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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陕西省特岗教师招聘

中小学教育综合知识考前提分手册

【考点一】不同时期教育形态发展的特点【客观题】

特点

原始教育 没独立形态、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为生产生活、没阶级性、无固定对象

古代教育 阶级性、等级性、道统性、专制性、刻板性、象征性、与生产劳动相脱离

近代教育 教育国家化、初等教育义务化、教育世俗化、教育的法制化

现代教育 终身化、全民化、民主化、多元化、现代化、个性化、国际化

【考点二】古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形态【客观题】

不同时期 特点 意义

夏商

夏朝：已有学校

学校教育最早产生

商朝：有甲骨文证实

西周 “学在官府”“政教合一”官学体系

学校教育制度已经发展到比较完备阶段（官学）

学校分为“国学”（“大学、小学” ）和“乡

学”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春秋战国

（私学）

官学衰微，私学大兴

私学的发展是我国教育史、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

儒道法墨四家， 稷下学宫

而“儒墨”两家为显学。

两汉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为中国古代教育核心

中央官学—太学、鸿都门学

地方官学—郡国学、郡县学、文翁兴学

人才选拔：察举制，择贤人

隋唐

隋朝：创立科举制 隋朝选士制度：推荐-考试

唐朝：完备科举制 唐朝官学制度：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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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学、书学、算学）

二馆（崇文馆和弘文馆），由国子监管理

宋代 程朱理学成为国学 四书：《大学》《中庸》

（书院）

四书、五经，四书被作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和

科举考试的依据。

《论语》《孟子》

书院盛行-六大书院 五经：《诗》《书》《礼》

《易》《春秋》

明代 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 创造性被遏制，思想禁锢达到顶峰。

清代 1905 年，废科举，兴学校 中国开始进入制度化教育阶段。

【考点三】古代西方教育发展的形态【客观题】

特点

古代印度

掌权：婆罗门教和佛教；

婆罗门教的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教育内容：《吠陀》

学校： “古儒学校”最有特色

特点：婆罗门教的僧侣是唯一的教师，教育的活动主要是背诵经典和钻研经义

古代埃及

宫廷学校（最早的学校）、寺庙学校、职官学校、文士学校（最多的学校）

特点“以僧为师”、以吏为师”

古代希腊

雅典——培养政治家和商人（尚文)

斯巴达——培养忠军人（尚武）

古代罗马 初等学校：读写算；中等学校：文法学校；高等学校：修辞学校

西欧中世纪 教会教育——七艺；骑士教育——七技

【考点四】个体身心发展的动因

理论类型 观点 代表人物

内发论 人的身心发展是由自身的需要决定的 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格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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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铄论 人的发展主要依靠外在的力量 墨子、荀子、洛克、华生

二因素论或辐合论

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对儿童发展的重

要作用

施泰伦、吴伟士（武德沃斯）

多因素相互作用论

人的发展是个体的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在

个体活动中产生作用的结果

皮亚杰

【考点五】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

基本观点 代表人物 具体观点

宗教本位论 - -

个人本位论

卢梭、洛克、夸美纽斯、

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孟子

教育目的应从人的本性、本能需要出发

为个人服务

社会本位论

孔子、孔德、斯宾塞、

涂尔干、赫尔巴特

从社会需要出发，社会需要是确定教育目的的唯

一依据；为社会服务

教育无目的论 杜威

“教育即生活”

教育过程就是教育目的

生活本位论 斯宾塞、杜威

“教育的生活准备说”

“教育即生活”

文化本位论 迪尔泰

自觉主动追求理想价值，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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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统一论 马克思主义

揭示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辩证关系。

教育目的要考虑人的身心发展的各个要素。

【考点六】学生的权利

人身权 理解 考点

身心健康权 生命健康、心理健康、人身安全 时间、锻炼

人身自由权 人身自由和行动自由，

不受非法禁闭、搜查和逮捕

非法拘禁、搜查、逮捕、关禁闭

人格尊严权 受他人尊重，保持良好形象及尊严 谩骂、侮辱、变相体罚

隐私权 私人、不愿被干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 缺点或隐私、私拆信件、日记

名誉权

荣誉权

道德品质、才干

及其他方面的正常社会评价、称号

歪曲、诽谤、诋毁;非法剥夺

【考点七】课程的类型

划分标准 类型

内容属性（固有属性/设计方式） 学科课程、活动课程

内容的组织方式 分科课程、综合课程

对学生的学习要求 必修课程、选修课程

显现方式 显性课程、隐性课程

设计、开发、管理的主体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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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任务 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研究型课

