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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在各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请将正确

答案的序号，填写在题中的括号内。每小题 3 分，共 36 分)
1.心脏属于(

)。

A. 呼吸系统

B. 循环系统

C. 消化系统

D. 泌尿系统

2. 根据儿童、少年的骨船发育程度同骨发育标准进行比较求得的发育年龄，叫做(
A. 身高年龄

B. 发育年龄

c.骨龄

D. 标准年龄

3. 下列关于儿童形态及生理功能指标的实操中，错误的是(

)。

A. 测头围的始端应固定在眉间最突出点

B. 测胸围应在安静呼吸时吸气之末、呼气之初时读数

C. 测儿童胸围、头围一般采用布卷尺，使用前必须经钢卷尺校对
D.体重称量不宜在饭后或运动后，最好在早晨、空腹、便后进行
4. 下列关于学前儿童膳食的特点，说法错误的是(

)。

A. 优质蛋白应占总蛋白质供应量的 50% 以上
B.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的供给比例应从大到小
C. 食物应少糖、少盐、不腻

D. 各种膨化食品、蜜饶、糕点、卤制应尽量不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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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以下哪一类食物含辞量少(

)。

A. 谷类

B. 鸡肝

C. 坚果

D. 贝类

6. 睡眠是大脑皮层(

)的过程。

A. 始动调节

B. 动力定型

C. 保护性抑制

D. 镶嵌式活动

7. 学前儿童体育锻炼的原则不包括(
A. 经常锻炼

B. 全面锻炼

c.重视标准

D. 运动与休息交替

8. 以下疾病需要用到抗生素的是(

A. 手足口病

B. 腮腺炎

C. 水症

D. 猩红热

9. 对污染的空气进行消毒首选是(
A. 通风消毒法

B. 过滤消毒法

C. 紫外线消毒法

D. 化学消毒法

10. 下列急救做法中，错误的是(

)。

A. 止血带止血法每隔半小时左右，应放松止血带，以免组织坏死
B. 皮下出血，一般外用活血化痕的药，不久即可痊愈

C. 儿童发生擦伤后可为其涂红花油，以减少肿胀
D. 儿童发生切割伤，止血时不要用脱脂棉或手纸
1 1.下列关于幼儿园房舍要求，错误的是(

)。

A. 保健室应设在与儿童活动区最近的地方

B. 卫生间应临近活动室和寝室
C. 厨房应与其他用房分开设置

D. 幼儿活动室的窗应朝南

12. 下列关于各类特殊儿童的描述，错误的是(

)。

A. 股体残疾儿童最大的心理障碍是社会适应能力差

B. 盲童的形象思维贫乏，抽象思维发展缓慢
C. 聋童的言语发展滞后是阻碍他们心理发展的主要缺陷之一
D. 超常儿童一般不具有良好的个性特征

67

|得分|评卷人 l

lI

I

二、简答题{简要回答下列各题，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13. 简述幼儿园良好的精神环境应包含哪几个方面。

14. 简述教师在幼儿离园环节的主要工作内容。
15. 简述如何增强学前儿童体质。

三、分析应用题{对下列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或事件进行简单分析或说

明，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6. 某幼儿家长为孩子准备早点，主要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鸡蛋、牛奶，她认为这样的
早餐非常丰盛，营养均衡，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利。

请试分析该类型早餐的营养素搭配，以及这样的搭配存在哪些问题?如果你是孩子的家
长，你将会给孩子准备什么样的早餐?
17. 某幼儿园中班有两个孩子，年龄和性别相同，双方父母身高都很矮，孩子之间的身高
差距却很大。一个是班里的高个子，一个却是班里的矮个子。老师产生疑惑:既然遗传决定身

高，两个孩子都应该矮才对，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请您用相关知识帮助老师解答一下，产
生差别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四、论述题(下列两个题目只选做一道，共 20 分，多做不加分，如果两
题均作答，只计第 18 题}

18. 学前儿童的泌尿系统有什么特点?举例说明应如何做好学前儿童泌尿系统的卫生保

健工作?
19. 举例说明如何在幼儿园进行交通安全的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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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在各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请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写在题中
的括号内。每小题 3 分，共 36 分)

