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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上半年教师资格证考试

保教知识与能力试题（幼儿）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关于学前教育任务最准确的表述是（ ）

A.促进幼儿智力发展

B.促进幼儿身心的快速发展

C.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D.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考点：我国幼儿园的任务】

2.教师在组织中班幼儿歌唱活动中，合理的做法是（ ）

A.要求幼儿用胸腹式联合呼吸法唱歌

B.鼓励幼儿用最响亮的声音唱歌

C.鼓励幼儿唱八度以上音域的歌曲

D.要求幼儿用自然声音唱歌

【考点: 幼儿园音乐教育的活动设计和组织指导】

3、下列哪一个选现不是婴儿期出现的基本情绪体验（ ）

A.羞愧 B.伤心 C.害怕 D.生气

【考点：幼儿高级情感的发展】

4、在角色游戏中，教师观察幼儿能否主动协商处理玩伴关系，主要考察的是（ ）

A.幼儿的情绪表达力

B.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

C.幼儿的规则意识

D.幼儿的思维发展水平

【考点：幼儿游戏中的教师指导】

5、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1-3 岁儿童形成的人格品质是（ ）

A、信任感

B、主动性

C、自主性

D、自我同一性

【考点: 儿童发展理论的主要流派】

6、教师在区角中投放了多种发声玩具，小班幼儿在摆弄这些玩具时（ ）

A、能概括不同声音产生的条件

B、对声音产生的兴趣

C、能描述出玩具是怎么发声的

D、能描述出不同玩具发声的特点

【考点: 幼儿园活动区的创设】

7、在引导幼儿感知和理解事物“量”的特征时，恰当的做法是（ ）

A、引导幼儿感知常见事物的大小、高矮、粗细等

B、引导幼儿识别常见事物的形状

C、和幼儿一起手口一致点数物体、说出总数

D、为幼儿提供“按数取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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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8、幼儿园艺术教育的主要目标是（ ）

A、发展幼儿的艺术技能

B、培养幼儿的艺术感受和表达能力

C、丰富幼儿的艺术知识

D、拓展幼儿的逻辑思维能力

【考点: 幼儿园艺术教育的目标】

9、陶行知创立的培养幼教师资的方法是（ ）

A、讲授制 B、五指活动 C、感官教育 D、艺友制

【考点: 我国幼儿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10、皮亚杰的“三山实验”考察的是（ ）

A、儿童的深度知觉 B、儿童的计数能力 C、儿童的自我中心性 D、儿童的守恒能力

【考点: 儿童发展理论的主要流派】

二、简单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1、婴幼儿调节负面情绪的主要策略有哪些？

【考点：幼儿情绪情感的发展】

12、简述幼儿园教师的工作职责。

【考点：《幼儿园工作规程》】

三、论述题（本大题 1 小题，20 分）

13、为什么要让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学习？请结合实例分别

说明。

【考点：幼儿园教育的原则】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14、材料：

李老师第一次带中班，她发现中班幼儿比小班幼儿更喜欢告状，教研活动时，大班教师

告诉她说中班幼儿确实更喜欢告状，但到了大班，告状行为会明显减少。

问题：

（1）、请分析中班幼儿喜欢告状的可能原因（10 分）

（2）、请分析大班幼儿告状行为减少的可能原因（10 分）

【考点：幼儿高级情感的发展】

15、材料：

主题活动中，中班幼儿对画汽车产生了兴趣，为了提升幼儿的绘画能力，郭老师提供了

“面包车”的绘画步骤图，组织每个幼儿根据步骤画出汽车。

（1）、郭老师是否应该投放“绘画步骤图”？（2 分）为什么？（8 分）

（2）、如果你是郭老师，你会怎么做？（10 分）

【考点：幼儿园美术教育的活动设计和组织指导】

五、活动设计题（本大题共 1 小题，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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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请围绕“春天”为大班幼儿设计主题活动，应包括 3 个子活动。

要求：

（1） 写出主题活动的总目标（8 分）

（2） 采用诗歌“春风”（见下面所附诗歌）设计一个具体的语言活动方案，包括活动的名

称、目标、准备和主要环节（14 分）

（3） 写出另外两个子活动的概要，包括名称。

附：诗歌

春风

春风一刮，芽儿萌发

吹绿了柳树，吹红了山茶

吹来了燕子，吹醒了青蛙

吹得小雨轻轻地下，孩子们河边去种瓜

【考点:主题活动设计】

答案解析:

1.D 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2.D 要求幼儿用自然声音唱歌

3.A 羞愧

4.B 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

5.C 自主性

6.B 对声音产生兴趣

7.A 引导幼儿感知常见事物的大小，高矮，粗细等

8.B 培养幼儿的艺术感受和表达能力

9.D 艺友制

10.C 儿童的自我中心性

11.参考答案:

