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保教知识与能力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 分）

1.幼儿园的双重任务是（ ）

A.保教幼儿和服务家长

B.看护幼儿和服务家长

C.培养习惯和规则

D.保育和教育幼儿国

【答案】 A

【解析】保教幼儿和服务家长

2.幼儿认真完整的听完教师讲的故事，这一现象反映了幼儿注意的什么特征

（ ）

A.注意的选择性

B.注意的广度

C.注意的稳定性

D.注意的分配

【答案】 C

【解析】注意的稳定性

3.小红知道九颗花生吃掉五颗，还剩四颗，却算不出 9-5=？这说明小红的

思维具有（ ）

A.具体形象性

B.抽象逻辑性



C.直观动作性

D.不可逆性

【答案】 A

【解析】具体形象性

4.按照布鲁姆等人教育目标分类的观点了解青蛙的生长发育过程属于（ ）

百华

A.情感目标

B.认知目标

C.动作技能目标

D.行为目标

【答案】 B

【解析】认知目标

5.阳阳一边用积木搭火车，一边小心地说我要快点搭，小动物们马上就来坐

火车了，这说明幼儿自言自语具有的作用是（ ）

A.情感表达

B.自我反思

C.自我调节

D.交流信息

【答案】 C

【解析】自我调节

6.人体各大系统中发育最早的是（ ）

A.淋巴系统



B.生殖系统

C.神经系统

D.消化系统

【答案】 C

【解析】神经系统

7.教师通常在班级设置许多活动区，提供多层次的活动材料，让幼儿自选这

遵循的心理发展原是（ ）

A.阶段性原则

B.社会原则

C.操作性原则

D.差异性原则

【答案】 D

【解析】差异性原则

8.幼儿园教师要能接住幼儿抛来的“球”，并用恰当的方式把“球抛回给幼

儿，让活动能持续下去，这里所体现的教师角色是（ ）

A.幼儿学习活动的指导者

B.幼儿学习活动的管理者

C.幼儿学习活动的设计者

D.幼儿学习活动的合作者

【答案】 D

【解析】幼儿学习活动的合作者

9.下列有关幼儿美术教育的做法中，不正确的是（ ）



A.支持幼儿表达自己对美术作品的独特感受

B.出示范画让幼儿模仿

C.鼓励幼用自己的方式表现美

D.为幼儿的美术创作提供丰富的材料

【答案】 B

【解析】出示范画让幼儿模仿

10.芳芳在数积木，花花问她有几块三角形的，芳芳点数，“1、2、3、4、5、

6，6 个三角形。”花花又给了她 4 块，问她现在有多少块三角形积木，芬芳边点

数也说：“1、2、3、4、5、6、7、8、9、10，我有 10 块啦！”就数学领域而

言，下列哪一条最贴近芳芳的最近发展区（ ）

A.认识和命名更多的几何图形

B.黑默数，接着数等计数能力

C.以一一对应的方式数 10 个以内的物体，并说出总数

D.通过实物操作进行 10 以内加、减法的运算能力

【答案】 B

【解析】默数、接着数等计数能力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1.列出幼儿园课程生活化的实施要求并分别举例说明。

【答案】略

【解析】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

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



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

（1）幼儿园课程内容选择的生活化

《纲要》中指出：教育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

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

育于生活、游戏之中。例如：课程内容的安排可依据节日顺序展开，或者依据时

令、季节变化规律来组织等。

（2）幼儿园课程资源利用的生活化

陶行知先生主张“社会即学校”，认为学前教育机构的教育不能局限于狭小

的教室，应让幼儿回归大自然、大社会的怀抱。例如：主题活动“春天”，教师

可利用春天的树木、景色变化等自然资源组织活动；幼儿园中组织“安全防火活

动”，可利用幼儿家长的职业进行课程组织。

（3）幼儿园课程教学实施的生活化

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将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内容纳入课程领域，课程实施

中教师应提倡为幼儿创设多种多样的生活化学习情境，加强教育同生活的联系，

学前儿童在各种情境中的经验加以整合。例如：提供丰富的材料与玩具、人际关

系、操作探索中获得各种经验。又如：为了了解秋天的变化，教师组织主题活动

“金色的秋天”，带领幼儿到户外摘果实、捡树叶活动满足幼儿的探索心理，真

正了解秋天的特点。

12.教师可以从哪些方面观察幼儿的注意力是否集中？

【答案】略

【解析】

参考答案



注意的集中性，不仅指在同一时间内各种有关心理活动聚集在其所选择的对

象上，而且也指这些心理活动“深入于”该对象的程度。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观察幼儿的注意是否集中：观察幼儿在集体教育活动和游戏中的注意类型、注

