 儿园 保育 和教 育的 内容 、方 法， 定期 召开 家长 会议 ，

并接 待家 长的 来访 和咨 询。

14.【答 案要 点】

(1)《幼 儿园 教育 纲要 (试行 )》中 艺术 领域 的目 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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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林老 师引 导和 支持 幼儿 开展 艺术 活动 的有 效措 施有 ：

①和幼 儿一 起感 受、 发现 和欣 赏自 然环 境和 人文 景观 中美 的事 物。

林老 师带 幼儿 去户 外玩 耍，并对 观察 到的 蝴蝶 与幼 儿一 起讨 论和 交流 对

美的 感受 。



②和幼 儿一 起发 现美 的事 物的 特征 ，感 受和 欣赏 美。 林老 师启 发幼

儿观 察蝴 蝶，包括 蝴蝶 的色 彩、形态 等 ，引导 幼儿 用自 己的 语言 描述 它

们美 的方 面。另外 ，林老 师鼓 励幼 儿和 家长 收集 蝴蝶 的照 片和 标本 ，并

和大 家一 起欣 赏， 发现 蝴蝶 的美 。

③创造 条件 让幼 儿接 触多 种艺 术形 式和 作品 。林 老师 在语 言区 讲述

《三 只蝴 蝶》 的故 事， 在美 工区 画蝴 蝶的 头饰 等。

④创造 机会 和条 件， 支持 幼儿 自发 的艺 术表 现和 创造 。林 老师 和孩

子们 一起 玩《花儿 和蝴 蝶 》的音 乐游 戏，并结 合幼 儿的 兴趣 ，鼓励 幼儿

在美 工区 自己 做头 饰表 演《 三只 蝴蝶 》的 故事 。

15.【参 考答 案】

(1)针对 上述 案例 ，小伟 小朋 友主 要是 入睡 困难 问题 ，材料 中的 老师

做法 不恰 当。

学前 儿童 期正 是生 长发 育的 重要 时期 ，保 证儿 童的 充足 睡眠 ，对 他

们的 身体 、大脑 的发 育有 着重 要的 作用 。但是 由于 幼儿 的年 龄特 点 ，未

建立 良好 的生 活常 规， 因此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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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如果 我是 小伟 的老 师 ，我会 从以 下三 个方 面着 手改 善小 伟的 睡眠

习惯 ：

①为幼 儿创 设一 个舒 适 、安静 的睡 眠环 境。保证 儿童 寝室 空气 流通 ，

温度 、亮度 适宜 ，午睡 前可 播放 优美 的背 景音 乐 ，以便 使小 伟安 静入 睡;



②重视 睡眠 的护 理工 作。 在儿 童午 睡前 ，检 查床 铺上 有无 影响 儿童

睡眠 的杂 物，避免 因被 子损 坏，出现 线头 ，而造 成小 伟拉 棉线 的现 象出

现;

③细心 照顾 个别 儿童 。对 于精 力充 沛的 小伟 ，可 以允 许他 们减 少睡

眠的 时间 ，但 注意 不要 让小 伟影 响其 他儿 童。

五、 活动 设计

16.【参 考设 计】

大班 身心 保健 活动 《保 护眼 睛》

一、 活动 目标

1.情感 目标 ：养 成正 确的 用眼 习惯 ，形 成保 护眼 睛的 意识 。

2.技能 目标 ：学 会保 护眼 睛的 简单 常识 和方 法， 会做 眼保 健操 。

3.认知 目标 ：了 解眼 睛的 功能 ，知 道眼 睛对 人生 活的 重要 。

二、 活动 重难 点

1.活动 重点 ：了 解眼 睛的 功能 及作 用， 学会 保护 眼睛 的简 单常 识和

方法 。

2.活动 难点 ：学 会眼 保健 操， 养成 正确 的用 眼习 惯。

三、 活动 准备

1.经验 准备 ：幼 儿已 经了 解知 道眼 睛的 作用 。

2.准备 ：眼睛 模型 、挂图《 眼睛 生病 了》、图片《不完 整的 五官 》、

《这 些行 为对 不对 》等 。

四、 活动 过程

(一)导入 部分



猜谜 语导 入活 动， 激发 幼儿 参与 活动 的兴 趣

教师 提出 关于 眼睛 的谜 语， 引导 并鼓 励幼 儿根 据自 己生 活经 验猜 测

谜语 ，激 发幼 儿参 与活 动的 兴趣 。

谜语 ：上 边毛 ，下 边毛 ，中 间一 个黑 葡萄 。

(二)展开 部分

1.了解 眼睛 的结 构和 作用 。

①教师 出示 “ 眼睛 模型 ”，引 导幼 儿观 察眼 睛构 造。

提问 ：眼 睛上 都有 什么 呢?长得 什么 样子 ?

②出示 图片 ：不 完整 的五 官头 像进 行添 画， 并介 绍眼 睛的 作用

教师 小结 ：眉 毛、 睫毛 可以 让人 们变 得更 加漂 亮， 能挡 住风 沙、 尘

土等 进入 眼睛 ;上下 眼睑 可以 给我 们的 眼睛 盖上 小被 子， 还能 滋润 我们

的眼 球表 面;眼球 能够 让大 家看 到东 西。

2.讨论 并掌 握保 护眼 睛的 方法

(1)出示 图片 ，引导 幼儿 观察 图片 中小 朋友 对眼 睛的 做法 ，通过 观察

图片 中小 朋友 的行 为， 讨论 他们 做法 的正 确与 否， 并说 明原 因。

(2)师幼 共同 讨论 ，总 结保 护视 力的 方法

①看电 视时 ，距 离不 要太 近， 时间 不要 过长

②看书 姿势 要规 范， 不躺 着、 仰着 看书

③不在 强光 下看 书、 绘画

④多吃 胡萝 卜等 对视 力有 好处 的蔬 菜

⑤眼睛 生病 了要 及时 就医

3.教师 示范 “眼保 健操 ”



(1)教师 亲身 示范 “ 眼保 健操 ”的方 法， 指导 幼儿 找准 相应 的穴 位 。

(2)请个 别幼 儿进 行表 演示 范。

(三)结束 部分

蒙眼 小游 戏， 提升 保护 眼睛 的意 识

请幼 儿分 别睁 眼、 闭眼 写出 自己 的名 字， 并交 流写 字时 的感 受， 从

而感 受眼 睛重 要性 ，提 升保 护眼 睛的 意识 。

五、 活动 延伸

请幼 儿回 家跟 自己 的父 母一 起继 续探 索保 护眼 睛的 方法 。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保教知识与能力（幼儿）》模拟试卷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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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