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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考试-知识点押题资料

（★机密）

第一章 导论  
1．家庭教育的研究内容

1-1 四类对象

学前儿童：0-6 岁儿童；

学前儿童的家长：0-6 岁儿童的父亲、母亲、与学前儿童生活在一起的祖辈老人；

直接指导学前儿童及其家长的指导者和组织者：直接对学前儿童家长和学前儿童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幼儿

园教师、社区工作者、工会女干部、志愿者和其他人员；

组织管理者：幼儿园、乡镇街道、企事业机构、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社会教育机构中负责家庭教育指导工

作的组织和管理人员。

1-2 四个过程

学前儿童的发展过程：学前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过程；

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过程：学前儿童家庭内围绕着子女的成长而展开的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双向互动的过程；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指导过程：家庭外的社会机构对学前儿童家庭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过程；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组织管理过程：指导单位组织指导者对学前儿童家庭进行指导，并对指导工

作进行管理的过程。

1-3 直接影响家庭教育的环境因素和社会大背景

客观环境因素：物质条件；各种关系；家长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政治经济地位

主观环境因素：家长品德修养；养育态度和期望；家庭的心理氛围与家庭作风。

2．研究方法

2-1 情报研究

概念：通过了解家庭教育某一领域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把握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动态和

发展趋势，为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指导和组织管理提供依据的一种研究方法。

过程：专题情报的收集——专题情报的分析与研究——形成情报研究的成果

2-2 调查研究

概念：通过对已有事实的考察，了解家庭教育及其指导的现状，发现家庭教育及其指导过程中各种因素之

间的联系，是认识家庭教育及其指导的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

过程：确定课题—判断类型—设计方案（抽样、内容、手段、统计）——实施调查——统计结果——撰

写报告。

2-3 经验总结

概念：在拥有大量家庭教育感性经验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总结提炼，将已有认识从具体上升

到一般、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一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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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具体经验总结（家庭教育过程——教育效果——教育体会）——一般经验总结——科学经验总结

2-4 实验研究

概念：实验研究是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计划，在控制条件下，对被试施加可操纵的教育影响，然后观

测被试的变化及教育效果，以此推断所施加的教育影响与教育效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的一种研

究方法。

过程：研究设计（类型、范围、数量、控制、观测、统计）——研究实施——数据统计分析

2-5 质的研究

概念：研究者对自然发生的事件或现象进行系统性的观察与记录，将观察所得资料加以分析整理，并将结

果予以归纳叙述的一种研究方法。

过程：界定问题——选择场地——进入现场——资料搜集——撰写报告

2-6 行动研究

概念：行动研究是一种由实践者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为目标，以实践者对实践活动

的反思为中介的、循环递进的研究活动。

过程：螺旋上升式的结构；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来制订相应的行动步骤。

3．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发展趋势

3-1“素质教育走进家庭”将成为中国家庭教育的主旋律

3-2 依托社区是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发展方向

3-3 创建学习型家庭拓宽了家庭教育的思路

第二章 家庭
1．家庭的概述

1-1 家庭的概念：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组织。

1-1-1 婚姻是家庭的起点

1-1-2 血缘是家庭的纽带

1-1-3 共同生活、有密切的经济交往是家庭成立的必要条件

1-2 家庭的本质和分类

1-2-1 两性结合，延续后代

1-2-2 社会发展的产物

1-2-3 人类生活的基本群体

1-3 家庭发展的四种形式

1-3-1 血缘家庭

1-3-2 普那路亚家庭（群婚制家庭、团体婚姻）

1-3-3 对偶家庭（个体婚制）

1-3-4 一夫一妻制家庭

1-4 家庭的生命周期

新婚夫妇的两人世界——孕育孩子阶段——为人父母、养育孩子阶段——孩子长大成人阶段——老年阶

段

2．家庭结构

2-1 概念：家庭结构是指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

定的联系模式。（家庭成员分类、家庭成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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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类型：

2-2-1 核心家庭：已婚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教育的特点：A 有较强的内聚力，容易协调，有利于为子女创造和谐的氛围。

                 B 父母与子女互动频率高，有利于达成一致的教育

                 C 经济独立，有利于对孩子的物质投资

                 D 经济压力大，无暇兼顾孩子的教育

                 E 缺少其他家庭成员的教育协助与补助

2-2-2 主干家庭：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教育的特点：A 弥补双职工家庭在料理生活、抚育孩子时间、经验和精力的不足

                 B 代际差异造成家庭教育的矛盾

                 C “隔代亲”造成对学前儿童教育的溺爱

2-2-3 残缺家庭：因父母离异或一方去世，与子女组成的不完整家庭

         特点：A 丧父（母）学前儿童精神上形成创伤，产生心理偏差

               B 新家庭中形成的负面影响

2-2-4 隔代家庭：（外）祖父母与孙辈组成的家庭

         特点：A 父母与子女关系的隔阂

               B 老人精力不济，对孩子的教育力不从心

               C 老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不利于培养孩子现代意识和现代社会适应能力

2-2-5 联合家庭：有一个以上核心家庭联合而成的家庭

2-3 我国家庭规模的发展趋势

小型化、核心化

3．家庭关系

3-1 家庭关系定义：所谓家庭关系，又称家庭人际关系，是家庭成员之间根据自身的角色在共同生活中形

成的人际互动联系，是家庭的本质要素在家庭人际交往中的表现形式，是家庭成员之间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

