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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陕西省特岗教师招聘

幼儿园学科专业知识考前提分手册

预测考点一：幼儿生长特点及规律

考查题型【单选、多选、判断题】

幼儿生理系统 特点及规律

大脑皮质活动

1. 优势原则

2. 镶嵌式原则

3. 动力定型原则

4. 睡眠

神经系统 1. 脑细胞耗氧量占全身的 50%

2. 易兴奋、易疲劳

肌肉 易疲劳、易恢复

心脏 年龄越小，心跳越快

呼吸 年龄越小，呼吸越快

预测考点二：视觉器官

考查题型：【单选、判断题】

视觉现象 特点 注意事项

生理性远视

幼儿眼球的前后距离较短，物体往往成像于视网膜的

后面

5岁恢复正常视力

近视 晶状体弹性变小，睫状肌疲劳
注意用眼卫生

斜视 当两眼向前平视时，两眼的黑眼珠位置不匀称

弱视 双眼不能平时、没有立体视觉
6岁以前，常规遮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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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考点三：运动系统

考查题型：【单选、多选、判断题】

运动系统 特点

（一）骨

1.骨骼在生长：营养和阳光是婴幼儿长骨骼所必需的条件

2.腕骨还没钙化好：腕骨 10 岁左右才能全部钙化，不可提太重物品

3.骨盆还没长结实：幼儿从挺高的地方往硬地上跳，可能使骨盆变形

4.骨骼柔软、弹性大、硬度小：青枝骨折

5.脊柱：脊柱生理性弯曲分别是颈曲、胸曲、腰曲、骶曲。

（二）骨连接

1.主要连接方式是关节

2.关节牢固性差，易脱臼

3.脚弓不结实，易成扁平足

（三）骨骼肌
1.易疲劳，易恢复

2.大肌肉发育早，小肌肉发育晚

预测考点四：幼儿口腔生理特点

考查题型：【单选、多选】

幼儿口腔 特点

牙齿 1. 乳牙一般在 6～7个月时出牙，2岁半左右出齐

2.在 6岁左右，最先萌出的恒牙是“第一恒磨牙”，又称“六龄齿”

漾奶 婴儿的贲门比较松弛，且胃呈水平位，奶就容易随着打嗝流出口外

生理性流涎 婴儿的贲门比较松弛，且胃呈水平位，因而出现流涎现象

预测考点五：幼儿排泄物特点

考查题型：【单选、判断题】

幼儿疾病 特点

肠套叠
排出“红果酱”样的大便，为血和黏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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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状病毒腹泻
淡色稀水样、无腥臭

大肠杆菌腹泻 粪便黄色或黄绿色水样、有腥臭

沙门氏菌腹泻 黄绿色水样、有恶臭

痢疾
脓血便，里急后重

预测考点六：基础营养知识

考查题型：【单选、判断】

基础营养 特点

蛋白质
为热体每天活动提供 10%-15%的热量

脂肪
为热体每天活动提供 25%-30%的热量

碳水化合物 为热体每天活动提供 55%-65%的热量

无机盐

钙 缺乏：佝偻病

铁 缺乏：缺铁性贫血

锌 缺乏：伤口愈合不良，异食癖

碘

缺乏：克汀病（呆小症）

考点：缺碘是世界上目前已知的导致人类智力损伤的最主要原

因

维生素

维生素 A 缺乏：夜盲症

维生素 B1 缺乏：脚气性心脏病（脚气病）

维生素 C 缺乏：坏血病

维生素 D 缺乏：佝偻病

水
机体若丢失 20%的水则不能维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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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考点七：幼儿传染病特点

