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位号[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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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8 年春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儿童心理学试题

』」

巨
得分 1 评卷人

2018 年 7 月

四勹

一、选择题（每小题 3 分，共 24 分，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序号填入

括号中）

1. 中世纪以前，人们多半认为儿童是成人的雏形，是(

A.

成人的翻版

B.
D.

C." 小型成人”

)。

有自己特点的成长中的个体
环境的产物

，环境论的代表人物是~

2. 遗传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
A. 华生，高尔顿

B.

C. 弗洛伊德，皮亚杰

D. 高尔顿，华生

3. 从受精卵形成到出生，共
段的发展变化过程

。（

。()

皮亚杰，弗洛伊德

天左右，其间，受精卵不断地自我复制，经历三个阶

)

A. 27 叭胚种期、胚胎期、胎儿期

B. 360, 胚种期、胚胎期、胎儿期

C. 270, 胚胎期、胚种期、胎儿期

D. 360, 胚胎期、胚种期、胎儿期

4. 新生儿的（

）能力是各种感觉能力中是最低的。

A. 触觉

C.

听觉

B. 视觉

D.

痛觉

5. 通常有几种常见的并发症会对婴儿产生不利影响，即（

A.

缺氧、早产和足月低体重儿

C. 早产和足月低体重儿

B.

）。

脑瘫和早产

D. 缺氧、早产、脑瘫和足月低体重儿

6. 新生儿出生时，脑重占成人脑重的 25% ,2 岁时，脑重已占成人脑重的 75 % , (
儿童的脑重已接近成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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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岁

B.

4 岁

C.

5 岁

D.

6 岁

)时

7. 婴儿（

A.

）的发展表现在其视觉与触觉的整合和视觉与听觉的整合中。

知觉整合能力

B.

C. 知觉

智力

D. 感觉统合能力

8. 幼儿在遇到不认识的字，会使用一些猜读策略，如认读半边字的现象，如把“倩“读成
“青“，这些都反映了学前儿童书面语言习得过程中的（

A. 词汇的过度缩小

C.

词汇的过度扩张

得分 1 评卷人

）现象。

B. 自我中心的特点

D.

过度规则化

二、概念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9. 气质

10. 社会性参照
11. 优势脑半球

12. 同伴
得分 1 评卷人

三、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13. 婴儿早期记忆的发展表现在哪儿个方面？

14. 简述过程取向的家庭功能理论。
15. 简述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因素。

16. 简述托马斯的＂拟合模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得分 1 评卷人

四、论述分析题 (16 分）

17. 当一个 8 岁的儿童看到父母谈论外地人时态度轻蔑，那么他也可能学会了用消极的
态度对待外地人。请用班杜拉的理论解释这个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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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学

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
（供参考）
2018 年 7 月

一、选择题（每小题 3 分，共 24 分）

1.C

2. D

3. A

4. B

5. A

6. D

7. A

8.D

二、概念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9. 气质是由神经类型决定的个体在情绪反应、活动水平、注意和情绪控制等方面所表现
出来的稳定的个体差异。

10. 当婴儿处千不确定的情境中时，他们就会观察父母对这种情境的反应，并利用得到的
信息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就是社会性参照。

11. 在脑的偏侧化基础上，儿童逐渐依赖某一特定半球执行某种特定功能。在此基础上
儿童形成了用手偏好。强烈的用手偏好反映了大脑某一半球具有更强的功能，这一脑半球即

个体的优势脑半球。

12. 同伴就是指儿童与之相处的、具有相同或相似社会认知能力的人。年龄相同或相近
的儿童，由某种共同的活动引发，并在活动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就是儿童的同伴互动。
三、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13. 婴儿记忆的早期迹象表现于他们对刺激的习惯化和去习惯化中。 (3 分）
当婴儿已习得了某个刺激时，他们就不再注意这个刺激（习惯化）；而当新刺激出现时，婴
儿会将新刺激与巳习得的刺激进行比较，如果二者不相匹配，注意则会再度出现。 (3 分）
婴儿的记忆能力还表现于条件反射的形成中。如见到妈妈或听到妈妈的声音， 3 个月的
宝宝就开始做吸吮动作，这说明他记住了妈妈的样子和声音。 (2 分）

记忆的发展还表现在儿童的模仿行为中。婴幼儿有与生俱来的模仿能力。出生不到七天
的新生儿就已经能够模仿成人的许多面部表情，如吐舌头、张嘴闭嘴。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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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该理论认为，实现家庭基本功能和完成家庭基本任务的能力主要表现在 6 个方面。
(1) 问题解决能力； (1. 5 分） (2) 家庭沟通； (1. 5 分） (3) 家庭角色分工； (1. 5 分） (4) 情感反
应能力； (1. 5 分） (5) 情感卷人程度； (1. 5 分） (6) 行为控制。 (1. 5 分）根据家庭在上述 6 个方

面的表现，可以明显看出家庭功能发挥的程度。 (1 分）

15. 语言的发展有其生物学基础，所以，语言的发展也存在敏感期。一般而言，婴幼儿阶
段是大脑对语言刺激最为敏感的阶段，也是语言能力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错过了这个时期，
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就会受到不可逆转的消极影响。基尼语言的发展说明了语言敏感期的存
在。 (4 分）

语言的学习必须有适当的环境刺激。环境和学习对幼儿的语言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模
仿和强化是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因素。 (3 分）

语言发展还受认知发展、信息处理策略的影响。认知发展的研究表明， 1 、 2 岁的婴幼儿心
理表征能力逐渐形成，解决问题的策略也日渐成熟，这些都是词汇的理解和掌握、语法的获得
和运用的关键因素。 (3 分）

16. 简述托马斯的＂拟合模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托马斯等人认为，气质并不直接决定儿童人格的发展，他们提出“拟合模型“，用来解释气
质与环境如何相互作用才能产生最为有利的结果。所谓“拟合模型“，就是指父母的抚养模式
和抚养环境与儿童的气质之间的匹配。只有抚养方式与孩子的气质拟合良好，才能较好地促
进孩子的发展。

(5 分）

拟合模型告诉我们，孩子带着独特的气质来到这个世界，成人必须接受它、适应它。父母
既不能总是表扬孩子的优点，也不能一味指责孩子的过错。无论孩子是哪一种气质类型，父母

都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接受、认可的家庭氛围，和一个与其气质拟合的抚养环境，以帮助孩
子发展他们的优势领域。 (5 分）
四、论述分析题 (16 分）

17. 班杜拉是美国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在其理论中最强调的就是观察学习和替代
强化。 (3 分）

所谓观察学习就是通过观察他人（称为榜样）的行为，进行的学习。 (4 分）在他看来，儿童
总是“张着眼睛和耳朵“观察和模仿周围人们的那些有意的和无意的反应，观察、模仿带有选择
性。 (3 分）通过对他人行为及其结果的观察，儿童获得某些新的反应模式，或调整、矫正了现

有的反应特点。 (2 分）当一个 2 岁的儿童观察到他的姐姐接近并宠爱小狗后，可能也会与小
狗建立积极的关系； (2 分）而当一个 8 岁的儿童看到父母谈论外地人时态度轻蔑，那么他也可
能学会了用消极的态度对待外地人。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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