3-2 家庭关系的特点：A 以婚姻血缘为纽带；B 最持久、稳定；C 连续性和承前启后性；D 受法律保护和道

德监督。

3-3 家庭关系的类型：A 夫妻关系；B 亲子关系；C 祖孙关系；D 婆媳关系

3-4 影响家庭关系的因素：

内部因素：家庭规模结构和人员素质；家庭中的代际情况；家庭传统及背景。

外部因素：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法律和道德风俗；宗教

4．家庭的功能

4-1 家庭功能的概念：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家庭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4-2 家庭功能的类别：固有功能与历史功能（柏吉斯和洛克）

固有功能：生育、性生活、抚养和赡养

历史功能：情感交往、物质生产、教育、娱乐、宗教和政治

4-3 影响因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法制；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生育观念）

4-4 家庭功能变化：生育功能逐渐退化；生产功能从丧失到恢复；消费功能由平均到多元；教育功能的分

化；赡养功能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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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家庭教育
1．家庭教育的概述

1-1 家庭教育概念：

1-1-1 定义：家庭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家庭教育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教育与影响过程，

家庭教育的这种教育和影响过程是双向的、互动的，对学前儿童家庭教育而言，家长对子女的教育

和影响占主要地位。

1-1-2 性质：是一种非正规教育；是一种充满亲情的教育；是一种稳定的持久性教育。

1-1-3 特点：内容包罗万象；形式无固定模式；教育因素复杂多样

1-1-4 作用：整个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儿童社会化起着奠基作用；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1-1-5 家庭环境对子女的影响：物质环境的影响；精神环境的影响。

1-1-6 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影响

2．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2-1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差异

2-2 幼儿园如何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2-2-1 协调幼儿园与家庭教育

        A 向家长介绍幼儿园教育工作重点，使家长了解学校工作的主要内容

B 及时与家长沟通学生的表现情况，共同处理学生发展中的问题

C 努力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

   2-2-2 充分调动家长主动关心子女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发扬家庭教育的优势

   2-2-3 指导要加强可操作性，落到实处

   2-2-4 面向全体家长

2-3 家长对幼儿园教育的参与

   2-3-1 家长应该为孩子成长创设良好的条件

   2-3-2 在日常生活中全面了解孩子、关心孩子，及时发现孩子的长处和不足

   2-3-3 热心幼儿园工作，充当幼儿园教育的参谋

2-4 社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区别

2-5 传播媒介的作用及其家庭教育

3．学习社会中的家庭教育

3-1 家庭实现终身教育目标的条件

   A 家庭成员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B 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下，保持高涨的学习欲望和能力

C 塑造新的生活形态

3-2 学习型家庭

3-2-1 概念：学习型家庭是以终身学习为理念的，是一种家庭文化，它塑造着家人彼此期待的行为模式、

共同愿望，并提供新生代社会化的基础；学习型家庭也是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过程，尤其是家人

进行共同的学习分享与活动。

3-2-2 表现特征：家庭成员有终身学习的理念；要有自主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习惯；有良好的学

习环境和文化投入；能正确评价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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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家长与子女

1．父母职责

1-1-1 不可选择的家庭角色（母女、父女、兄弟姐妹）；可人为选择的家庭角色（夫妻、婆媳、翁婿）

1-1-2 影响父母角色的因素：社会地位、教育背景、性格、成长经历。

简答题：

A．家长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不同导致其社会环境、价值观念的差异。

B．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的知识面比较广，常用说理的方式教育儿童。

C．父母性格对子女最具影响力，无形中会影响孩子的社会角色。

D．父母成长经历影响儿童的社会角色。

1-1-3 父母的作用：健康成长（身心）；第一任教师（直接模仿的对象）；心理学、脑科学证明婴幼儿时代

是感受母爱最关键的时期。导致落后的原因是“缺乏母爱”。

简答题：

为什么说父母是第一任教师？

A．家长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决定其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B．幼儿缺乏生活经验和辨别是非的能力。父母行为在孩子眼中都是对的，因此，父母的人格、道德

修养等成了孩子的认知标准。

C．模仿是幼儿的一种主要学习方式。

D．幼儿的可塑性很大，父母对孩子的发展起导向作用

1-1-4 称职父母的典型特征：身体素质；道德品行、观念意识（儿童观）；文化修养；人生态度

1-1-5 父母的角色分工及教育责任

     传统角色分工：父亲赚钱供养家人，母亲在家养育子女、操持家务。

     当代新变化：父母亲共同承担教养子女的责任

     父亲的教养作用：

         传统形象与作用：严格、权威、不苟言笑（父爱如山）；为孩子制订目标，把握方向；培养孩子

责任意识，立足生活的本领，面对现实生活的坚强信念。

         现代观念：重视子女自主行为；提高子女成熟的行为；理解子女，用相应教育方式促进孩子改

恶扬善，引向成功。父亲在孩子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很大作用，能培养男孩阳

刚之气。父亲能给孩子带来稳定、安全的心理感受，增强孩子的兴趣与自信。

      母亲的教养作用：

          现代观念：训练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满足孩子的情感需要、促进孩子的社会性发展和智力发

