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早期教育

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根据早期教育专业的专业技能基本要求，依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本试题

库设计了三个模块的技能考核内容，分别是表达技能模块、艺术技能模块和保育

教育技能模块，其中表达技能模块包含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技能和早教教师口语

技能两个项目；艺术技能模块包括婴幼儿歌曲演唱技能、律动创演技能、简笔画

技能三个项目；保育教育技能模块包含 0-3 岁亲子活动设计技能和 0-3 岁婴幼儿

保育技能两个项目，模块项目试题数量及范围如下图所示：

模块 考核项目 考核技能 试题数量及编号范围

表达技能
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 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 10 套，1-1-1—1-1-10

教师口语 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20 套，1-2-1—1-2-20

艺术技能

婴幼儿歌曲演唱 婴幼儿歌曲演唱技能 10 套， 2-3-1—2-3-10

婴幼儿律动 婴幼儿律动创演技能 10 套，2-4-1—2-4-10

简笔画 简笔画造型、简笔画主题创编 15 套，2-5-1—2-5-15

保育、教育

技能

0-3 岁婴幼儿保育 0-3 岁婴幼儿保育技能 10 套，3-6-1—3-6-10

0-3 岁婴幼儿亲子活动设

计

0-3 岁婴幼儿亲子活动设计技

能
15 套，3-7-1—3-7-15

一、教师表达技能模块

试题编号：670101k- 1-1-1：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



（1）任务描述

模拟向婴儿讲故事。①普通话标准，语速适中，动作、表情符合角色形象。

②根据提供的故事内容，能加工为适合 0-1岁婴儿的内容，富有童趣，表现具有

个性。③有婴儿意识，表现出正在对婴儿讲故事。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故事讲述时间不超过 4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婴幼儿

绘本故

事讲述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适宜，表达流畅，内

容完整、恰当;感情充沛、

精神饱满、抑扬顿挫。

2. 语气、语调、动作、

表情符合角色形象与故

事内容及特点，有感染

力;故事内容加工合理，

符合婴幼儿年龄特点，表

现具有个性。

3. 讲述富有童趣，适合

婴幼儿学习与欣赏；有儿

童意识，表现在对婴幼儿

讲故事时，恰当运用态势

语，亲和力好。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较适宜，表达较流

畅，内容完整、合适;感

情较充沛。

2. 语气、语调、动作、

表情比较符合角色形象

与故事内容;故事内容加

工较合理，比较贴近婴幼

儿年龄特点。

3. 讲述有一定童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态势语

运用较为恰当，有一定的

亲和力。

1.语音不标准，口齿不清

晰，语速较快，内容不够完

整。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不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

内容;故事内容加工不合

理，不符合婴幼儿年龄特

点，不便于婴幼儿理解。

3. 没有儿童意识，态势语

运用不恰当。

试题编号：670101k- 1-1-2：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



（1）任务描述

模拟向婴儿讲故事。①普通话标准，语速适中，动作、表情符合角色形象。

②根据提供的故事内容，能加工为适合 1-2岁婴儿的内容，富有童趣，表现具有

个性。③有婴儿意识，表现出正在对婴儿讲故事。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故事讲述时间不超过 4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婴幼儿

