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保教知识与能力（幼儿）》模拟试卷

五【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选 题

1.【答 案】 B。解 析： 理智 感 (又称 为智 慧感 )是与 幼儿 的认 识活 动、

求知 欲、 解决 问题 、探 求真 理等 需要 是否 得到 满足 相联 系的 内心 体验 。

大约 5 岁左 右，幼儿 的求 知认 识兴 趣开 始萌 发 ，理智 感也 同时 开始 迅速

地发 展。 对任 何新 鲜事 物， 幼儿 都想 “探索 ” 一下 ，他 们好 看， 好摸 ，

好动 ，好 拆， 更突 出的 表现 是这 时期 的幼 儿很 喜欢 提问 。

2.【答 案】 C。解 析： 《指 南》 中指 出 4～5 岁能 用自 然的 、音 量适

中的 声音 基本 准确 地唱 歌;能通 过即 兴哼 唱、 即兴 表演 或给 熟悉 的歌 曲

编词 来表 达自 己的 心情 ;能用 拍手 、踏 脚等 身体 动作 或可 敲击 的物 品敲

打节 拍和 基本 节奏 ;能运 用绘 画、 手工 制作 等表 现自 己观 察到 或想 象的

事物 。由 此得 出， 答案 为 C。

3.【 答案 】B。解析 ：庞丽 娟采 用“同伴 现场 提名 法 ”对幼 儿的 同伴

社交 类型 进行 研究 ，结果 表明 ，幼儿 的社 交地 位已 经分 化 ，主要 有受 欢

迎型 、被拒 绝型 、被忽 视型 和一 般型 。题干 中描 述王 依依 正面 提名 比较

多， 说明 其他 小朋 友喜 欢和 她交 往， 属于 受欢 迎型 ，故 答案 选 B。

4.【答案 】B。解析 ：自我 体验 是一 个人 通过 自我 的评 价和 活动 产生

的一 种情 感上 的状 态， 如自 尊心 、自 信心 、羞 愧感 等。



5.【答案 】A。解析 ：学前 儿童 语言 障碍 是指 儿童 在早 期语 言学 习和

获得 过程 中出 现了 发展 性的 异常 现象 ，包括 口吃 、缄默 症 、语言 发育 迟

缓。 因此 ，答 案选 A。

6.【答案 】A。解析 ：幼儿 园摆 放玩 具的 橱柜 应低 于儿 童的 身高 ，以

便于 儿童 取放 物品 ，并 避免 砸到 幼儿 。

7.【答案 】C。解析 ：家长 学校 是普 及家 教知 识的 有效 渠道 ，是幼 儿

园开 展家 长工 作的 重要 发展 。家长 学校 的任 务是 系统 地向 家长 讲授 教育

子女 的科 学知 识。

8.【答 案】 C。解 析： 幼儿 心理 发展 在短 期内 突然 急剧 变化 的情 况 ，

称为 儿童 心理 发展 的转 折期 。由于 儿童 心理 发展 的转 折期 常常 出现 对成

人的 反抗 行为 ，或各 种不 符合 社会 行为 准则 的表 现 ，所以 也有 人把 转折

期称 为危 险期 。

9.【答 案】 C。解 析： 在《 纲要 》教 育内 容与 要求 (第二 部分 )解读 中

的健 康领 域中 指出 ，健 康领 域的 活动 要充 分尊 重幼 儿生 长发 育的 规律 ，

严禁 以任 何名 义进 行有 损幼 儿健 康的 比赛 、表 演或 训练 等。

10.【答案 】C。解析 ：幼儿 园的 基地 选择 要求 ① 应远 离各 种污 染源 ，

并满 足有 关卫 生防 护标 准的 要求 。② 方便 家长 接送 ，避免 交通 干扰 。③

日照 充足 ，场地 干燥 ，排水 通畅 ，环境 优美 或接 近成 熟绿 化地 带 。④能

为建 筑功 能分 区，出入 口，室外 游戏 场地 的布 置提 供必 要的 条件 。综合

上述 选择 要求 ，有 托儿 需求 的社 区较 为合 适。

二、 简答 题

11.【参 考答 案】



(1)情绪 和情 感的 不稳 定 ;

(2)情感 比较 外露 ;

(3)情绪 极易 冲动 ;