展，以了解孩子为基础管教孩子。

2．祖辈的职责

2-1 祖辈家长的定义：指比父母亲长一辈的家长，如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

2-2 祖辈家长家庭类型：隔代家庭、主干家庭、监护人家庭、留守家庭

   隔代家庭是主干家庭的一种特殊形式，又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与孙辈组成的

   一般说来，祖辈家庭类型以主干家庭、隔代家庭、留守家庭为主

2-3 祖辈家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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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部分家务劳动，帮助子女解决后顾之忧，满足孩子对亲情的渴望（精力）；

弥补年轻父母家庭教育方面的不足；

继承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经验），将我国优秀的道德观念一代代传输下去。（精神）

2-4 祖辈家长的教育特点：

优势：有充足的时间；有丰富的经验；有较好的继承性

局限：教育条件不平衡；比较封闭

成因：人生历程所致

3．子女的职责

3-1 子女角色的地位：“高关爱，高期望”的核心地位

问答题：

如何理解当代子女角色处于“高关爱，高期望”的核心地位（我国当代子女角色地位的特点。）

A．1979 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子女成为全家关注的重点和家庭生活的主轴。

B．家庭物质生活首先考虑子女的喜好

C．精神生活方面父母给予子女很高的期望值，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

子女角色的职责应该体现在对家庭、对自己、对集体、对社会的责任感上。

3-2 子女权利：《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主要概括为：生存的权利、子女

受教育的权利、受到尊重的权利、个人隐私（包括自由通信等）不受侵犯的权利。

3-3 子女角色在家庭中的作用：

       “反向社会化”：指子女对家长反过来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社会文化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

范。

4．亲子关系

4-1 亲子关系的概念：指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以血缘关系和共同生活为基础的关系。

4-2 特点：一旦形成，无法改变，无法选择。《婚姻法》第 29 条明确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

离婚而消除，即使夫妻婚姻破裂但子女仍然是父母双方的子女，子女不论由哪一

方抚养，另一方对子女仍有作为父母亲的权利义务。即使生命终结之后，亲子的

名分也不能改变。

4-3 社会转型时期的亲子关系特点的新发展：

       A．生活节奏加快，社会流动性增强，亲子之间交流接触的机会降低；

                     B．子女的自主意识加强，他们追求亲子之间的平等对话，并且子女对父母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C．家庭结构小型化，亲子关系更趋直接、集中。

              4-4 亲子间良性互动特征：

                     A．首先应该表现为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B．其次表现为对方之间有一种责任感

                     C．最后是彼此亲和、真诚地欣赏对方

4-5 影响亲子关系的因素：

       父母自身的因素：观念意识（儿童观、生育观、教育观）、文化程度、夫妻关系、父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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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方面的因素：

       环境因素：传统文化背景；时代风尚

第五章 学前儿童家长的教育观念

1．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观念的概念与类别

1-1 家长教育观念：是指家长在怎样教育子女的问题上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价值标准和认识。它规定着家

长对子女教育的态度和行为。

1-1-1 在影响学前儿童家庭教育质量的各种因素中，学前儿童家长的教育观念是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

1-1-2 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观念规定着学前儿童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和教育行为，它包括学前儿童家长

的儿童观、教育观、人才观。

1-2 费鲁姆激励公式：激励力量=目标价值×期望概率（P105）
   情绪指数=实现值/期望值（P105-106）
  1-2-1 学前儿童家长对孩子的合理期望，本身带有一种“隐蔽的强化作用”。

1-3 学前儿童家长的儿童观

   概念：是学前儿童家长对学前儿童的认识和看法。主要指学前儿童家长对儿童期的意义、儿童的权利

和地位、儿童的特质和能力以及儿童发展规律的认识。

  1-3-1 1989 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儿童权利公约》。公约的基本精神体现为四条原则：无歧视原则、

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保障儿童生存、生命和发展的原则、尊重儿童观念和意见的原则。

  1-3-2 简答学前儿童家长应该树立的哪些儿童观？

       A．孩子是一个非成年人，需要家长的关心和照顾

B．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应当尊重他的权利和人格

C．孩子是一个有潜力的人，家长应当信任和和培养他

D．孩子与孩子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不要拿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孩子比

1-4 学前儿童家长的教育观

   概念：是学前儿童家长基于对儿童发展的认识形成的对儿童教育养育的理解及家长角色与职能的看法，

它直接支配着学前儿童家长对儿童进行教育的目标、方向、手段、行为及其方式方法，对儿童

身心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1-4-1 两种不正确的教育观：“树大自然直”、“教养分工”。（理解）