【考点八】教学的基本任务【客观题/论述题】

【考点九】常见的教学模式【客观题】

常见的教学模式 教学过程

范例教学模式 个—类—普遍性规律—掌握经验

抛锚式教学模式 创设情景—确定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效果评价

探究式教学模式 问题—假设—验证—总结提高

发现式学习的教学模式 问题情境—假设-检验—整合与应用

有意义接受学习模式 接受式的学习；接受学习是有意义的；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

掌握学习的教学模式 诊断性评价、集体教学、形成性测验、发现问题，再次测验、总结性测验

传递-接受教学模式 复习旧课-激发学习动机-讲授新课-巩固练习-检查评价-间隔性复习

非指导性教学模式 创设情境-开放性探索-个人或小组鉴别

【考点十】德育的模式

主要模式 代表人物 基本观点

1.引导学生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技巧（基础、首要任务） 双基

2.发展学生智力，特别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核心） 智

3.发展学生体力，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体

4.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 美

5.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科学的世界观 德

6.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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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模式（道德认识模式） 皮亚杰；科尔伯格 德育目的是促进道德判断力的发展

最广泛、占主导地位

体谅模式（道德情感的模式） 麦克费尔 学会关心、体谅，将情感置于中心地位

社会模式 班杜拉 观察学习—榜样效果

价值澄清模式 拉斯；哈明 价值观教育、价值观辨析

【考点十一】注意的分类【客观题】

目的 意志努力

无意注意（不随意注意） 无预定目的 无需意志努力 不由自主

有意注意（随意注意） 有预先目的 需要意志努力 主动

有意后注意（随意后注意） 有自觉目的 不需要意志努力 -

【考点十二】智力和智力理论

斯皮尔曼二因素理论 S特殊因素和 G一般因素

吉尔福特的智力三维结构 内容、操作、产品

卡特尔智力形态论 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

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 九种智力成分

【考点十三】智力测验

比奈西蒙量表 用智力年龄表示智力水平（智龄） 最早的智力量表

斯坦福—比内量表 智商=智龄÷实龄 X100 比率智商

韦克斯勒智力量表 智商=100+15Z

Z=（X-X）/SD

离差智商

【考点十四】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客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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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神经活动过程 高级神经活动类型 气质类型

强、不平衡 不可遏制型 胆汁质

强、平衡、灵活 活泼型 多血质

强、平衡、不灵活 安静型 粘液质

弱 抑制型 抑郁质

【考点十五】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客观/论述】

【考点十六】学习理论【客观/论述】

代表人物 理论观点 学习规律

行为主义

学习理论

巴甫洛夫 经典性条件作用理论 1.获得与消退；2.分化与泛化；3.恢复

桑代克 试误—联结学习理论 1.准备率；2.练习率；3.效果律

斯金纳 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 1.强化（正强化、负强化）；2.消退；3.惩罚

班杜拉 社会学习理论 1.参与性学习；2.替代性学习

认知主义

学习理论

苛勒 完型—顿悟学习理论 顿悟；认识到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

托尔曼 符号学习理论 能力律；刺激律

布鲁纳

认知结构学习理论/发现

学习理论

获得、转化和评价

年龄阶段 人际关系 发展危机（心理社会矛盾） 发展任务

0-1.5 岁（婴儿

期）

父母 信任感 vs 不信任感 培养信任感

2-3 岁（儿童早

期）

父母 自主感 vs 羞怯感 培养自主性

4-5 岁（学前期） 家庭、学校 主动感 vs 内疚感 培养主动性

6-11 岁（小学阶

段）

学校 勤奋感 vs 自卑感 培养勤奋感

12-18 岁（中学

阶段/

青春期）

同伴 自我同一性 vs 角色混乱 培养自我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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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苏贝尔 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 有意义学习的内部心理机制——同化

加涅 信息加工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 知识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中建构起来的。

人本主义

学习理论

马斯洛、罗

杰斯

1.有意义的自由学习观

2.学生中心的教学观

3.知情统一的教学目标观

【考点十七】学习动机理论【客观题】

理论名称 代表人物 主要内容

成就动机理论 麦克利兰阿

特金森

力求成功的动机；避免失败的动机

成败归因理论 韦纳 三维度和六因素

自我效能感理论 班杜拉 人的行为受行为的结果因素与先行因素的影响

自我价值理论 科文顿

人类将自我接受作为最优先的追求。这种保护和防御以建立一个正面

自我形象的倾向就是自我价值动机。

【考点十八】心智技能的形成阶段理论【客观题】

【考点十九】学习策略的分类【客观题/论述题】

加里培林

活动定向阶段

物质与物质化阶段

出声的外部言语动作阶段

不出声的外部言语动作阶段

内部言语阶段

冯忠良

原型定向阶段

原型操作阶段

原型内化阶段

安德森

认知阶段

联结阶段

自动化阶段

学习 认知策略 复述策略 画线、过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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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十】学习迁移的理论