绘本故

事讲述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适宜，表达流畅，内

容完整、恰当;感情充沛、

精神饱满、抑扬顿挫。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内

容及特点，有感染力;故事

内容加工合理，符合婴幼

儿年龄特点，表现具有个

性。

3. 讲述富有童趣，适合婴

幼儿学习与欣赏；有儿童

意识，表现在对婴幼儿讲

故事时，恰当运用态势语，

亲和力好。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较适宜，表达较流畅，

内容完整、合适;感情较充

沛。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比较符合角色形象与故

事内容;故事内容加工较

合理，比较贴近婴幼儿年

龄特点。

3. 讲述有一定童趣，有一

定的儿童意识，态势语运

用较为恰当，有一定的亲

和力。

1.语音不标准，口齿不清晰，

语速较快，内容不够完整。

2. 语气、语调、动作、表情

不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内

容;故事内容加工不合理，不

符合婴幼儿年龄特点，不便

于婴幼儿理解。

3. 没有儿童意识，态势语运

用不恰当。

试题编号：670101k- 1-1-3：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



（1）任务描述

模拟向 1-2岁幼儿讲故事。①普通话标准，能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动作表

情符合角色形象。②根据提供的故事内容，能进行合理加工，富有童趣，表现具

有个性。③有幼儿意识，表现出正在对幼儿讲故事。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故事讲述时间不超过 4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婴幼儿
绘本故
事讲述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语速
适宜，表达流畅，内容完整、
恰当;感情充沛、精神饱满、
抑扬顿挫。
2. 语气、语调、动作、表情
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内容及
特点，有感染力;故事内容加
工合理，符合婴幼儿年龄特
点，表现具有个性。
3. 讲述富有童趣，适合婴幼
儿学习与欣赏；有儿童意识，
表现在对婴幼儿讲故事时，恰
当运用态势语，亲和力好。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语
速较适宜，表达较流畅，内
容完整、合适;感情较充沛。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比较符合角色形象与故
事内容;故事内容加工较合
理，比较贴近婴幼儿年龄特
点。
3. 讲述有一定童趣，有一
定的儿童意识，态势语运用
较为恰当，有一定的亲和
力。

1.语音不标准，口齿不清
晰，语速较快，内容不够完
整。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不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
内容;故事内容加工不合
理，不符合婴幼儿年龄特
点，不便于婴幼儿理解。
3. 没有儿童意识，态势语
运用不恰当。



试题编号：670101k -1-1-4：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

（1）任务描述

模拟向 1-2岁幼儿讲故事。①普通话标准，能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动作表

情符合角色形象。②根据提供的故事内容，能进行合理加工，富有童趣，表现具

有个性。③有幼儿意识，表现出正在对幼儿讲故事。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故事讲述时间不超过 4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婴幼儿
绘本故
事讲述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语
速适宜，表达流畅，内容完
整、恰当;感情充沛、精神
饱满、抑扬顿挫。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内
容及特点，有感染力;故事
内容加工合理，符合婴幼儿
年龄特点，表现具有个性。
3. 讲述富有童趣，适合婴
幼儿学习与欣赏；有儿童意
识，表现在对婴幼儿讲故事
时，恰当运用态势语，亲和
力好。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语
速较适宜，表达较流畅，内
容完整、合适;感情较充沛。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比较符合角色形象与故
事内容;故事内容加工较合
理，比较贴近婴幼儿年龄特
点。
3. 讲述有一定童趣，有一
定的儿童意识，态势语运用
较为恰当，有一定的亲和
力。

1.语音不标准，口齿不清晰，
语速较快，内容不够完整。
2. 语气、语调、动作、表情
不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内容;
故事内容加工不合理，不符合
婴幼儿年龄特点，不便于婴幼
儿理解。
3. 没有儿童意识，态势语运
用不恰当。

试题编号：670101k -1-1-5：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



(1)任务描述

模拟向 1-2岁幼儿讲故事。①普通话标准，能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动作表

情符合角色形象。②根据提供的故事内容，能进行合理加工，富有童趣，表现具

有个性。③有幼儿意识，表现出正在对幼儿讲故事。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故事讲述时间不超过 4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婴幼儿

绘本故

事讲述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适宜，表达流畅，内

容完整、恰当;感情充沛、

精神饱满、抑扬顿挫。

2. 语气、语调、动作、

表情符合角色形象与故

事内容及特点，有感染

力;故事内容加工合理，

符合婴幼儿年龄特点，表

现具有个性。

3. 讲述富有童趣，适合

婴幼儿学习与欣赏；有儿

童意识，表现在对婴幼儿

讲故事时，恰当运用态势

语，亲和力好。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较适宜，表达较流

畅，内容完整、合适;感

情较充沛。

2. 语气、语调、动作、

表情比较符合角色形象

与故事内容;故事内容加

工较合理，比较贴近婴幼

儿年龄特点。

3. 讲述有一定童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态势语

运用较为恰当，有一定的

亲和力。

1.语音不标准，口齿不清

晰，语速较快，内容不够

完整。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不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