   1-4-2 简答科学的教育观

       A．遵循孩子身心发展规律，促进孩子在品德、智力、身体等方面的发展

B．尊重并满足儿童各种素质发展的需要

C．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

1-5 学前儿童家长的人才观

   概念：主要指家长对子女成才的价值取向，包括人才的标准、人才的价值等。

2．学前儿童家长的教育观念对教育行为的影响

2-1 儿童观对教育行为的影响

2-2 人才观对教育行为的影响

   2-2-1“皮格马利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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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育观对教育行为的影响

3．影响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观念的因素

3-1 辈分的影响

   祖辈参与家庭教育的心理状态：慈幼心理、义务心理、补偿心理、享福心理、返童心理。（理解，

P118-119）
3-2 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高的家长更倾向于“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母”

   受教育程度低的家长更倾向于“只要孩子快乐，父母作出一切牺牲也要满足孩子的要求”

   受教育程度高的家长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家长更希望孩子将来接受大学教育。

3-3 不同职业的影响

第六章 学前儿童家长的教养方式
1．教养方式的含义与类型

   1-1 概念：是指学前儿童家长在教育、抚育子女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倾向，它是对父母各种

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

   1-2 类型：

     1-2-1 以教养方式因素划分：

“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向度（西蒙兹，P127）
“接受—拒绝和限制—允许”向度（施艾弗，P128）
“以接受—拒绝和要求与控制—宽容”向度（马丁与麦考伯，P129）

     1-2-2 以家长人格特点划分：

          专制型、溺爱性、放任型、民主型（鲍尔特温）

          （母亲性格）“细致的干预”型、“垂直的亲爱”型、“情动型”（森重敏）

     1-2-3 以父母教养行为与儿童个性的相关研究结果划分：

     1-2-4 利用“关爱”与“权威”两个向度交互组成四种类型

          民主权威型：中等程度的关爱与限制；态度温和；接纳孩子合理意见；亲子间采取开放的态度

和方式进行沟通；平等、尊重、鼓励独立与树立个人特质。

          绝对权威型：很少关爱，最大限制；控制与服从；不尊重孩子的看法；要求过高，态度粗暴。

          娇惯溺爱型：较多关爱，较少限制；具有过度保护倾向；以幼儿为中心，无原则宠爱，处处袒

护、事事包办。

          忽视冷漠型：很少关爱，放纵孩子；缺乏交流，不予关注。

2．教养方式对其教育行为及幼儿发展的影响

   2-1 民主权威型的影响：儿童有独立性、积极性、态度友好、情绪安定等性格

   2-2 绝对权威型的影响：儿童适应性差、神经质、依赖性强、反抗性强、情绪不稳定

   2-3 娇惯溺爱型的影响：儿童幼稚、神经质、依赖性强

   2-4 忽视冷漠型的影响：儿童冷酷、攻击、情绪不安、社会性和创造性强

3．影响学前儿童家长教养方式的因素

   3-1 家长本身特点

   3-1-1 夫妻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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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父母文化程度与职业

       父母文化程度越低越容易采用溺爱型、否定型、放任型和干涉型教育方式

   3-2 孩子本身的特点

   3-2-1 孩子性格中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是孩子的自我态度——自信或自卑

   3-2-2 影响最突出的第二方面是孩子的情绪特征

   3-3 孩子的年龄

第七章 学前儿童家长的教育能力
1．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能力的概念、类别

   概念：是家长在一定的教育观念指导下，运用教育子女的科学知识，解决家庭教育实践中遇到的种种

问题，培养使子女身心健康发展的机智、策略、技能与技巧。

   类别：

   1-1 了解儿童需求的能力

        重点了解儿童精神需要：安全感需要、交往需要、被信任的需要、创造探索的需要、成功的需要。

       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在游戏活动中、在劳动活动中、在学习活动中了解孩子的需要。

   1-2 评价儿童发展的能力

      1-2-1 评价幼儿发展的趋势、

1-2-2 评价幼儿各方面的发展水平

社会认知水平：故事难题法

社会情感水平：投射测验法；移情测验法

社会行为水平：自然测验法、情景测验法、等级评定法

      1-2-3 协调亲子关系的能力

           表达真诚、表达希望、表达失望、表达异议

      1-2-4 处理儿童问题的能力

2．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能力对教育行为的影响

2-1 了解幼儿需求对教育行为的影响

   孩子的精神需要首先是安全感

   孩子安全感从何而来？

   A．来自父母的和睦

B．来自同伴和团体的肯定和容纳

C．来自对自己的信心

3．影响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能力的因素

3-1 影响了解儿童需求能力的因素

   家长的主观随意性；忽视沟通，拒绝沟通；轻信、胡猜

3-2 影响评价能力的因素

   A．缺乏家庭教育知识及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特点的知识

B．缺乏依据，贬低孩子

C．带有过重的感情色彩

D．错误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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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目的、任务与原则
1．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目的

1-1 家庭教育的目的：人的社会化

1-2 家庭：儿童社会化的首要场所

简答：为什么说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首要场所

   A．通过家庭教育最早获得最基础的生活技能和知识

B．通过家庭教育获得对社会的最初认识

C．通过家庭教育懂得一些基本社会规范

1-3 反向社会化：后喻文化

米德提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

2．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目的

   概念：是指家庭对所要培养的孩子的质量规格的总的设想或规定。

   由两部分构成：对家庭教育所要培养的幼儿的身心素质作出规定（个性结构）

                 对家庭教育所要培养的幼儿的社会价值作出规定，使幼儿符合一定社会需要    
   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新世纪教育宗旨：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

