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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选 题

1.幼儿 对不 同几 何图 形辨 别有 程度 上的 差异 ，当 教师 把圆 形、 三角

形、长方 形 、菱形 这四 种图 形摆 在幼 儿面 前时 。一般 来说 ，幼儿 对它 们

的辨 别程 度由 易到 难的 顺序 是 ( )。

A.菱形 —长方 形 —三角 形 —圆形 B.菱形 —三角 形 — 圆形 —长方 形

C.圆形 — 菱形 —长方 形 —三角 形 D.圆形 —长方 形 — 三角 形— 菱形

2.幼儿 的社 会性 主要 是在 ( )和( )中通 过观 察和 模仿 潜移 默化 地发 展

起来 的。

A.日常 生活 ，游 戏 B.日常 教学 ，游 戏 C.一日 生活 ，日 常教 学 D.

区域 活动 ，生 活

3.毛毛 对小 朋友 说： “昨天 我爸 爸妈 妈带 我去 动物 园玩 了 ”，但 事

实其 实是 ，毛毛 的爸 爸妈 妈打 算带 毛毛 去一 次动 物园 ，毛毛 的这 种行 为

属于 ( )。

A.分不 清事 实和 想象 的说 谎 B.夸耀 式的 说谎

C.掩盖 式的 说谎 D.模仿 式的 说谎

4.教师 为了 更好 地了 解和 获得 每位 幼儿 在活 动中 的发 展状 况， 及时

调整 教育 策略 ，以最 大限 度支 持和 满足 每位 幼儿 发展 的需 要 ，应更 多的

采用 ( )。

A.形成 性评 价 B.个体 评价 C.总结 性评 价 D.内部 评价

5.幼儿 入园 后体 检应 ( )。



A.每月 一次 B.每三 个月 一次 C.半年 一次 D.每年 一次

6.最初 社会 性微 笑发 生的 标志 是 ( )出现 。

A.自发 性的 笑 B.诱发 性的 笑 C.无差 别的 笑 D.有差 别的 笑

7.幼儿 到了 ( )时候 都要 求“自己 来”，对成 人的 要求 和帮 助常 以“不 ”

来拒 绝，这时 候孩 子变 得非 常任 性固 执 ，这就 是通 常所 说的 第一 次心 理

断乳 期。

A.1～2 岁 B.4～ 5 岁 C.3～ 4 岁 D.2～ 3 岁

8.“六一 ” 儿童 节聚 会时 ，小 朋友 们一 听到 《我 爱北 京天 安门 》这

首歌 时， 就知 道自 己唱 过， 这种 记忆 现象 在心 理学 上叫 ( )。

A.再认 B.识忆 C.回忆 D.保持

9.《 幼儿 教育 指导 纲要 (试行 )》指出 ，教师 应“善于 发现 幼儿 感兴 趣

的事 物、 游戏 和( )中隐 含的 教育 价值 ，把 握时 机， 积极 引导 ” 。

A.生活 B.学习 C.运动 D.偶发 事件

10.托幼 机构 合理 安排 幼儿 的生 活和 学习 ，促使 儿童 养成 良好 的生 活

和学 习习 惯， 这是 利用 大脑 皮层 活动 的什 么原 则 ( )。

A.优势 兴奋 B.镶嵌 式活 动 C.动力 定型 D.保护 性抑 制

二、 简答 题

11.简述 皮亚 杰的 儿童 认知 发展 阶段 论。

12.简述 4～5 岁幼 儿的 心理 特点 。

三、 论述 题

13.结合 实际 论述 家园 合作 的内 容与 策略 。

四、 材料 分析 题



14.大(一 )班孩 子在 户外 活动 发现 几只 蝴蝶 ，林 老师 启发 她们 观察 蝴

蝶包 括色 彩、形态 。之后 林老 师引 导孩 子和 家长 一起 收集 蝴蝶 的照 片和

标本 并展 示出 来， 还经 常和 孩子 们一 起欣 赏 .交流 蝴蝶 美在 哪里 。在 语

言活 动中 ，林老 师还 讲了《三只 蝴蝶 》的故 事 ，并和 孩子 们一 起玩《花

儿和 蝴蝶 》的音 乐游 戏 。美工 区林 老师 提供 画笔 、颜料 、彩泥 、橡皮 差

等材 料，让孩 子们 自主 表现 蝴蝶 。丽丽 等一 群孩 子要 表演《三只 蝴蝶 》，

林老 师就 提议 她们 自己 做头 饰装 扮， 还扮 演其 中角 色参 与游 戏。

问题 ：

(1)结合 材料 论述 《幼 儿园 教育 纲要 (试行 )》中 艺术 领域 的目 标。

(2)分析 材料 林老 师引 导和 支持 幼儿 开展 艺术 活动 的有 效措 施。

15.小伟 的午 睡问 题着 实让 老师 头疼 。每 天中 午， 他一 会儿 仰着 睡 ，

一会 儿卧 着睡 ，不一 会儿 又侧 着睡 ，别的 小朋 友刚 睡着 ，他又 起来 上厕

所， 为此 ，老 师哄 也哄 过， 骂也 骂过 ，可 就是 不管 用。

今天 中午 午休 时间 ，小 伟翻 来覆 去折 腾了 好一 阵， 终于 安静 下来 ，

老师 以为 睡着 了，凑过 去一 看 ，两只 眼睛 睁得 溜圆 ，正在 被窝 里玩 棉线 ，

棉线 是从 被子 上抽 出来 的，棉被 上的 拉链 都弄 坏了 。老师 终于 忍不 住了 ，

说： “小伟 你今 天要 不睡 ，以 后你 就再 也甭 午睡 了 !” 看到 老师 生气 的

表情 ，小 伟害 怕地 哭了 起来 。

请对 上述 案例 做出 分析 ，如 果你 是小 伟的 老师 ，你 该如 何处 理此 类

情况 ?

五、 活动 设计



16.请以 “保护 眼睛 ” 为题 ，为 幼儿 园大 班设 计一 个身 心保 健活 动 ，

要求 写出 活动 名称 、活 动目 标、 活动 准备 、活 动过 程、 活动 延伸 。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河北教师资格网（www.hbjszgw.

com）或关注公众号：河北教师考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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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