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卷代号 :0880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6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幼儿园课程与活动设计

试题
2017 年 1 月

注意事项
一、将你的学号、姓名及分校(工作站)名称填写在答题纸的规定栏内。考试
结束后，把试卷和答题纸放在桌上。试卷和答题纸均不得带出考场。监考人收完
考卷和答题纸后才可离开考场。

二、仔细读懂题目的说明，并按题目要求答题。答案一定要写在答题纸的指
定位置上，写在试卷上的答案无效。

三、用蓝、黑圄珠笔或钢笔(含签字笔)答题，使用铅笔答题无效。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课程即教学科目，这种课程定义(

)。

A.认为教育目标的选择和制定成为核心任务
B. 把学生的直接经验置于课程的中心位置
C. 有利于课程内容的系统化选择及组织
D.强调教师与学生彼此之间的互动、学生与家庭、社会的互动

2. 幼儿园课程的特点不包括(

)。

A. 个体适宜性

B. 整体性

c.实践性

D. 标准化

3. 课程的核心问题是(

)。

A. 课程的价值取向

B. 课程内容

C. 课程目标

D. 课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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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下不属于幼儿园课程基础学科的有(

A. 心理学

B.社会学

c.哲学

D.教育学

5. 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幼儿园课程(

)。

A. 应开展游戏、艺术等表现和表达活动

B. 应重视幼儿自由选择材料和活动的权利
c.幼儿园应尊重儿童自然成熟的规律，在不施加不适当压力的情况下让儿童得到发展

D. 应强调儿童的自主活动，在日常教育活动中会注重布置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提供大
量的材料，让儿童主动参与操作活动，鼓励儿童探索和发现
6. 蒙台梭利设计的课程反映的是(

)哲学思想。

A. 存在主义

B. 实用主义

C 唯理论

D.经验论

7. 关于游戏在幼儿园课程中的作用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游戏作为幼儿园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促进幼儿各种能力的发展
B.游戏有益于幼儿进行幼儿园各学科(领域)课程的学习

c.游戏有益于幼儿园课程中各学科(领域)教育的整合
D.游戏在幼儿园课程实践中得到了其应有的地位
8. 在设计低结构的幼儿园教育活动时， (

)。

A. 活动内容往往会比较具体、确定，并强调学科的逻辑性
B. 会以儿童在活动过程中获取的经验为优先点，活动内容往往具有可变性

c.活动设计者心目中应有很强的"目标意识"，"自上而下"地根据教育活动的目标选
择和组织活动内容

D. 活动设计者常会仔细分析和研究教育活动的目标，以及该教育活动的目标与其他

教育活动目标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活动目标选择相应的活动材料
9. 健康的含义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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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面。

A.意识

B. 身体

C. 心理

D. 社会适应

10. 不属于幼儿园各领域活动达到平衡的方式的是(

)。

A. 独立

B. 相互渗透

c.相互整合

D. 强调某领域的活动

二、判断对错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正确的叙述在答题纸上划 U~" ，错误的在答题纸上划

.. X")

1 1. "完整儿童"已成为现代幼儿教育的新观念。所谓"完整儿童"是指一个全面发展、和谐
发展的儿童。(

)

12. 受皮亚杰的影响，幼儿园课程开始强调儿童探索与发现，教育应适合不同发展水平儿

童的发展，要促进儿童自主建构知识。(

.)

13. 在 20 世纪下半叶，对幼儿园课程影响最大的认知心理学理论莫过于前苏联著名的教

育家心理学家维果斯基。(

)

14. 游戏作为幼儿园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促进幼儿各种能力的发展，但是并不有益
于幼儿进行幼儿园各学科(领域)课程的学习。(

)

15. 一般而言，活动的结构化程度越高，活动方法越较多突出教师的指导作用。(

)

16. 如果活动目标只以儿童的行为来确定，教师就会元法估计很难用外显的、可观察的行
为来显现的儿童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心理素质。(

)

17. 乔姆斯基强调儿童的语言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先天的语言获得装置
发展而来的。(

)

18. 正规的健康教育既只可以通过幼儿园课程中与健康直接有关的学科或领域教育活动
(如体育、运动、健康等)进行。(

)

19. 幼儿园社会教育不可以通过单一的幼儿园社会领域的教育活动进行。(

)

20. 幼儿园的教育活动可以划分为低结构活动、高结构活动和完全结构活动，这样的划分
能使课程编制者和教育活动的设计者更有效地把握各种预设的和生成的教育活动。(

)

三、简答题(每题 8 分，共 24 分)

2 1.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对幼儿园课程的影响是什么?
22. 游戏在幼儿园课程中的作用有哪些?
23. 独立选择和组合幼儿园各领域教育活动的原则有哪些?
四、论述题(1 6 分}

24. 请结合幼儿园教育活动实际分析如何按结构化程度对幼儿园教育活动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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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分析 (20 分)(字数不得少于 300 字)
25. 幼儿园大班李教师在引导幼儿学习生活中常见的测量万法时.组织幼儿开展游戏"扔

沙包比赛":李教师带幼儿到户外，先让幼儿扔沙包，然后引导幼儿思考:"怎样才能知道沙包扔
了多远?你可以用什么方法知道呢?"在李教师反复要求和提示节，幼儿举出了可以用棍子、可
以用跨步、可以用绳子、可以用布条等方法来测量….， ，同时还组织幼儿们对这些方法进行讨

论。最后李老师汇总了幼儿所举的办法。请你根据所学知识说说，通过这个教学活动，幼儿真
正掌握那沙包扔多远的方法了吗?为什么?井说说应如何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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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号仁口

试卷代号 :0880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6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幼儿园课程与活动设计

试题答题纸
2017 年 1 月

题号

---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五

总分

分数

得分|评卷人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得分|评卷人
二、判断对错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正确的叙述在答题纸上划

"飞/ " ，错误的在答题纸上划 "X")

1 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得分|评卷人

三、简答题{每题 8 分，共 24 分)

21.