   目标具体表现：全面发展（生理与心理、德智体美）；个性发展

   作用：控制与促进儿童发展方向和水平

         指导着父母进行教育的原则

2．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任务

2-1 健康教育的任务与要求

   洛克：“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教育漫话》

   任务：教给孩子一些简单的生活常识和卫生常识；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激发孩子参

加户外锻炼的兴趣和愿望，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促进孩子身心的健康发

展。

   要求：关注孩子饮食安全；注意孩子游玩安全；关注孩子大脑安全；关注看电视的安全

2-2 认知教育的任务及要求

   人的脑神经细胞有 140 亿个左右，其中 70%已在 3 岁前形成

   维果茨基提出“最近发展区”

   2-6 岁是儿童学习口头语言的关键期

   4-5 岁是儿童开始学习书面语言丰富词汇的关键期

   4 岁前是形象视觉发展的关键期

   5 岁左右是掌握数概念的关键期

   任务：丰富孩子的知识经验，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孩子的动手、动口、动脑习惯，促进孩子智

力、能力的发展

   要求：发展孩子倾听语言的能力；发展孩子理解语言的能力；发展孩子运用语言的能力；发展孩子识

字的能力

2-3 品行教育的任务与要求

   任务：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塑造孩子文明的行为，陶冶孩子积极的情操，提高孩子社会交往的能力，

形成孩子活泼开朗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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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培养同情心；培养合群性；培养抗挫能力

2-4 审美教育的任务与要求

   2-6 岁属于直觉感受完整的审美形成时期

   任务：引导孩子感受美，启发孩子表现美，鼓励孩子创造美，塑造孩子美的心灵

   要求：加大艺术投资；尊重孩子的艺术爱好；鼓励孩子的艺术创造

3．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原则

3-1 寓教于生活和娱乐中的原则

3-2 理性施爱和要求适度相结合原则

   3-2-1 理性施爱

   A．父母的天性，也是教育的基础

   B．尊重人格，培养自信心、自尊心；既不操之过急，也不任其自流

   C．有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儿童观，看到儿童不成熟的一面，又看到孩子具有极大可塑性，有巨大潜能

   3-2-2 适度要求

   A．从严但不等于苛刻、过度、不合理。根据孩子具体情况，提出适当要求，并坚持不懈

B．要求合理体现为有目的性、可行性、渐进性、实效性

3-3 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相结合原则

   3-3-1 全面发展与发展特长

   3-3-2 针对孩子的不同个性因材施教

3-4 教育要求一致和教育方法灵活相结合原则

   3-4-1 父母、老人及家庭成员对孩子的要求要一致

   3-4-2 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应前后一致

第九章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内容
1．产前保健与胎教

1-1 产前营养、药物与化学物质

  1-1-1 双重意义：影响自身身体健康，也影响胎儿的健康发育

  1-1-2 如何保证产前有充足营养：

A．孕妇切忌偏食

B．注意少食多餐

C．保持适量户外活动

  1-1-3 产前营养需要：

       热能：怀孕 4 个月后在正常供应的基础上每日增加 200 千卡。必须摄入足够粮谷类食品。

       蛋白质：多吃禽、鱼、蛋、肉、牛奶等

       碳水化合物：占提供热量的 55%-60%
       脂肪：25%-30%热比

       钙：婴儿患佝偻病、孕妇患骨质软化病

       铁：缺铁引起早产、产后出血；多吃动物性食品肉、肝

       锌、碘、脂溶性维生素 A、D；水溶性维生素 B1B2B12、C
  1-1-4 避免胎儿受害

       A．尽量避免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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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避免药物滥用

C．避免嗜烟酗酒

D．避免接触放射性物质、噪音及有害物质

1-2．孕妇情绪

下丘脑控制着孕妇的情绪

影响孕妇情绪的因素：

A． 夫妻关系不良

B．孕妇与其母亲的关系不良

C．担心体型变化

D． 性别期待和产程危险的压力

E．家庭生活的压力

1-3．胎教内容

1-3-1 音乐：

声波：不会损害孩子的听觉器官

曲子：宁静或优美，配器精致、音色丰富、和声简明、篇幅适中、切忌单调、冗长；乐声宜欢快、明

朗

时间：26 周（6 个半月）开始，每次 15 分钟

1-3-2 言语：（P218）
1-3-3 胎儿体操（P219-220）
2．乳婴儿的家庭教育内容

2-1 身体的适应

2-2 自制行为的发展

   吃：饮食辅导

   A．年龄较小的乳婴儿宜单独进餐

B．鼓励婴幼儿自己进食

C．养成婴幼儿在固定位置进餐的习惯

2-3 基本信任感的建立

埃里克森认为，乳婴儿期最主要的心理社会发展任务就是建立基本的信任感，发展对周围环境，尤其

是对社会环境的基本态度。

2-4 自我认识的发展

   埃里克森指出幼儿到了二三岁就会出现一种日益明显的倾向，即经常表现出探索行为，在探索过程中

自尊心迅速高涨，幼儿迫切地表现自己。

2-5 言语刺激

2-5-1 多与乳婴儿交谈

2-5-2 开展早期阅读教育（P228-229）
3．幼儿期的家庭教育内容

3-1 发现个人能力

    皮亚杰的“对立道德观”

