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保教知识与能力（幼儿）》模拟试卷

四【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选 题

1.【 答案 】D。解析 ：《 纲要 》组织 与实 施部 分：尊重 幼儿 在发 展水

平、能力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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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答案 】B。解析 ：口吃 出现 的年 龄以 2-4 岁为 多 。2-3 岁一 般是

口吃 发生 的年 龄， 3-4 岁是 口吃 的常 见期 。

3.【 答案 】D。解析 ：骨折 的处 理原 则是“ 固定 ”，注意 题干 不可 以

采取 的， 自己 不能 复位 。

4.【答案 】A。解析 ：《指南 》科学 探究 目标 1：亲近 自然 ，喜欢 探

究： (1)对自 己感 兴趣 的问 题总 是刨 根问 底。 (2)能经 常动 手动 脑寻 找问

题的 答案 。(3)探索 中有 所发 现时 感到 兴奋 和满 足 。A 选项 为小 班幼 儿表

现。

5.【答 案】 B。解 析： 新生 家访 是对 新入 园幼 儿进 行的 家访 ;定期 家

访是 有固 定的 时间 对幼 儿进 行家 访 ;问题 儿童 重点 家访 是针 对出 现了 某

些问 题的 儿童 进行 家访 ，从而 通过 家园 合作 的方 式帮 助幼 儿 ，排除 法选

B。



6.【答案 】D。解析 ：幼儿 入园 前 ，应当 按照 卫生 部门 制定 的卫 生保

健制 度进 行健 康检 查，合格 者方 可入 园 。幼儿 入园 除了 进行 健康 检查 外 ，

禁止 任何 形式 的考 试或 测查 。

7.【答案 】B。解析 ：幼儿 已经 脱离 了实 物 ，但还 要借 助物 体的 形象

进行 分类 ，说明 幼儿 的思 维水 平具 有直 观形 象性 。表象 是事 物在 大脑 中

留下 的印 象、符号 ，例如 语言 也是 在大 脑中 进行 的 ，无须 借助 图片 ，因

此选 B。

8.【答案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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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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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活 动更 合理 、更完 善地 开展 ，促进 幼儿 的发 展。这类 评

价在 教育 过程 中进 行。

9.【答案 】C。解析 ：《 幼儿 园教 师专 业标 准《试行 》》指出 ：“注

重保 教结 合， 培育 幼儿 良好 的意 志品 质， 帮助 幼儿 形成 良好 的行 为习

惯。 ”

10.【答案 】B。解析 ：幼儿 每天 的户 外活 动时 间一 般不 少于 两小 时 ，

其中 体育 活动 时间 不少 于 1 小时 ，季 节交 替时 要坚 持。

二、 简答 题

11.【答 案要 点】

(1)游戏 是儿 童主 动的 自愿 的活 动 ;



(2)游戏 是在 假想 的情 景中 反映 周围 生活 ;

(3)游戏 没有 社会 的实 用价 值 ，不直 接创 造财 富，没有 强制 性的 社会

义务 ;

(4)游戏 伴随 着愉 悦的 情绪 。

12.【答 案要 点】

(1)具体 性 ;

(2)形象 性 ;

(3)经验 性 ;

(4)表面 性 ;

(5)拟人 性 ;

(6)片面 性 ;