精加工策略

记忆术

做笔记

提问

生成性学习

运用背景知识，联系客观实际

组织策略 归类策略、纲要策略

元认知策略
元认知

弗拉维尔：元认知知识、元认知监控

董奇：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元认知调节

元认知策略 计划策略、监控策略、调节策略

资源管理策略

学习时间管理

统筹安排学习时间

高效利用最佳时间

灵活利用零碎时间

学习环境的设置

学习努力和心境管理

学习工具的利用

社会性人力资源的利用

理论 代表人物 考点

早期的迁

移理论

形式训练说 沃尔夫

最早关于迁移的理论

以官能心理学为基础，与一般迁移联系最紧密

相同要素说

桑代克、武

德沃斯

认为迁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

两种学习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才有可能进行迁移

概括化理论 贾德

“水下击靶”

掌握和理解两种学习活动共同原理，迁移可能产生

概括化原理掌握得越好，迁移的效果就越好

关系转换理论

格式塔心理

学家

“小鸡觅食”

迁移的是两个学习情境中的共同关系

当代的迁

移理论

认知结构迁移

理论

布鲁纳 编码系统的迁移

奥苏贝尔

迁移以认知结构为中介进行。

“为迁移而教”

促进迁移的认知结构变量：①原有知识的可利用性②新旧知

识的可辨别性③原有知识的巩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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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十一】品德发展阶段理论【客观题】

道

德

发

展

阶

段

理

论

皮亚杰

（对偶故事法）

自我中心阶段（2~5） 无律阶段，只按自己意愿执行规则

权威阶段（6~7） 他律阶段，尊重权威与年长者命令

可逆阶段（8~10） 命令，规则不是固定不变

公正阶段（11~12） 从利他主义考虑，产生了公正的观念

科尔伯

格（两难

故事法）

前习俗水平（9

岁前）

惩罚服从取向阶段 评判道德行为依据表扬与惩罚结果

相对功利阶段 评价行为好坏主要看是否符合自身利益

习俗水平（9~20

岁）

寻求认可取向阶段 关心别人的需求与想法，塑造自身形象

遵守法规取向阶段 评判行为是法律和社会习俗为依据

后习俗水平（20

岁后）

社会契约取向阶段 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并非不可改变

普遍伦理取向阶段 除法律外，还有生命价值、个人尊严、公平正义等

道德原则

【考点二十二】创造性思维的性质【论述题】

【考点二十三】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论述题】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爱国守法 教师职业的基本要求

爱岗敬业 教师职业的本质要求

关爱学生 师德的灵魂和核心

教书育人 教师的天职和根本任务

为人师表 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

创造性思

维

基本特征 流畅性、变通性、独创性

过程 准备阶段、酝酿阶段、顿悟阶段、验证阶段

影响因素

环境 家庭与学校因素

智力

智商高，创造力不一定高峰

智商低，创造力一定低

创造力高，智力一定高于正常水平

创造力低，智力水平可能高可能低

个性
幽默感、抱负与兴趣、幻想、好奇心、独立性，容忍错误与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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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 教师专业发展不竭的动力

【考点二十四】教学原则【论述/案例】

原则 贯彻要求

直观性原则 ①正确选择直观教具和现代化教学手段；②直观要与讲解相结合；③重视运用语言直观；

④防止直观的不当与滥用

启发性原则 ①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②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③让学生动

手，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④发扬教学民主

巩固性原则 ①在理解的基础上巩固；②重视组织各种复习；③在扩充改组和运用知识中积极巩固。

循序渐进原则 ①按教材的系统性进行教学；②注意主要矛盾，解决好重点与难点的教学；③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由简到繁；④将系统连贯性与灵活多样性结合起来

因材施教原则 ①针对学生的特点进行有区别的教学；②采取有效措施， 使有才能的学生得到充分的发

展

理论联系实际

原则

①书本知识的教学要注重联系实际；②重视培养学生 运用知识的能力；③正确处理知识

教学与技能训练的关系；④补充必要的乡土教材；⑤加强教学的实践性环节，逐步培养与

形成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进行“第三次学习”

量力性原则 ①了解学生的发展水平，从实际出发进行教学；②考虑学生认识发展的时代特点

思想性与科学

性统一原则

①教师要保证教学的科学性；②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的特点进行思想品德教育；③教师要