3-2 建立常规，对个人行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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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不可有例外

B．适宜的环境

C．赏惩应慎重应用

D．反复联系

E．使儿童发生兴趣而愉快

史培曼和威廉斯提出的孩子做家务的方法

A．列举要做的事

B．报酬奖励

C．工作记录

D．工作训练

E．避免强迫

3-3 区分社会角色，学习与人相处（P233）
第十章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方法
1．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方法的概述

1-1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方法的概念：指家长为达到家庭教育的目的、完成家庭教育任务和内容所选择和运

用的具体措施和手段。

2．对非期望行为的管教原则、方法

2-1 什么是“管教”

   A．管教是教导子女，使其行为合乎父母所认定的社会要求

B．管教是帮助孩子学习控制行动，使其学到生活中所需的与人相处的技巧

C．有效的管教必须是正面的、合理的、适度的

D．所用的管教方式与策略必须符合孩子的年龄及发展阶段

E．有效的管教必须是父母对孩子的需要和问题有充分的了解

2-2 学前儿童表现出的行为有两大类：期望行为、非期望行为

2-3 非期望行为概念：指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活动不合乎父母所认定的社会要求，出现行为偏差。

2-4 产生非期望行为的原因（P238）
2-5 对非期望行为的管教原则（P239-241）
   2-5-1 理智性原则

   2-5-2 渐进性原则

   2-5-3 适切性原则

2-6 对非期望行为的管教方法

   2-6-1 榜样示范法

        概念：指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以自身良好的思想行为品德以及典型人物的优良道德风尚去感染、

教育孩子的教育方法。

   2-6-2 正面说理法（P242-243）
   2-6-3 暗示提醒法

        概念：是父母用含蓄、间接、简化的方式对幼儿的心理、行为实施影响，并能迅速产生效能的一

种家庭教育方法。

   2-6-4 批评惩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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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注意孩子个性；公正合理；方式和时机

        批评惩罚法是一种“反强化”的教育方法

   2-6-5 自然后果法

        概念：是指在家庭教育中，通过孩子亲自体验由于自己不良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纠正其行为的方

法。（P246）
3．管教的策略

3-1 行为改变技术

   3-1-1 巴甫洛夫的古典条件反射与史金纳操作性条件反射

   3-1-2 行为改变技术的关键点：后果对行为有增强作用

        步骤：行为塑造法；刺激的逐步消褪

3-2 民主的儿童训练策略（P249）
   含义：建立在平等与相互尊重原则基础上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与尊严，即使孩子，也必须得到应

有的尊重，也应有自我选择的权利，父母能包容孩子的各种选择。因此，民主的儿童训练

策略是指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父母亲尊重孩子的选择，并加以适当的引导。

   推可思的民主训练策略

3-3 沟通的策略（P249-253）
   吉诺特的沟通策略关键点

3-4 父母效能训练

高顿的父母效能关键点

3-5 沟通分析（P253-260）
   人际沟通中的四种基本态度、三种基本规则

第十一章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1．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的意义

1-1 家庭教育指导的性质

   家庭教育指导是社会和儿童教养机构根据家庭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家长的困惑和家长自身的需要，

向家长提供帮助的过程。

   由于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的对象主要是学前儿童的家长，所以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属于一种成人

教育。带有师范性质，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

1-2 家庭教育指导的渠道：幼托教养机构、街道乡镇、企事业机关、大众传媒

2．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的目的、任务、原则与对象

2-1 目的：提高家长的教育素质、提高家庭教育质量、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2-2 任务：优化家庭环境、指导家长提高养育水平、指导家长提高教育水平、指导家长与幼儿园合作、向

家长进行法制教育

2-3 对象：家长与子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家长、不同身份的家长

2-4 原则：（P272-278）
双向互动原则：

         家长主体原则：

         共同成长原则：

         分类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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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原则：

          整体性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3．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

 3-1 要求：指导内容的时代性、指导内容的阶段性、指导内容的针对性

 3-2 类别：

 3-2 指导内容的分年龄要求

对新婚夫妇的指导内容：

对孕妇及其丈夫的指导内容：

对 0-1 岁半婴幼儿家长的指导内容：

对 1 岁半-3 岁婴幼儿的家长的指导内容：

对 3-6 岁幼儿家长的指导内容：

4．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

 4-1 概念：指指导者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指导家长，影响家庭教育的做法。

 4-2 常用形式有：个别指导、集体性指导、介绍、推荐、提供文字音像资料

 4-3 指导形式的要求：多样性、开放性、变被动为主动，发挥家长的主体作用

 4-4 个别指导形式：

园内交谈、书信往来、电话联系、《家园联系册》的使用、家庭访问、专家咨询

4-5 集体性指导活动：

   家长会、专题讲座、经验交流会、教育开放活动、亲子活动、家长辨析会

4-5 文字音像资料的介绍、推荐与提供

 4-6 指导形式的选择与发展

选择情况

影响选择的因素

指导形式的推广与发展

5．家庭教育指导的组织与管理

 5-1 家庭教育指导的效果评价

家长的投入情况：参与率、认真程度、主动性、主体作用发挥

家长的家庭教育素质是否变化：教育观念、教养态度、教育能力

家长家庭教育行为是否改善：创设环境的行为、主动教育行为、被动教育行为

 5-2 家庭教育指导的科学研究

    研究课题、研究基地、培训工作与研讨活动

名词解释
情报研究：通过了解家庭教育某一领域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把握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动

