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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单选 题

1.小班 幼儿 刚开 始跳 舞时 ，注 意脚 下动 作， 双手 就一 动不 动。 注意

手上 动作 ，脚 步就 乱了 。这 是因 为该 阶段 幼儿 ( )不成 熟造 成的 。

A.注意 的广 度 B.注意 稳定 性 C.注意 的分 配 D.注意 的转 移

2.愿意 在熟 悉的 人面 前说 话，能大 方地 与人 打招 呼 。是《3～6 岁儿

童学 习发 展与 指南 》语 言领 域对 ( )幼儿 发展 水平 提出 的要 求

A.2～3 岁末 期 B.3～ 4 岁末 期 C.4～ 5 岁末 期 D.5～ 6 岁末 期

3.关于 各种 记忆 出现 的时 间由 早到 晚依 次是 ( )。

A.情绪 记忆 —形象 记忆 — 运动 记忆 —词语 记忆

B.运动 记忆 — 形象 记忆 —情绪 记忆 — 词语 记忆

C.词语 记忆 — 形象 记忆 —情绪 记忆 — 运动 记忆

D.运动 记忆 — 情绪 记忆 — 形象 记忆 —词语 记忆

4.幼儿 艺术 活动 能力 是在 大胆 表现 的过 程中 逐渐 发展 起来 的， 教师

的作 用应 主要 在于 激发 幼儿 感受 美 、表现 美的 情趣 ，丰富 他们 的( )，使

之体 验自 由表 达和 创造 的快 乐。

A.认识 水平 B.情感 体验 C.创造 思维 D.审美 经验

5.一次 下很 大的 雨，两岁 的明 明要 妈妈 带他 出去 玩 ，妈妈 说要 下雨 ，

不能 出去 ，可他 趴着 门就 哭了 ，不进 屋也 不愿 意自 己走 出去 ，怎么 哄也

不听 ，对 于明 明的 这种 情况 ，下 面做 法最 恰当 的是 ( )。

A.吓唬 明明 ，再 不进 屋就 会被 坏人 抓走



B.抱着 明明 撑伞 在雨 中待 一会 儿， 让明 明伸 出手 接一 下雨 水， 直接

体验 下雨 的情 景

C.强行 将明 明拉 进屋 ，指 责明 明无 理取 闹的 行为

D.告诉 明明 只要 他不 哭闹 ，爸 爸妈 妈答 应给 他买 玩具

6.最有 利于 培养 幼儿 良好 行为 习惯 的方 法是 ( )。

A.角色 扮演 法 B.行动 操作 法 C.发泄 法 D.表演 鼓励 法

7.三岁 以上 的幼 儿( )测身 高视 力一 次。

A.每年 B.每半 年 C.每季 度 D.每月

8.某幼 儿夜 间经 常惊 醒、 哭闹 、多 汗、 并出 现枕 秃， 记忆 力理 解力

差、 语言 发育 迟缓 ，这 是可 能患 有 ( )。

A.夜惊 B.佝偻 病 C.结核 病 D.儿童 期恐 惧

9.教师 应成 为幼 儿学 习活 动的 ( )。

A.支持 者、 合作 者、 学习 者 B.支持 者、 合作 者、 引导 者

C.支持 者、 帮助 者、 引导 者 D.教育 者、 引导 者、 合作 者

10.以下 几种 游戏 中， 属于 创造 性游 戏的 是 ( )。

A.智力 游戏 B.音乐 游戏 C.角色 游戏 D.体育 游戏

二、 简答 题

11.幼儿 观察 力的 发展 有哪 些表 现 ?

12.请简 要回 答《 3～6 岁儿 童学 习与 发展 指南 》中 社会 领域 的儿 童

发展 目标 有哪 些?

三、 论述 题



13.幼儿 期是 想象 力发 展的 重要 时期 ，请联 系实 际 ，谈谈 幼儿 园教 师

如何 在日 常教 学活 动中 培养 幼儿 的想 象力 。

四、 材料 分析 题

14.心理 学家 华生 强调 ：“ 给我 一打 健康 的婴 儿，一个 由我 支配 的特

殊环 境，让我 在这 个环 境里 养育 他们 ，我可 担保 ，任意 选择 一个 ，不论

他父 母的 才干 、倾向 、爱好 如何 ，他父 母的 职业 及种 族如 何 ，我都 可以

按照 我的 意愿 把他 们训 练成 为任 何一 种人 物 ― ― 医生 、律师 、艺术 家、大

商人 ，甚至 乞丐 或强 盗 。”我国 历史 上著 名的“孟母 三迁 ”的故 事也 说

明了 环境 对人 的成 长具 有决 定的 作用 。

你赞 成这 个说 法吗 ?为什 么 ?请结 合自 己成 长的 实际 ，用 所学 教育 学

理论 加以 分析 。

15.小雨 是幼 儿园 大班 的孩 子，无论 参加 什么 活动 他都 积极 主动 ，精

力旺 盛，他平 时做 事很 急，想要 的东 西也 必须 马上 得到 ，否则 就会 坐立

不安 ，他待 人大 方 ，热情 率直 ，做事 有闯 劲，但常 常马 马虎 虎 ，他喜 欢

别人 听从 他的 支配 否则 便会 大发 脾气 ，甚至 动手 打人 ，事后 他也 很后 悔 ，

但当 时却 总是 难以 克制 。

提问 ：

(1)根据 幼儿 的行 为表 现， 你认 为他 属于 哪种 气质 类型 ?为什 么 ?

(2)结合 实际 情况 ，如何 根据 幼儿 的四 种不 同的 气质 类型 特点 ，有针

对性 地进 行教 育。

五、 活动 设计 题

16.大班 主题 活动 教案 《有 用的 工具 》



要求 ：请 为大 班幼 儿设 计一 个 “ 有用 的工 具” 主题 系列 活动 方案 (3

个活 动的 名称 、目 标、 准备 以及 主要 的活 动环 节 )。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安徽省教师网 

（http://www.ahjszgw.com/）或关注公众号：安徽省教师网。 

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 

1. 【关注公众号，回复答案即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2. 回复咨询，与老师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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