1. B

2. C

3. B

4. B

5. A

6. C

7. C

8.D

9. A

10. C

11. A

12. D

二、简答题(简要回答下列各题，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13. 简述幼儿园良好的精神环境应包含那几个方面。(每个要点 2 分)
(1)和谐的师幼关系。
(2) 互助友爱的同伴关系。
(3) 和谐的工作人员关系。
(4) 适宜的幼儿园活动。

14. 简述教师在幼儿离园环节的主要工作内容。(每个要点 2 分)
(1)安排安静活动，检查幼儿仪表。
(2) 与家长进行联系工作。
(3) 对未接走幼儿组织适宜活动，等待家长。
(4) 搞好卫生关好门窗。

15. 简述如何增强学前儿童体质。(每个要点 2 分)

(1)合理安排儿童的饮食和起居。
(2) 坚持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
(3) 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4) 做好预防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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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应用题{对下列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或事件进行简单分析或说明，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6. 某幼儿家长为孩子准备早点，主要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鸡蛋、牛奶，她认为这样的
早餐非常丰盛，营养均衡，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利。
请试分析该类型早餐的营养素搭配，以及这样的搭配存在哪些问题?如果你是孩子的家

长，你将会给孩子准备什么样的早餐?
(1)肉类主要含有脂肪、蛋白质、铁、钵等;绿叶蔬菜和水果主要含有维生素、铁等;鸡蛋、牛
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等。 (4 分)

(2) 早餐缺乏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会导致体内蛋白质消耗增加，体重减轻，
导致营养不良。 (3 分)

(3) 如果我是家长，要做到:早餐供应热量要充足，质优量够。以面点为主，配以奶或粥，做
到干稀搭配，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都不缺。

(3 分)

17. 某幼儿园中班有两个孩子，年龄和性别相同，双方父母身高都很矮，孩子之间的身高
差距却很大。一个是班里的高个子，一个却是班里的矮个子。老师产生疑惑:既然遗传决定身
高，两个孩子都应该矮才对，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请您用相关知识帮助老师解答一下，产
生差别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影响生长发育，尤其是影响身高的因素不仅仅是遗传， (2.5 分)还有以下因素影响:睡眠;
(2.5 分)营养; (2.5 分)体育锻炼 (2. 5 分)等。

四、论述题(下列两个题目只选做一道，共 20 分，多做不加分，如果两题均作答，只计第 18 题)

18. 学前儿童的泌尿系统有什么特点?举例说明应如何做好学前儿童泌尿系统的卫生保
健工作?

特点:肾脏功能较差。

(2 分)尿路易发生感染。 (2 分)控尿能力差，排尿次数多。 (2 分)

保健工作:
(1)养成定时排尿的习惯。(1 .5 分)如，学前儿童每天排尿 6 一 7 次，应在其活动前、睡觉

前等时间提醒其排尿。(举例加 2 分)
(2) 保证充足的饮水。(1. 5 分)如，每天让学前儿童喝适量白开水，以保证体内的废物及
时排除。(举例加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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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尿路感染。(1. 5 分)如，少穿开裆裤，大便后、睡前应进行清洗，幼儿园厕所要每

天消毒。(举例加 2 分)
(4) 观察尿色。(1. 5 分)如，正常的尿呈淡黄色，发现异常应提供警惕或就医。(举例加 2 分)

19. 举例说明如何在幼儿园进行交通安全的安全教育。

(1)单元主题教学(要点突出，举例得当 4 分)。以交通安全为主题，进行课程设计，语言课
可以表达交通安全的知识;社会领域，可以示范和教导如何过马路。
(2) 游戏教学法(要点突出，举例得当 4 分〉。将交通安全融入到游戏中。如在角色游戏
中，扮演交通警察;在于工区，制作交通工具等。

(3) 情感体验法(要点突出，举例得当 4 分)。例如和幼儿探讨交通安全事故，让学前儿童
在活动中对交通安全产生情感体验。
(4) 情境教学法(要点突出，举例得当 4 分)。例如组织幼儿参观交警队，邀请交通警察、公
交司机等来幼儿园，和幼儿一起活动。在户外组织小小司机的开车体验活动等。
(5) 环境创设(要点突出，举例得当 4 分)。例如布置墙饰、标志符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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