考查题型：【单选、多选、材料分析题】

传染病内容 考点

（一）传染病的特性

1.有病原体

2.有传染性

3.有免疫性

4.有规律性

（1）潜伏期（2）前驱期（3）症状明显期（4）恢复期

（二）传染病的流行环节

1. 传染源

2. 传播途径

3. 易感人群

（三）传染病的预防措施

1.控制传染源

2.切断传播途径

3.保护易感人群

预测考点八：幼儿常见传染病

考查题型：【单选、判断题】

教学活动 考点

麻疹

1.冬春季节

2.飞沫传播

3.口腔黏膜有灰白色小点，周围有红晕

水痘

1.冬春季节

2.飞沫传播

3.数代同堂

流行性腮腺炎 1.飞沫传播

2.腮腺肿大

乙脑 1.夏秋季节

2.蚊虫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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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烧 40 度，喷射性呕吐

手足口病 1.夏季

2.手、足、口内有水泡

流脑 1.冬春季节

2.飞沫传播

3.高热，星状或圆形瘀斑

结核病 1.飞沫传播

2.咳痰、咳血、气急

3.卡介苗

猩红热 1.冬春季节

2.飞沫传播

3.杨梅舌

百日咳 1.飞沫传播

2.阵发性痉咳，鸡鸣样吼声

甲肝 1.饮食传播

2.秋冬季节

3.免疫球蛋白

乙肝 1.血源传播、接触传播

2.乙肝疫苗

狂犬病 1.接触传播

2.恐风、恐水、恐光

预测考点九：幼儿常见病

考查题型：【单选、判断题】

佝偻病 1.缺钙、缺维生素 D

2.骨骼异变，盗汗、睡眠困难

肥胖

1.超过正常体重 20%

2.少吃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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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铁性贫血
1.缺铁

2.患钩虫病者

巨幼红细胞性贫血
1.缺维生素 B12、叶酸

小儿四病
1. 腹泻

2. 肺炎

3. 佝偻病

4. 缺铁性贫血

预测考点十：护理技术

考查题型：【单选、判断题】

测体温
水银柱甩到 35℃以下

物理降温
降到 38 度即可

数脉搏
新生儿心跳每分钟 140 次

观察呼吸
新生儿每分钟呼吸 40 次

预测考点十一：急救措施

考查题型：【单选、判断题、论述题】

心脏按压

1. 新生儿每分钟 120 次

2. 3 岁以下幼儿每分钟 80 次

3. 年长儿童每分钟 60-80 次

止血 按压近心端

骨折
青枝骨折，折而不断

异物入眼

1. 不可用手揉眼睛

2. 用手帕、棉签轻轻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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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伤

1. 马上用大量冷水冲洗受伤部位 20 分钟以上

2. 不用涂抹有颜色的药膏

蜇伤 1. 黄蜂，涂抹醋

2. 蜜蜂，涂抹肥皂水

异物入气管

1.倒立拍背法

2.推压腹部法

鼻出血 1. 头略向前低

2. 冷敷额头和鼻部

预测考点十二：学前儿童心理问题

考查题型：【单选、多选题】

恐惧

儿童对某些物体或情景产生过分激烈的情感反应；恐惧强烈、持久，影响正

常的情绪和生活，特别是到了某个年龄本该不再怕的事，仍表现出惧怕。

暴怒发作

暴怒发作是指儿童在自己的要求或欲望得不到满足，受到挫折时，就

哭闹、尖叫、在地上打滚、用头撞墙、撕东西、扯自己的头发等过火的行为。

屏气发作

屏气发作时指儿童因发脾气或需求未得到满足而剧烈哭闹时突然出现呼吸

暂停的现象。

夜惊

小儿入睡一段时间后，突然坐起，哭喊，瞪目直视或双眼紧闭，惊恐状，对

周围事物无反应，很难唤醒，次日一般对发作经过不能回忆。

梦魇

儿童做噩梦并伴有呼吸急促、心跳加剧，自觉全身不能动弹，以致从梦中惊

醒、哭闹。醒后仍有短暂的情绪失常，紧张、害怕、出冷汗、面色苍白等。

攻击行为 能引起别人对立和争斗的行为，称为攻击性行为。

功能性遗尿症 功能性遗尿症是已排除了各种躯体疾病的遗尿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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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吃