正确疏导幼儿的不良情绪的策略:

成人可以用各种方法帮助他们控制情绪。

1.转移法。转移孩子的注意力。

2.冷却法。孩子情绪十分激动时，可以采取暂时置急不理的办法，孩子自己会慢慢地停止

哭喊。

3.消退法。对孩子的消极情绪可以采用条件反射消退法。

同时，成人应该教会孩子调节自己的情绪表现

1.反思法。让孩子想一想自己的情绪表现是否合适。

2.自我说服法。孩子初入园由于要找妈妈而伤心地哭泣时，可以教他自己大声说：“好孩子

不哭”。孩子起先是边说边抽泣，以后渐渐地不哭了。孩子和小朋友打架，很生气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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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他讲述打架发生的过程，孩子会越讲越平静。

3.想象法。遇到困难或挫折而伤心时，想想自己是“大姐姐”、“大哥哥”、“男子汉”或某

个英雄人物等等。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在正确的引导和培养下，孩子能学会恰当地调节自己

的情绪和情绪的表现方式。

12.参考答案：

幼儿园教师对本班工作全面负责，其主要职责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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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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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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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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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参加业务学习和保育教育研究活动；

（六）定期总结评估保教工作实效，接受园长的指导和检查。

13.参考答案：

《指南》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

活中进行的。要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值，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合理安排一日生活，最

大限度的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严禁“拔苗

助长”式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学习的主要特点是：

1.“玩中学”是幼儿最好的学习方式，也是幼儿最有意义的学习。

在游戏中幼儿能完全自主、自发、全身心的投入到活动中，同时能够在游戏中体验许多在现

实生活中难以做到的事情，探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在“娃娃家”这一角色游戏中，孩

子们会扮演成爸爸妈妈给娃娃喂奶、梳头发、换尿布、哄宝宝睡觉，有时也会自言自语模仿

大人的语气来说话。

幼儿在游戏中也发展了自我意识、自信心、伙伴意识、语言与交往技能、探究与想象以及对

周围世界的认识等。

2.“生活中学”幼儿自己的生活。

幼儿的学习来源于生活，最后还要回归于生活。有一次我在带领孩子们去散步的路上，孩子

们发现地上有许多的蚯蚓。他们立马围在蚯蚓旁边，边看边互相讨论，孩子们从蚯蚓的外形

一直说到蚯蚓吃什么食物。还有孩子提议要把蚯蚓带回到教室的饲养角去。正是这一次偶然

孩子们真正认识、了解到蚯蚓的生活习性等各方面特征。

总之，幼儿的学习应该是快乐的、主动地，教师和家长要尊重幼儿的年龄特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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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特征、知识经验等，为幼儿提供亲身体验、操作、探索的环境。

14.参考答案：

（1） 道德感是由自己或别人的举止行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标准而引起的情感。

3 岁前只有某些道德的萌芽。3 岁后，特别是在幼儿的集体生活中，随着儿童掌握了

各种行为规范，道德感也发展起来，小班幼儿的道德感主要是指向个别行为的，往往是由成

人的评价而引起。中班幼儿比较明显地掌握了一些概括化的道德标准，他可以因为自己在行

动中遵守了老师的要求而产生快感。中期开始，学前儿童不仅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具有道德感，

而且开始对别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产生明显的情绪体验，因此，中班的孩子爱告状。

实际上反映了幼儿正在把其他儿童的行为与老师经常教导他们的行为做比较，并且主动产生

某种道德体验。

（2）大班幼儿的道德感进一步发展和复杂化。大班的幼儿的道德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比

小班更加深刻，从外露向内隐性发展，有了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大班出现了独立性的评价；

并且大班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更好。

15.参考答案：

（1）教师不应该投放绘画步骤图。根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教师在组织绘画活

动时，应当尊重幼儿自发的表现和创造，并给予适当的指导。教师不宜提供范画，特别不应

要求幼儿完全按照范画来画。教师不能用自己的审美标准去评判幼儿，更不能为追求结果的

完美对幼儿进行千篇一律的训练，以免扼杀其想象与创造的萌芽。

（2）答题角度:

1．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

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

2．在艺术活动中面向全体幼儿，要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和需要，让每个幼儿都得到美的熏

陶和培养。对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发展他们的艺术潜能。

3．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

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

快乐。

4．在支持、鼓励幼儿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并大胆表现的同时，帮助他们提高表现的技能

和能力。

5．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

他活动。

6．为幼儿创设展示自己作品的条件，引导幼儿相互交流，相互欣赏，共同提高。

16.参考答案：

主题活动：美丽的春天（大班）

活动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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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了解春天的特征；