态和发展趋势，为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指导和组织管理提供依据的一种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通过对已有事实的考察，了解家庭教育及其指导的现状，发现家庭教育及其指导过程中各种因

素之间的联系，是认识家庭教育及其指导的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

经验总结：在拥有大量家庭教育感性经验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总结提炼，将已有认识从具体

上升到一般、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一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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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实验研究是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计划，在控制条件下，对被试施加可操纵的教育影响，然

后观测被试的变化及教育效果，以此推断所施加的教育影响与教育效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

的一种研究方法。

质的研究：研究者对自然发生的事件或现象进行系统性的观察与记录，将观察所得资料加以分析整理，并

将结果予以归纳叙述的一种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一种由实践者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为目标，以实践者对实践

活动的反思为中介的、循环递进的研究活动。

家庭：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组织。

家庭结构：家庭结构是指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

定的联系模式。

家庭关系：所谓家庭关系，又称家庭人际关系，是家庭成员之间根据自身的角色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人际

互动联系，是家庭的本质要素在家庭人际交往中的表现形式，是家庭成员之间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

家庭教育概念：家庭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家庭教育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教育与影响过

程，家庭教育的这种教育和影响过程是双向的、互动的，对学前儿童家庭教育而言，家长对子

女的教育和影响占主要地位。

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家庭是以终身学习为理念的，是一种家庭文化，它塑造着家人彼此期待的行为模式、

共同愿望，并提供新生代社会化的基础；学习型家庭也是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过程，尤其是家

人进行共同的学习分享与活动。

亲子关系：指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以血缘关系和共同生活为基础的关系。

家长教育观念：是指家长在怎样教育子女的问题上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价值标准和认识。它规定着家长对

子女教育的态度和行为。

学前儿童家长的儿童观：是学前儿童家长对学前儿童的认识和看法。主要指学前儿童家长对儿童期的意义、

儿童的权利和地位、儿童的特质和能力以及儿童发展规律的认识。

学前儿童家长的教育观：是学前儿童家长基于对儿童发展的认识形成的对儿童教育养育的理解及家长角色

与职能的看法，它直接支配着学前儿童家长对儿童进行教育的目标、方向、手段、行为及其方

式方法，对儿童身心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学前儿童家长的人才观：主要指家长对子女成才的价值取向，包括人才的标准、人才价值等。

教养方式：是指学前儿童家长在教育、抚育子女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倾向，它是对父母各种教

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

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能力：是家长在一定的教育观念指导下，运用教育子女的科学知识，解决家庭教育实践

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培养使子女身心健康发展的机智、策略、技能与技巧。

学前儿童家长教育能力：是家长在一定的教育观念指导下，运用教育子女的科学知识，解决家庭教育实践

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培养使子女身心健康发展的机智、策略、技能与技巧。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目的：是指家庭对所要培养的孩子的质量规格的总的设想或规定。

胎教：是指妊娠期间，在外环境上、母亲自身的精神情绪上对胎儿生长发育施加影响，试图通过这两方面

的因素，促进胎儿身体与智力方面的良好发展。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方法：指家长为达到家庭教育的目的、完成家庭教育任务和内容所选择和运用的具体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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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手段。

自然后果法：是指在家庭教育中，通过孩子亲自体验由于自己不良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纠正其行为的方法。

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指指导者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指导家长，影响家庭教育的做法。

简答、问答题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发展趋势

 “素质教育走进家庭”将成为中国家庭教育的主旋律

依托社区是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发展方向

创建学习型家庭拓宽了家庭教育的思路

核心家庭的教育的特点

A 有较强的内聚力，容易协调，有利于为子女创造和谐的氛围。

    B 父母与子女互动频率高，有利于达成一致的教育

    C 经济独立，有利于对孩子的物质投资

    D 经济压力大，无暇兼顾孩子的教育

    E 缺少其他家庭成员的教育协助与补助

主干家庭的教育的特点

A 弥补双职工家庭在料理生活、抚育孩子时间、经验和精力的不足

      B 代际差异造成家庭教育的矛盾

      C “隔代亲”造成对学前儿童教育的溺爱

幼儿园如何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协调幼儿园与家庭教育

        A 向家长介绍幼儿园教育工作重点，使家长了解学校工作的主要内容

B 及时与家长沟通学生的表现情况，共同处理学生发展中的问题

C 努力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

   充分调动家长主动关心子女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发扬家庭教育的优势

   指导要加强可操作性，落到实处

   面向全体家长

家长参与幼儿园教育

   家长应该为孩子成长创设良好的条件

   在日常生活中全面了解孩子、关心孩子，及时发现孩子的长处和不足

   热心幼儿园工作，充当幼儿园教育的参谋

影响父母角色的因素

A．家长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不同导致其社会环境、价值观念的差异。

B．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的知识面比较广，常用说理的方式教育儿童。

C．父母性格对子女最具影响力，无形中会影响孩子的社会角色。

D．父母成长经历影响儿童的社会角色。

为什么说父母是第一任教师？

A．家长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决定其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B．幼儿缺乏生活经验和辨别是非的能力。父母行为在孩子眼中都是对的，因此，父母的人格、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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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等成了孩子的认知标准。