22.
23.
得分|评卷人
四、论述题(1 6 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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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评卷人|

五、案例分析 (20 分)(字数不得少于 300 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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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0880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6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幼儿园课程与活动设计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
(供参考)
2017 年 1 月

一、选择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 C

2. D

3. A

4. D

5. A

6. D

7. D

8. B

9. A

10. D

二、判断对错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1 1. -v'

12. -v'

13. X

14. X

15. -v'

16. -v'

17. X

18. X

19. X

20. X

三、简答题(每题 8 分，共 24 分}

2 1.答:根据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和实施应能正确地组织情

景，创造儿童的最近发展区，也就是说，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和实施应在儿童最近发展区的现有
的发展水平(独立行为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需要帮助水平)之间，使儿童通过各种类型的

互动，包括与相同水平同伴的互动、与不同水平同伴的互动以及与成人的互动等，促进自身的
发展。

(3 分)

根据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和实施应不仅只是去评价儿童的独

立行为水平，而且能够发现儿童在各种帮助水平下的能力，这就是说，教师应该使用一种更具
弹性的动态性评价技术和方法去评价儿童，包括鼓励儿童表述他们的所知，注意儿童是怎样使
用为他们所提供的帮助，明确怎样的暗示是最有效的，等等。

(2 分)

根据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和实施应重视教学对儿童发展的积
极作用，特别强调教师在与儿童互动中应起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准确定位，扮演好"促

进者"、"帮助者"的角色，指导、激励、帮助儿童，促进儿童自主发展。教师要实施鹰架教学，即
一种教师为儿童提供帮助，促使其在最近发展区内发展的教学手段。为了提高鹰架教学的实
效，教师应在儿童己有的认知水平的基础上扩大教学，在没有超越儿童最近发展区的前提下扩
大儿童的发展。扩大，并不是加速，扩大指的是教师通过使用各种提示、重复、提供实物等手
段，以儿童最近发展区内已有的受帮助行为为基线的扩展，帮助儿童发展位于较低水平的行
为。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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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答 z

(1)游戏作为幼儿园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促进幼儿各种能力的发展。 (3 分)
(2) 游戏有益于幼儿进行幼儿园各学科(领域)课程的学习。 (3 分)

(3) 游戏有益于幼儿园课程中各学科(领域)教育的整合。 (2 分)
23. 答 z

(1)所选择和组合的教育活动应尽可能与儿童的发展水平相当。 (3 分)
(2) 所选择和组合的教育活动应尽可能与儿童的发展顺序相近。 (3 分)
(3) 所选择和组合的教育活动应尽可能与个体和群体儿童的需要相符合。 (2 分)
四、论述题(1 6 分}

24. 评分标准:
(1)要点部分 10 分，结合实际部分 6 分，满分 16 分。

(2) 仅回答要点，旦所答内容完善者，一题最高能得 10 分。
(3) 结合实际密切、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有独到见解者，结合实际部分最高可得 8 分。但
总分不得超过 16 分。
答题要点:

按教育活动的结构化程度分类，可以将幼儿园教育活动分成元结构教育活动、低结构教育活
动、高结构教育活动和完全结构化教育活动。结合幼儿园教育活动实际，游戏活动是"元结构"教
育活动，区角活动(活动区活动)是"低结构"教育活动，集体教学活动是"高结掏"教育活动。
五、案例分析 (20 分}

25. 要求:
(1)结合提供的案例进行分析;

(2) 有明确的观点，观点、材料统一，语言通畅;
(3) 分析文字在 300 字以上。

评分标准 z

(1)能运用所提供的实例内容，观点明确，有论证，文字在 300 字以上，酌情给分;
(2) 不能运用所提供的实例内容，但观点明确，有论证，文字在 300 字以上，扣 6-10 分;
(3) 不足 300 字，在可得分数中扣 5 分。

要点:
(1)如此组织教学活动，幼儿并没有真正掌握测量沙包扔了多远的方法。

(2) 幼儿的思维发展是具体的、形象的。而且幼儿是通过实际操作材料进行学习的。幼儿
能说出测量的方式，并不代表幼儿真正掌握了具体测量的方法和要点，更不能断定幼儿能将之
转化为动手操作能力。因此，如果要让幼儿真正掌握日常测量的方法，就应该让幼儿真正动手
进行测量。

(3) 实践性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特点，幼儿园课程应注重幼儿通过实践活动获得直接经
验。所以，这个活动还应该安排幼儿通过多种方法测量沙包扔出多远，或者通过测量来比比沙
包谁扔得远等活动，让幼儿在亲手测量的实践活动中掌握各种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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