意维持的时间、和注意发生时的行为表现。

（1）注意类型：注意分为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两种。无意注意：无预定目

的且不需意志努力的注意，它主要受刺激物本身特点的影响，包括刺激物的强度、

新异性、运动变化及对比关系等。有意注意：有预定目的并且需要意志努力的注

意。当主体对活动有明确的目的，并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抗干扰能力时，能保持较

高水平的有意注意。幼儿逐渐学习一些注意方法。幼儿注意的杂乱性减少，变得

更专一，更能获取信息。

（2）注意维持的时间：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下，3 岁幼儿能集中注意 3~5 分

钟，4 岁幼儿能集中注意 10 分钟，5~6 岁幼儿能集中注意 15 分钟左右，如果

教师组织得法，5~6 岁幼儿可以集中注意 20 分钟。

（3）注意发生时的行为表现：

①适应性运动。幼儿在注意某一对象时，通常会形成有利于指向和集中的动

作和状态。如，注意听时的“侧耳倾听”，注意看时的“目不转睛”，注意想时的

“全神贯注"。

②无关运动停止。当注意发生时，幼儿会终止与注意无关的动作。例如，当

幼儿注意听讲时，会停止小动作或不再交头接耳，表现得非常专注和安静。

③生理运动变化。注意发生时，幼儿的呼吸会变得轻微和缓慢，而且呼吸时

间也发生变化，通常是呼得更长、吸得短促。

(4)教师可以在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中观察幼儿在进行各种环节的活动时是



否能够按照老师的要求顺利进行。

三、论述题（本大题 1 小题，20 分）

13.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和游戏的涵义分别是什么？（4 分）试述两者的区

别与联系（16 分）

【答案】略

【解析】

参考答案

两者的含义：

(1)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是指全班一起进行的活动形式。这种活动的特点是

集中性和统一性，即活动是全员参与的，并有统一的活动目标和活动要求。

(2)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动，是幼儿生活的主要内容;游戏是幼儿对生长的

适应，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游戏是幼儿的自发学习。对幼儿来说，游戏不

仅仅是一种消遣，还是幼儿的主要学习方式。幼儿在游戏中的学习是一种自发的

学习，具有：学习目标是隐含的，学习方式是潜移默化的，学习的动力来自幼儿

内部的特点。

区别与联系：

(1)区别

①活动中的主体不同。游戏中幼儿是游戏的主人、是活动的真正主体，幼儿

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协商自己的活动，教师更多起到的是观察者和指导者的作用。

而集体教学活动是在教师的引导与支持下所进行的教学活动，教师的参与支配程

度相对更高。

②活动的形式不同。集体教学活动是在教师的引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全体



幼儿在同一时间所进行的活动，具有集中性和统一性的特征。而游戏中幼儿的活

动是自主的，可以通过集体的形式进行，也可以是以小组或个别的形式组织。

(2)联系

①教育目的一致。游戏的内容与目的要围绕教学的目标进行，教师要使幼儿

在游戏中获得的愉快体验与教学目标的实现有机统一。因此，教师既要熟悉游戏

的理论，了解幼儿身心发展水平、年龄特点、兴趣爱好，又要找与之相适宜的教

学活动，并与游戏结合在一起。

②两者互为补充。游戏是顺利开展集体教学活动的“温床”，集体教育活动

又能提升和巩固儿童的知识经验。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要体现“寓教学

于游戏活动”之中的教育理念;在课程游戏化的大背景下，幼儿园的游戏活动可

以辅助集体教学活动，或者集体活动用游戏的方式来开展;也可以用游戏活动作

为集体活动后的延伸，让游戏活动与集体教学活动有效衔接起来。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阅读材料，

并回答问题

14.材料：

教师出示饼干盒，问亮亮里面有什么，亮亮说“饼千”。教师打开饼干盒，

亮亮发现里面装的是蜡笔。教师盖上盖子后再问：“欣欣没看过这个饼干盒，等

一会儿我要问欣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你猜她会怎么回答？”亮亮很快就说：“蜡

笔”。

问题：

（1）亮亮更可能是哪个年龄班的幼儿？（6 分）

（2）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14 分）



【答案】略

【解析】

参考答案

(1)亮亮更可能是幼儿园小班的幼儿。一方面，3~4 岁的幼儿还不能很好的

将自己的观点和他人的观点区分开，认为别人想的和自己所知觉到的一样，因此

会出现错误信念;另一方面，从幼儿思维发展的角度来看，幼儿对事物的判断往

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问题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所以材料中亮亮的表现更倾