口吃为常见的言语障碍。它的发生并非因发音器官或神经系统的缺陷，而是

与心理状态有关。表现为正常的语言节奏受阻，不自觉地重复某些字音或字

句，发音延长或停顿，伴跺脚、摇头、挤眼、歪嘴等动作才能费力地将字进

出。

多动症

儿童期多动综合症简称多动症，又名轻微脑功能失调或注意缺陷障碍，是一

类以注意障碍为最突出表现，以多动为主要特征的儿童行为问题。

吮吸手指 不可在手指上涂抹辣椒、苦味药，或者裹起手指。

强迫症 1. 强迫观念是指反复出现的毫无意义的观念、思想或冲动。

2. 强迫行为是指一些刻板的、仪式性的行为，反复地去做。

孤独症

1.言语障碍

2.社交障碍

3.行为异常

预测考点十三：五大领域总目标

考查题型：【单选、简答题】

领域 总目标

（一）健康

1.身体健康，在集体生活中情绪安定、愉快；

2.生活、卫生习惯良好，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3.知道必要的安全保健常识，学习保护自己；

4.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动作协调、灵活。

（二）语言

1.乐意与人交谈，讲话礼貌；

2.注意倾听对方讲话，能理解日常用语；

3.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事；

4.喜欢听故事、看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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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听懂和会说普通话。

（三）社会

1.能主动地参与各项活动，有自信心；

2.乐意与人交往，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有同情心；

3.理解并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

4.能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不怕困难，有初步的责任感；

5.爱父母长辈、老师和同伴，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

（四）科学

1.对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2.能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

3.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4.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

趣；

5.爱护动植物，关心周围环境，亲近大自然，珍惜自然资源，有初

步的环保意识。

（五）艺术

1.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

2.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3.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

预测考点十四：学前儿童五大领域的类型与内容

考查题型：【单选、多选、判断题】

领域 类型 主要内容

1.健康教育
（1）身体保健

（2）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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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

2.体育教育

（1）体育课

（2）早操

（3）户外体育活动

（二）语言 1.专门的教学活动

（1）谈话活动

（2）讲述活动

（3）听说游戏

（4）文学作品活动

（5）早期阅读活动

2.渗透的教学活动

（1）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往

（2）自由游戏中的语言交往

（3）其他领域活动中的语言交往

（三）社会
（1）人际关系

（2）社会环境

（3）社会行为规范

（4）社会文化

（四）科学

1.科学教育

（1）了解自然环境及其和人们生活的关系

（2）探究身边事物的自然科学现象

（3）感受科学技术及其对生活的影响

2.数学教育

（1）分类、排序和对应

（2）数、计数和数的运算

（3）几何图形

（4）量和计量

（5）时间和空间



咨询电话：400-078-6677 - 11 -

（五）艺术

1.音乐教育

（1）歌唱活动

（2）打击乐活动

（3）韵律活动

（4）音乐欣赏活动

2.美术教育

（1）绘画活动

（2）手工活动

（3）美术欣赏活动

预测考点十五：学前儿童语言领域的指导

考查题型：【单选、多选、活动设计题】

领域 活动类型 活动指导

语言领域

1.谈话活动

（1）创设谈话情境，引出谈话话题

（2）围绕话题运用已有经验自由交谈

（3）围绕中心话题拓展交谈内容

（4）教师隐形示范新的谈话经验

2.讲述活动

（1）感知理解讲述对象

（2）运用已有经验自由讲述

（3）引进并学习新的讲述经验

（4）巩固和迁移新的讲述经验

3.听说游戏

（1）创设游戏情景，引发儿童兴趣

（2）创设游戏情景，引发儿童兴趣

（3）教师引导儿童游戏

（4）儿童自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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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学作品活动

（1）学习文学作品内容

（2）理解体验作品经验

（3）迁移作品经验

（4）创造性想象和语言表述

5.早期阅读活动

（1）幼儿自己阅读

（2）教师与幼儿一起阅读

（3）围绕阅读重点开展活动

（4）归纳阅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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