(7)固定 性。

三、 论述 题

13.【参 考答 案】

(1)社会 要求 的提 高

幼儿 园是 保教 并重 的机 构， 以游 戏为 主要 活动 形式 ，没 有严 格的 约

束力 。小学 是实 施义 务教 育的 机构 ，以上 课为 主要 活动 形式 ，必须 根据

国家 统一 规定 的教 学机 会、 教学 大纲 和教 材进 行系 统的 文化 知识 教育 ，

要达 到一 定的 质量 要求 。

(2)生活 制度 的变 化



学前 阶段 的生 活节 奏是 宽松 的。 一日 生活 中游 戏活 动时 间较 多， 生

活管 理不 带强 制性 ，没有 出勤 要求 。教师 对幼 儿在 生活 上的 照顾 比较 周

到和 细致 ;小学 阶段 的生 活节 奏快 速、 紧张 ，作 息制 度非 常严 格。 每天

上课 时间 较长 ，纪律 及行 为规 范带 有强 制性 。教师 对儿 童在 生活 上的 照

料明 显减 少， 生活 主要 靠儿 童自 理。

(3)师生 关系 的不 同

学前 阶段 教师 与幼 儿个 别接 触机 会多 ，时 间长 ，涉 及面 广， 关系 密

切、 具体 ;小学 阶段 师生 接触 主要 是在 课堂 上， 个别 接触 少， 涉及 面较

窄。

(4)生活 环境 的完 全改 观

学前 阶段 教室 的环 境布 置生 动活 泼， 有许 多活 动区 域， 在其 中有 丰

富的 活动 玩具 和材 料供 幼儿 动手 操作 、摆弄 ，幼儿 可以 自由 选择 游戏 及

进行 同伴 交往 ;小学 阶段 教室 的环 境布 置相 对严 肃， 成套 的课 桌椅 排列

固定 ，教 室内 没有 玩具 ，学 生自 由选 择活 动的 余地 较少 。

(5)教育 内容 加深 ，形 象化 的方 法减 少

学前 阶段 的教 育内 容是 各种 各样 、丰 富多 彩的 游戏 ，以 幼儿 动手 操

作的 多种 活动 为主 要教 学形 式 ，幼儿 在玩 中学 ，教师 指导 方法 比较 直观 、

灵活 、多 样， 没有 家庭 作业 及考 试制 度 ;小学 阶段 的教 育内 容是 各种 学

科文 化知 识的 学习 ，以上 课为 主要 的教 学形 式 ，教学 方法 相对 固定 、单

一，有一 定的 家庭 作业 及必 要的 考试 制度 ，学习 成为 一种 必须 完成 的任

务。

四、 材料 分析 题



【答 案要 点】

(1)① 告状 是中 班幼 儿的 常见 现象 ，他们 会经 常借 由告 状来 寻求 老师

对他 的关 爱和 认同 ，想要 提高 自己 在老 师心 目中 的地 位 。瑶瑶 在建 构区

进行 游戏 的时 候经 常跑 过来 告状 ，可能 是因 为想 要得 到老 师的 关注 和认

同。

②另外 一个 原因 是这 个阶 段是 儿童 道德 认识 进一 步发 展的 阶段 ，他

们对 是非 、善恶 行为 准则 和社 会道 德规 范有 了认 识 。特别 是中 班幼 儿他

们能 掌握 一定 的行 为规 范，善于 观察 关心 周围 的幼 儿易 向老 师告 状 ，希

望老 师能 纠正 同伴 的错 误行 为 。瑶瑶 在跟 老师 告状 的同 时还 潜藏 着一 个

目的 ，即 借此 向老 师表 明自 己已 经记 住老 师的 话了 。

(2)首先 ，教师 应了 解幼 儿告 状行 为的 动机 和目 的 ，区别 对待 。其次 ，

教师 还可 以在 日常 生活 中组 织各 种不 同形 式的 活动 ，培养 幼儿 独立 处事

的能 力和 良好 的品 质，减少 幼儿 的告 状行 为 。最后 ，培养 幼儿 的独 立性 ，

减少 告状 行为 。

15.【参 考答 案】

该名 教师 对阳 阳活 动的 干预 不合 适。

(1)阳阳 的游 戏方 式是 角色 游戏 。即用 小椅 子替 代自 行车 ，来实 现他

“摸特 等奖 ”的游 戏情 节构 思。幼儿 能够 成功 地以 物代 物 ，反映 了幼 儿

象征 性思 维的 发展 。替 代物 与被 替代 物越 不像 ，越 具有 符号 象征 意义 。