向于小班幼儿。

(2)①亮亮的行为体现错误信念。

错误信念是指向儿童描述一个故事情景(通常故事中主人公的信念与事实不

相符)，然后主试向儿童提问，看儿童是否能推断出主人公的真实信念。

材料中的亮亮知道盒子里面装的是蜡笔，但是欣欣是没有见过的，也就意味

欣欣不知道盒子里面装的是蜡笔，当老师问亮亮，欣欣认为盒子里是什么时，亮

亮却直接说“蜡笔”。说明亮亮不能够正确判断他人的心里想法。体现了错误概

念的特征。

通常 3-4 岁的儿童很难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在信念认知上还不成熟。所以根

据年龄特征判断小班幼儿较为常见。

②亮亮的行为体现以自我为中心

自我为中心是指儿童在前运算阶段(2~7 岁)只会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去认

识事物，而不能从客观的、他人的立场和观点去认识并判断事物。

材料中的亮亮通过教师打开饼干盒感知到了材料是蜡笔，是依靠感知和动作

来认识事物的，体现了直觉行动思维的特点，符合小班幼儿的思维特点。同时亮



亮将自己对盒子中具体材料的认知等同于欣欣的认知，体现了没有站在欣欣的角

度思考问题的特征。说明了自我为中心的特点。

15.材料

在开展“烧烤店”游戏前，大一班的李老师加班加点为幼儿准备了烧烤架、

烧烤夹以及各种逼真的“鱼九“香肠管土豆片”等食材；大二班王老师没有直接

投放材料，而是与幼儿商量，支持他们自己去寻找，搜集所需材料。幼儿游戏情

景分别见图 1（大班）和图 2（大二班）

问题：

（1）哪位教师的做法更恰当？（4 分）

（2）请分别对两位教师的做法进行评析。（16 分）

【答案】略

【解析】

参考答案

(1)大二班王老师的做法更恰当。理由如下：

材料中“烧烤店”的游戏属于角色游戏，大班幼儿角色游戏处于合作游戏阶

段，喜欢与同伴一起游戏，能按自己的愿望主动选择并有计划的游戏。材料中大



一班的老师虽然用心准备了游戏材料，但是没有考虑到幼儿的自主性，限制了幼

儿在游戏中想象力的发展，因此是不恰当的。大二班王老师没有直接投放材料，

而是与幼儿商量、支持他们去寻找和收集材料的做法更符合大班幼儿角色游戏的

特点，因此王老师的做法更恰当。

(2)①李老师的做法不恰当。首先，游戏是幼儿在假象的情景下反映现实生

活，具体表现为以物代物、以人代人。大一班的李老师在游戏时为幼儿准备的材

料太逼真，不利于幼儿想象力的发展。其次，游戏的本质属性是自主性，游戏中

的材料应该根据幼儿的兴趣来提供。大一班的李老师没有了解幼儿的想法而是直

接为幼儿来提供材料符合幼儿游戏自主性的特点的要求。最后，李老师投放的材

料过于逼真，缺少了可探索性和可操作性，不利于激发幼儿游戏的兴趣。

②王老师的做法恰当，符合大班幼儿角色游戏的特点，有利于幼儿游戏的开

展。首先，王老师的做法有利于发挥幼儿在游戏中的自主性，同时能够培养幼儿

的独立性。材料中，王老师与幼儿商量、支持他们自己去寻找，收集所需材料的

做法能够使幼儿更主动积极的参与游戏中，同时通过自己寻找材料的方式能够培

养幼儿的独立性。其次，王老师的做法能够激发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趣，同时激发

幼儿在游戏中更好的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材料中王老师并没有直接选择

自己认为比较合适的材料，而是让幼儿自己寻找，能够使幼儿大胆的结合生活经

验并且展开想象，从生活中挖掘和发现合适的材料进行游戏。最后，王老师的做

法符合活动区材料投放的启发性、操作性、探索性的要求。材料中王老师让幼儿

自行寻找的材料，如树叶、签子等均来自于生活中，有趣、可变、可操作，不仅

符合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同时也能够让幼儿自主地进行设计制作。

16.最近，大三班许多小朋友用大大小小的纸盒制作小汽车等物品。马老师