(4)情绪 易感 染。

12.【答案 要点 】幼儿 德育 原则 是向 幼儿 进行 德育 教育 时必 须遵 循的

基本 原则 ，它是 德育 本身 规律 的反 映 ，是幼 儿教 育实 践经 验的 概括 和总

结。 幼儿 德育 的原 则主 要包 括以 下几 个方 面：

(1)热爱 、尊 重和 严格 要求 相结 合的 原则 ;

(2)坚持 正面 教育 的原 则 ;

(3)集体 教育 和个 别教 育相 结合 的原 则 ;

(4)教育 的一 致性 和一 贯性 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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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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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

14.【参 考答 案】

《纲 要》 中指 出： 幼儿 园艺 术领 域的 总目 标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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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对物 体的 美感 和形

象思 维还 处于 启蒙 阶段 ，虽然 他们 有丰 富的 想象 力 ，但是 孩子 没有 能力

去表 现，所以 他们 会不 愿意 去表 现，这时 我们 需要 慢慢 激发 幼儿 表现 的

欲望 。

如果 我是 这位 老师 ，我 不会 让她 马上 参加 到活 动中 去， 而是 先肯 定

她是 一个 爱干 净的 好孩 子，然后 带领 她欣 赏同 伴的 作品 、欣赏 老师 的作

品，让她 在欣 赏中 感受 色彩 的美 、造型 的美 ，分享 同伴 成功 的乐 趣，潜

移默 化的 影响 她， 让她 主动 参与 进来 ，并 在活 动中 及时 表扬 和鼓 励她 ，

用赞 许的 语言 肯定 她，让她 获得 成功 的体 验。另外 ，在以 后美 术活 动中

给予 幼儿 丰富 的富 有变 化的 作画 的材 料 ，幼儿 觉得 很好 玩很 有意 思，就

愿意 去参 加。 最后 ，在 美术 活动 中运 用多 种组 织形 式如 ：游 戏的 形式 、

综合 性的 美术 活动 ，让 幼儿 更为 投入 的参 与活 动。

15.【参 考答 案】

1.违背 了环 境与 教育 目标 一致 的原 则

幼儿 园环 境是 幼儿 园课 程的 一部 分， 在创 设幼 儿园 环境 时， 要考 虑

它的 教育 性，应使 环境 创设 的目 标与 幼儿 园教 育目 标相 一致 。教师 在创

设环 境时 没有 按照 各年 龄阶 段的 教育 目标 创设 而是 按照 了自 己的 喜好 。

2.违背 了适 宜性 原则

(1)幼儿 园环 境创 设没 有与 幼儿 身心 发展 的特 点和 发展 需要 相适 宜

这家 幼儿 园小 、中、大班 环境 布置 得非 常雷 同 ,当人 置身 其中 ，如果

不看 班级 标识 牌，根本 无法 判断 是小 班 、中班 ，还是 大班 。说明 环境 的



创设 没有 按照 幼儿 的身 心发 展特 点进 行创 设 ，每个 年龄 阶段 的幼 儿的 身

心发 展特 点都 是不 同的 ，所以 环境 的创 设不 应该 雷同 ，而是 具有 年龄 阶

段差 异的 环境 。

(2)环境 创设 没有 适应 幼儿 的差 异

幼儿 的身 心发 展是 具有 差异 性的 ，每 个阶 段的 儿童 身心 发展 是有 差

异的 ，每个 幼儿 不同 能力 的发 展程 度也 是具 有差 异的 ，教师 应投 放不 同

层次 的材 料， 配合 不同 能力 发展 水平 的幼 儿活 动。

大量 高价 的成 品玩 具、名画 ，雷同 的环 境对 幼儿 的发 展是 无意 义的 。

3.违背 了幼 儿参 与的 原则

环境 创设 的过 程是 幼儿 与教 师共 同参 与合 作的 过程 。教 育者 要有 让

幼儿 参与 环境 创设 的意 识，认识 到幼 儿园 环境 的教 育性 不仅 蕴涵 于环 境

之中 ，而 且蕴 涵于 环境 创设 的过 程中 。

教师 花费 大量 心血 精心 布置 五彩 缤纷 的墙 饰 ,甚至 还买 来一 些名 画