C．模仿是幼儿的一种主要学习方式。

D．幼儿的可塑性很大，父母对孩子的发展起导向作用

如何理解当代子女角色处于“高关爱，高期望”的核心地位（我国当代子女角色地位的特点。）

A．1979 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子女成为全家关注的重点和家庭生活的主轴。

B．家庭物质生活首先考虑子女的喜好

C．精神生活方面父母给予子女很高的期望值，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

社会转型时期的亲子关系特点的新发展：

    A．生活节奏加快，社会流动性增强，亲子之间交流接触的机会降低；

                  B．子女的自主意识加强，他们追求亲子之间的平等对话，并且子女对父母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C．家庭结构小型化，亲子关系更趋直接、集中。

             亲子间良性互动特征：

                  A．首先应该表现为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B．其次表现为对方之间有一种责任感

                  C．最后是彼此亲和、真诚地欣赏对方

简答学前儿童家长应该树立的哪些儿童观？

    A．孩子是一个非成年人，需要家长的关心和照顾

B．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应当尊重他的权利和人格

C．孩子是一个有潜力的人，家长应当信任和和培养他

D．孩子与孩子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不要拿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孩子比

简答科学的教育观

    A．遵循孩子身心发展规律，促进孩子在品德、智力、身体等方面的发展

B．尊重并满足儿童各种素质发展的需要

C．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

影响评价能力的因素

    A．缺乏家庭教育知识及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特点的知识

B．缺乏依据，贬低孩子

C．带有过重的感情色彩

D．错误归因

为什么说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首要场所

    A．通过家庭教育最早获得最基础的生活技能和知识

B．通过家庭教育获得对社会的最初认识

C．通过家庭教育懂得一些基本社会规范

健康教育的任务与要求

   任务：教给孩子一些简单的生活常识和卫生常识；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激发孩子参

加户外锻炼的兴趣和愿望，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促进孩子身心的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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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关注孩子饮食安全；注意孩子游玩安全；关注孩子大脑安全；关注看电视的安全

认知教育的任务及要求

   任务：丰富孩子的知识经验，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孩子的动手、动口、动脑习惯，促进孩子智

力、能力的发展

   要求：发展孩子倾听语言的能力；发展孩子理解语言的能力；发展孩子运用语言的能力；发展孩子识

字的能力

品行教育的任务与要求

    任务：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塑造孩子文明的行为，陶冶孩子积极的情操，提高孩子社会交往的能力，

形成孩子活泼开朗的性格

     要求：培养同情心；培养合群性；培养抗挫能力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原则

寓教于生活和娱乐中的原则

理性施爱和要求适度相结合原则

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相结合原则

教育要求一致和教育方法灵活相结合原则

如何保证产前有充足营养：

A．孕妇切忌偏食

B．注意少食多餐

C．保持适量户外活动

如何避免胎儿受害

       A．尽量避免病毒感染

B．避免药物滥用

C．避免嗜烟酗酒

D．避免接触放射性物质、噪音及有害物质

影响孕妇情绪的因素：

夫妻关系不良

孕妇与其母亲的关系不良

担心体型变化

性别期待和产程危险的压力

家庭生活的压力

什么是“管教”

   A．管教是教导子女，使其行为合乎父母所认定的社会要求

B．管教是帮助孩子学习控制行动，使其学到生活中所需的与人相处的技巧

C．有效的管教必须是正面的、合理的、适度的

D．所用的管教方式与策略必须符合孩子的年龄及发展阶段

E．有效的管教必须是父母对孩子的需要和问题有充分的了解

对非期望行为的管教原则

   理智性原则

   渐进性原则



更多免费课程及机密押题资料 可扫码进入“自考伴”小程序获取

加入公众号 通关更轻松   更多免费资料 尽 在“自考伴”APP20

   适切性原则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的目的、任务、原则

目的：提高家长的教育素质、提高家庭教育质量、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任务：优化家庭环境、指导家长提高养育水平、指导家长提高教育水平、指导家长与幼儿园合作、向

家长进行法制教育

原则： 双向互动原则、家长主体原则、 共同成长原则、分类指导原则、因地制宜原则、整体性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家庭教育指导的效果评价

家长的投入情况：参与率、认真程度、主动性、主体作用发挥

家长的家庭教育素质是否变化：教育观念、教养态度、教育能力

家长家庭教育行为是否改善：创设环境的行为、主动教育行为、被动教育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