发现，制的汽车装饰不太一样，但结构差不多，往往只有车厢、轮、车灯等。马

老师认为可以根据这种情况生成一个汽车”主题活动，引发幼儿的深度学习。请

帮助马老师设计“汽车”主题活动。

要求：

（1）写出主题活动的总目标。（8 分）

（2）围绕主题设计三个子活动。写出其中一个子活动的具体活动方案，包

括活动名称、目标、准备和主要环节。（14 分）

（3）写出另外两个子活动的名称、目标。（每个活动 4 分，共 8 分）

【答案】略

【解析】

活动名称：大班主题活动《小汽车》

【活动总目标】

1.情感目标：喜欢观察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汽车，萌发对于动手操作的兴趣。

2.技能目标：能够采用多种形式，能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设计不同造型的小

汽车。

3.认知目标：知道生活中有不同种类的汽车，并了解各种各样小汽车的特征。

子活动一 大班艺术领域美术活动《我的小汽车》

一、活动目标

1.情感目标：喜欢进行美术绘画活动，乐意与同伴分享自己设计的小汽车造

型。

2.技能目标：能够大胆想象，有创意地设计出自己喜欢的小汽车造型。

3.认知目标：了解汽车有各式各样的造型，知道不同汽车的造型特点。



二、活动重难点

1.活动重点：了解生活中有多种多样的小汽车，并知道各种汽车的造型特点。

2.活动难点：积极参与绘画活动，大胆发挥想象，设计不同的汽车造型，并

用画笔表现出来。

三、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在生活中观察过各种各样的汽车。

2.物质准备：纸张若干、画笔若干、各式各样汽车造型的图册。

四、活动过程

(一)导入——音乐导入

教师带领幼儿歌唱歌曲《我的小汽车》，激发幼儿兴趣，吸引幼儿注意力，

并引出活动主题。

教师总结：儿歌中的小汽车开进了我们活动室，请小朋友们来欢迎小汽车和

它的小伙伴们。

(二)基本部分

1.教师出示各种造型的汽车图册，幼儿认真观察，结合幼儿生活经验，引导

幼儿总结各种汽车的造型特点，整体感知“小汽车”的绘画特征。

(1)师：请小朋友们说一说你在生活中都见到过什么样的汽车?它们是什么样

子的?

(2)师总结：小汽车的造型有很多种，每一种小汽车都有自己的造型，各不

相同。

2.教师分发绘画材料，讲解绘画注意事项，并提出启发性建议，引导幼儿大

胆想象，创意进行作画，并巡回进行指导。



(1)师：请小朋友们大胆想象，用自己的画笔设计出喜欢的小汽车。

(2)教师观察幼儿绘画表现，并进行个别指导。

3.教师鼓励幼儿与同伴分享自己的绘画作品，引导幼儿相互之间进行评价，

体验绘画活动带来的乐趣。

师：请小朋友们和其他同伴来说一说自己设计的独特的小汽车形象。

(三)结束部分

教师总结幼儿在本次绘画活动中的表现，给予肯定鼓励，并组织幼儿回收整

理绘画材料，自然结束本次活动。

师：小朋友们都是小小设计家，能够用自己的画笔设计出最神奇的小汽车。

现在请小朋友们整理好画笔和纸张，方便我们下次使用。

五、活动延伸

教师鼓励幼儿将自己的绘画作品《我的小汽车》投放进展览区，引导幼儿相

互之间再次进行欣赏与互评。

子活动二 大班健康领域体育活动《小汽车总动员》

一、活动目标

1.情感目标：喜欢和同伴一起合作进行体育游戏，萌发喜爱体育运动的意识。

2.技能目标：能够遵守游戏规则，与同伴合作进行“小汽车总动员”的体育

游戏。

3.认知目标：理解小汽车在马路上行驶的游戏规则，知道“小汽车”上坡跑

的动作要领。

子活动三 大班艺术领域音乐活动《我的小汽车》

一、活动目标



1.情感目标：喜欢用自己的动作表现小汽车的造型特点，体验音乐表演带来

的乐趣。

2.技能目标：能够声音优美地唱出《我的小汽车》，并创编动作大胆表现小

汽车的造型。

3.认知目标：理解《我的小汽车》的儿歌大意，知道小汽车有不同的声音和

造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