(2)教师 以现 实教 师的 角色 身份 进行 干预 ，以成 人的 想法 忽视 了幼 儿

思维 的特 点，对阳 阳所 选择 的替 代物 提出 了质 疑 ，认为 小椅 子不 像自 行



车，试图 引导 幼儿 按真 实的 样子 加以 改装 ，结果 阻碍 了幼 儿的 游戏 想象 ，

中断 了幼 儿原 来的 游戏 情节 。

五、 活动 设计 题

16.【参 考设 计】

大班 主题 活动 教案 《我 喜欢 》

一、 设计 意图

每个 孩子 都有 自己 喜欢 的事 物， 大班 幼儿 爱学 、好 学， 对于 新奇 有

趣的 事物 充满 着好 奇心 ，喜欢 探索 是幼 儿的 天性 ，生活 中的 事物 ，从游

戏到 颜色 ，从食 物到 玩具 ，在其 中我 们会 发现 每个 孩子 独有 的个 性 ，引

导孩 子去 充分 的探 索，表达 这份 喜爱 ，会使 他们 更加 的快 乐，在游 戏中

寻找 自己 的乐 趣， 增加 生活 常识 。

二、 教育 目标

1.知道 蔬菜 、水 果有 营养 ，初 步养 成良 好的 进餐 习惯 。

2.学会 玩具 的分 享， 养成 良好 的美 德。

3.能听 懂成 人的 指令 ，按 指令 做事 。

4.喜欢 手工 游戏 ，并 具有 粘贴 、撕 纸等 技能 。

三、 环境 创设

1.我喜 欢的 主题 活动 开展 过程 中， 要事 先准 备所 需要 的各 个材 料，

师幼 共同 讨论 所喜 欢的 事物 ，增加 幼儿 对活 动的 期望 ，使孩 子们 在活 动

的过 程中 不断 地增 长经 验， 养成 良好 的习 惯。

2.幼儿 将自 己喜 欢的 玩具 带到 幼儿 园， 幼儿 之间 一起 分享 各自 的玩

具。



四、 教育 活动 设计

活动 一： 我喜 欢小 小月 亮船 (儿歌 )

1.活动 准备 ：香 蕉若 干

2.活动 过程

幼儿 每人 一根 香蕉 ，摸 一摸 ，闻 一闻 ，教 师朗 读儿 歌。

教师 和幼 儿一 起做 动作 ，摸 香蕉 ，拿 起香 蕉晃 一晃 做小 船的 动作 ，

边做 动作 边唱 儿歌 。

大家 一起 吃香 蕉

3.活动 建议 ：活 动安 排在 午点 前进 行。

附儿 歌：

月亮 船

香蕉 香蕉 甜甜

香蕉 香蕉 弯弯

摇一 摇， 晃一 晃

多像 一只 月亮 船

活动 二： 我喜 欢把 朋友 送回 家

1.活动 准备

幼儿 事先 将玩 具带 到幼 儿园 。

有意 识的 带领 幼儿 参观 玩具 柜， 引导 幼儿 关注 自己 喜欢 的玩 具。

2.活动 过程

幼儿 从玩 具柜 拿出 自己 喜欢 的玩 具， 并自 己自 由玩 一会 。



幼儿 拿着 玩具 听到 信号 (歌曲 )后把 玩具 放回 原处 ，并说“我把 某某 送

回家 ”。

3.活动 建议

活动 的持 续周 期应 该比 较长 。

为幼 儿提 供的 玩具 要做 到体 积大 、色 彩鲜 艳。

活动 三： 我喜 欢走 走跳 跳

1.活动 准备 ：用 彩色 纸做 成的 平行 线

2.活动 过程

(1)教师 示范 走小 路动 作 ，走在 两条 彩带 中间 ，两臂 侧举 ，眼睛 向前 。

(2)幼儿 练习 走小 路。

(3)根据 幼儿 练习 情况 ，适 当调 窄小 路， 增加 练习 难度 。

(4)幼儿 自己 制作 小路 并参 与游 戏。

3.活动 建议 ：增 加游 戏趣 味性 ，自 编游 戏角 色、 情节 ，可 以采 用角

色扮 演法 ，吸 引幼 儿注 意。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保教知识与能力（幼儿）》模拟试卷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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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