通过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④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

思想水平

【考点二十五】德育原则【论述、案例】

原则 贯彻原则

导向性原则 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②德育目标必须符合新时期的方针政策和总任务的要求； ③要把德

育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

疏导原则 ①讲明道理，疏导思想；②因势利导，循循善诱；③以表扬激励为主，坚持正面教育

严慈相济原则 ①爱护、尊重和信赖学生； ②要求教育者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要做到合理正确，明确具体和

严宽适度； ③教育者要从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品德发展状况出发，提出适度的要求，并坚定不

渝地贯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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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与连续

性原则

①要统一学校内部各方面的教育力量；②要统一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教育影响； ③对

学生进行德育要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

因材施教原则 ①深入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内心世界； ②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有计划地进行教育。

平行教育原则 ①建立健全的学生集体，在建立集体的过程中，教育者不仅要注意集体的组织和管理，更要注

意集 体意识、集体舆论的培养；②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充分发挥学生集体的教育作用。

教育者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集体生活， 培养集体主义观念和情感； ③加强个别教育，并通过

个别教育影响集体，增强集体的生机和活力，将集体教育和个别教育辩证 统一起来。

长善救失原则 ①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学生； ②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 ③引导学生自觉评价自己，

进行自我教育。

知行统一原则 ①加强理论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认识； ②组织和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通过实践活

动加深认识，增强情感体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③对学生的评价和要求要坚持知行统一的原则； ④教育者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言行一致。

正面教育与纪

律约束相结合

原则

①坚持正面教育原则，以科学的理论、客观的事实、先进的榜样和表扬鼓励为主的方法教育和

引导 学生； ②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启发自觉； ③建立健全学校规章制度和集

体组织的公约、守则等，并且严格管理，认真执行，督促学生约束自 己的行为。

【考点二十六】班主任工作【论述、案例】

（一）了解学生、研究学生

（二）组织和培养班集体

1.制定共同的奋斗目标

2.选拔和培养学生干部

3.建立班集体的正常秩序

4.组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5.形成正确的集体舆论和良好的班风

（三）协调校内外各种力量

1.家庭、社会和学校三者协调一致，互相配合

（1）有利于实现整个教育在时空上的紧密衔接

（2）有利于保证整个教育在方向上的高度一致

（3）有利于实现各种教育间的互补作用，从而加强整体教育效果

2.学校教育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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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相互联系

（1）相互访问

（2）建立通讯联系

（3）举行家长会

（4）组织家长委员会

（5）举办家长学校

4.加强学校与社会教育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

（1）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三结合的校外教育组织

（2）学校与校外教育机构建立经常性的联系

（3）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与社会各界保持密切联系

（4）做好个别教育工作

（5）操行评定

（6）做好班主任工作计划和总结

（7）建立学生档案

（8）组织课外、校外活动和指导课余生活

【考点二十七】新课改【论述、案例】

新课改学生观

学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学生，做到悦纳错误、多宽容）。

学生个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乐观估计学生的天性，做到多看优点、多赞美）。

学生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认识到学生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做到相信学生、多期望）。

学生的成长需要人文的关怀（认识到学生是人，做到尊重学生、讲民主）。

(二)新课改教师观

1.现代教师观

第一，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第二，教师应该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第三，教师是课程的开发者和研究者。

第四，教师应是社区型的开放教师。

第五，教师应是终身学习的践行者

2.教师教学行为观点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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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 对待师生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民主、互动、教学相长。

第二，在 对待教学上，新课程强调帮助、引导启发。

第三，在 对待自我上，新课程强调反思。

第四，在 对待与 其他教育者的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合作。

（三）现代创新观

1.破除知识中心观念

2.破除教师权威观念

3.破除智育中心观念

4.破除智力中心的观念

5.培养问题意识

（四）现代教学观

1.教学是课程创生和开发的过程

教学再也不能被动地听从课程的指令，而是要在教学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开发和设置课程。

2.教学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

教学的实质是交往，师生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相互补充，师生之间相互平等、相互尊重。教学是师生双

方互动的过程。

3.教学过程重于教学结果

要重视客观真理，但更重视获得真理的过程。

4.教学更关注人而不只是科学

更关注学生的情感需要，给学生充分的个性空间和时间，重视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

（五）新课改评价观

1.“立足过程，促进发展”的课程评价。

2.发展性评价的基本内涵：

第一，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发展；

第二，评价内容综合化

第三，评价方式多样化，将量化评价方法与质性评价方法相结合，丰富评价与考试的方法。

第四，评价主体多元化；

第五，关注发展过程，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