2.进一步了解人们在春天的生活；

3.感受人和自然的关系。

集中教育活动：

（一）活动目标：

1.欣赏诗歌、理解诗歌内容，感受春天来到大自然的变化。

2.根据诗歌内容，尝试仿照句式改编诗歌。

3.体验诗歌的意境美，激发幼儿热爱春天生机盎然的情感。

（二）活动准备：

音乐《春天在哪里》；小草、树林、田野、花园、小河等相关图片；配乐诗《春风》

（三）活动流程：

1.播放音乐，导入活动，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2.完整欣赏诗歌《春风》，理解诗歌内容，感受春天来到大自然的变化。

3.再次倾听配乐诗歌《春风》，进一步感受诗歌语言的优美。

4.大胆想象，尝试仿照句式创编诗歌内容。

5.结束部分，去外面找一找春天吧！

活动二：美工活动：美丽的春天（合作画）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学习用不同的材料制作壁画，掌握简单的构图，并通过活动巩固撕、搓、粘、

画、剪等技能。

2、培养幼儿学习欣赏并评价自己及同伴的作品，从中发现美，体验集体制作的快乐，感受

生活的乐趣。

3、培养幼儿热爱大自然的情感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活动准备：

旧彩色挂历纸，废图书，眼药水瓶，水彩颜料，长条各色绉纹纸，正方形腊光纸，色笔，图

画纸，浆糊，剪刀若干，春天背景图一幅。

活动过程：

1、以简短谈话引出主题。

2、引导幼儿协商，分组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第一组：启发幼儿用色笔，图画纸，画出各式小鸟，并把小鸟剪下来，贴在相应的位置。

第二组：启发幼儿，挑选各色纸，制作小花、小草、蝴蝶、柳条等。

第三组：启发幼儿废物利用，将废旧图片上的动、植物剪或撕下来，贴在相应的位置。

第四组：启发幼儿用眼药水瓶，水彩颜料，喷出各种颜色的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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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活动中，幼儿分工合作，教师巡回指导，鼓励能力强的幼儿在完成自己作品的基础上协

助能力差的幼儿，共同完成作品。

3、合作画完成后，组织幼儿欣赏并评价自己及他人的作品。

4、提醒幼儿收拾，整理工具。

活动准备：

旧彩色挂历纸，废图书，眼药水瓶，水彩颜料，长条各色绉纹纸，正方形腊光纸，色笔，图

画纸，浆糊，剪刀若干，春天背景图一幅。

活动过程：

1、以简短谈话引出主题。

2、引导幼儿协商，分组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第一组：启发幼儿用色笔，图画纸，画出各式小鸟，并把小鸟剪下来，贴在相应的位置。

第二组：启发幼儿，挑选各色纸，制作小花、小草、蝴蝶、柳条等。

第三组：启发幼儿废物利用，将废旧图片上的动、植物剪或撕下来，贴在相应的位置。

第四组：启发幼儿用眼药水瓶，水彩颜料，喷出各种颜色的小花。

在此活动中，幼儿分工合作，教师巡回指导，鼓励能力强的幼儿在完成自己作品的基础上协

助能力差的幼儿，共同完成作品。

3、合作画完成后，组织幼儿欣赏并评价自己及他人的作品。

4、提醒幼儿收拾，整理工具。

活动三：歌曲《春天在哪里》

目标：

1、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感受歌曲中表现的欢快节奏和活泼的情绪。

2、根据音乐和歌词内容，创造性地运用身体动作表现对歌曲的感受。

3、体验自由表达和创造的快乐。

准备：

“春天”的录像或图片。

过程：

1、复习歌曲：柳树姑娘

重点：唱出句首重音。

2、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⑴、第一遍欣赏，初步感受歌曲中表达的欢快、抒情的音乐性质。

⑵、第二遍欣赏，同时播放录像，帮助幼儿再次感受歌曲。

⑶、第三遍欣赏，同时教师打节拍两至三次。

①、鼓励幼儿利用不同的身体动作来打节拍。

重点：停顿、休止，使其欢快、延长，使其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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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老师 得先有证9

②、幼儿根据对歌词的理解自编动作，进行表演。

重点：创编花、草、小黄鹂的动作。

③、集体进行表演。

延伸：音乐角提供此乐曲及道具供欣赏表演。

区域活动：

主题活动区：展示幼儿创作的春天的图画及各种表达春天的图片。

美工活动区：投放春天图画设计的各种美工材料（水彩、剪刀、彩纸等）

亲子活动：

一、寻找春天

家长与幼儿一起到公园里寻找春天的影子，既感受了春天的美，同时也增进了父母与孩子

之间的感情。

二、种子发芽

幼儿自己挑选种子，种在花盆里，每天浇水并观察记录种子的变化，感受春天的盎然生机。

三、花卉市场

周末，家长与幼儿一起到花卉市场参观，幼儿可以边认识边欣赏各种各样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