进行 装饰 ，环境 的布 置体 现了 幼儿 园教 师的 特长 和喜 好 ，这些 幼儿 都没

有参 与其 中， 主要 的创 设者 只是 教师 ，失 去了 环境 创设 的教 育意 义。

4.违背 了经 济性 原则

经济 性原 则是 指创 设幼 儿园 环境 应考 虑幼 儿园 自身 经济 条件 ，因 地

制宜 办园 。

园方 购买 了大 量高 价的 成品 玩具 ,教师 花费 大量 心血 精心 布置 五彩

缤纷 的墙 饰,甚至 还买 来一 些名 画进 行装 饰， 却要 求老 师把 一些 高档 玩

具收 起来 ,不让 幼儿 操作 ，这 无疑 是一 种浪 费。

五、 活动 设计 题



16.【参 考设 计】

中班 艺术 领域 美术 活动 《各 种各 样的 花》

一、 活动 目标

1.情感 目标 ：体 验绘 画的 乐趣 ，萌 发对 自然 的热 爱之 情与 保护 环境

的意 识。

2.技能 目标 ：能 运用 简单 的线 条、 图形 和色 彩， 画出 自己 喜欢 的花

朵。

3.认知 目标 ：知 道花 朵的 主要 组成 部分 。

二、 活动 重难 点

1.重点 ：体 验绘 画的 乐趣 ，萌 发对 自然 的热 爱之 情与 保护 环境 的意

识。

2.难点 ：能 运用 简单 的线 条、 图形 和色 彩， 画出 自己 喜欢 的花 朵。

三、 活动 准备

1.物质 准备 ：图 画纸 和水 彩笔 若干 、各 种花 朵的 图片 。

2.经验 准备 ：已 经认 识花 朵， 与花 朵有 过接 触。

四、 活动 过程

(一)手指 谣导 入

师： 小鸟 小鸟 住在 大树 上， 小田 鼠小 田鼠 住在 大树 下， 喇叭 花喇 叭

花往 上开 ，喇叭 花喇 叭花 变成 小电 话 ，叽叽 叽喳 喳喳 ，小鸟 和小 田鼠 在

说悄 悄话 ，他们 在说 森林 里的 小猴 子要 过生 日了 ，他们 想送 给他 一朵 小

花， 但是 他们 不会 画， 希望 小朋 友们 帮帮 他们 。

(二)活动 展开



1.引导 幼儿 进行 小组 交流 、讨 论， 说说 自己 心目 中的 花的 形象 ，并

且出 示花 朵的 相关 图片 ，帮 助幼 儿整 体感 知花 朵的 正确 形象 。

①请小 朋友 说说 自己 心目 中的 小花 长什 么样 子呢 ?

②出示 图片 ，请 小朋 友来 看一 看， 图片 上的 花朵 是由 哪几 部分 组成

的呢 ?

2.教师 进行 示范 画

①引导 语： 我们 每个 人喜 欢的 小花 都不 一样 ，都 非常 好看 ，相 信小

猴子 要是 收到 小朋 友们 的花 一定 非常 开心 ，今天 老师 请小 朋友 给画 一朵

花，把自 己最 好最 喜欢 的样 子画 出来 ，在画 之前 ，小朋 友看 看老 师是 怎

样画 的。

②教师 边说 边示 范画 一张 花朵 (每一 朵花 都有 一张 很多 颜色 特别 好

看的 小花 瓣， 花瓣 里面 包裹 着一 个可 爱的 小花 心 … … )。

3.幼儿 自由 绘画 ，教 师巡 回指 导

①提醒 幼儿 先构 思， 再动 笔作 画， 突出 花朵 的主 要外 形特 征。

师： 老师 给你 们准 备不 同的 画画 材料 请小 朋友 自己 画， 在画 之前 要

先想 好怎 样画 ，画 小花 长什 么样 子， 长在 哪里 ，多 大， 然后 再动 笔

②幼儿 分组 作画 ，教 师巡 视指 导。

③注意 事项 ：提 醒小 朋友 不能 将画 笔画 到自 己和 小朋 友的 身上 ，不

能在 纸上 乱抹 乱画 。

4.展示 作品 ，增 强幼 儿的 自信 心。

①组织 幼儿 展示 作品 ，相 互欣 赏与 交流 。



②小结 ：每 个小 朋友 都画 的不 错， 都把 漂亮 的花 朵的 形象 展现 出来

了，我们 画的 每一 朵小 花都 不同 、都非 常好 看 ，我们 都是 小画 家 。让我

们一 起把 可爱 的小 花教 给小 鸟和 小田 鼠， 让他 们去 帮小 猴子 过生 日吧 。

五、 活动 延伸

区角 延伸 ：去 到阅 读区 ，去 看看 小猴 子过 生日 的时 候发 生了 什么 事

情吧 。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保教知识与能力（幼儿）》模拟试卷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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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