内容;故事内容加工不合

理，不符合婴幼儿年龄特

点，不便于婴幼儿理解。

3. 没有儿童意识，态势语

运用不恰当。

试题编号：670101k- 1-1-6：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



（1）任务描述

模拟向 1-2岁幼儿讲故事。①普通话标准，能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动作表

情符合角色形象。②根据提供的故事内容，能进行合理加工，富有童趣，表现具

有个性。③有幼儿意识，表现出正在对幼儿讲故事。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故事讲述时间不超过 4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婴幼儿

绘本故

事讲述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适宜，表达流畅，内

容完整、恰当;感情充沛、

精神饱满、抑扬顿挫。

2. 语气、语调、动作、

表情符合角色形象与故

事内容及特点，有感染

力;故事内容加工合理，

符合婴幼儿年龄特点，表

现具有个性。

3. 讲述富有童趣，适合

婴幼儿学习与欣赏；有儿

童意识，表现在对婴幼儿

讲故事时，恰当运用态势

语，亲和力好。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较适宜，表达较流

畅，内容完整、合适;感

情较充沛。

2. 语气、语调、动作、

表情比较符合角色形象

与故事内容;故事内容加

工较合理，比较贴近婴幼

儿年龄特点。

3. 讲述有一定童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态势语

运用较为恰当，有一定的

亲和力。

1.语音不标准，口齿不清

晰，语速较快，内容不够

完整。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不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

内容;故事内容加工不合

理，不符合婴幼儿年龄特

点，不便于婴幼儿理解。

3. 没有儿童意识，态势语

运用不恰当。

试题编号：670101k- 1-1-7：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





（1）任务描述

模拟向 1-2岁幼儿讲故事。①普通话标准，能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动作表

情符合角色形象。②根据提供的故事内容，能进行合理加工，富有童趣，表现具

有个性。③有幼儿意识，表现出正在对幼儿讲故事。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故事讲述时间不超过 4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婴幼儿

绘本故

事讲述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适宜，表达流畅，

内容完整、恰当;感情充

沛、精神饱满、抑扬顿

挫，脱稿讲述。

2. 语气、语调、动作、

表情符合角色形象与故

事内容及特点，有感染

力;故事内容加工合理，

符合婴幼儿年龄特点，

表现具有个性。

3. 讲述富有童趣，适合

婴幼儿学习与欣赏；有

儿童意识，表现在对婴

幼儿讲故事时，恰当运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较适宜，表达较流

畅，内容完整、合适;

感情较充沛。

2. 语气、语调、动作、

表情比较符合角色形象

与故事内容;故事内容

加工较合理，比较贴近

婴幼儿年龄特点。

3. 讲述有一定童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态势

语运用较为恰当，有一

定的亲和力。

1.语音不标准，口齿不清

晰，语速较快，内容不够

完整。

2. 语气、语调、动作、

表情不符合角色形象与

故事内容;故事内容加工

不合理，不符合婴幼儿年

龄特点，不便于婴幼儿理

解。

3. 没有儿童意识，态势

语运用不恰当。



用态势语，亲和力好。

试题编号：670101k- 1-1-8：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



（1）任务描述

模拟向 1-2岁幼儿讲故事。①普通话标准，能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动作表

情符合角色形象。②根据提供的故事内容，能进行合理加工，富有童趣，表现具

有个性。③有幼儿意识，表现出正在对幼儿讲故事。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故事讲述时间不超过 4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婴幼

儿绘本

故事讲

述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适宜，表达流畅，内

容完整、恰当;感情充沛、

精神饱满、抑扬顿挫；

2. 语气、语调、动作、

表情符合角色形象与故

事内容及特点，有感染

力;故事内容加工合理，

符合婴幼儿年龄特点，表

现具有个性。

3. 讲述富有童趣，适合

婴幼儿学习与欣赏；有儿

童意识，表现在对婴幼儿

讲故事时，恰当运用态势

语，亲和力好。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较适宜，表达较流

畅，内容完整、合适;感

情较充沛。

2. 语气、语调、动作、

表情比较符合角色形象

与故事内容;故事内容加

工较合理，比较贴近婴幼

儿年龄特点。

3. 讲述有一定童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态势语

运用较为恰当，有一定的

亲和力。

1.语音不标准，口齿不清

晰，语速较快，内容不够

完整。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不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

内容;故事内容加工不合

理，不符合婴幼儿年龄特

点，不便于婴幼儿理解。

3. 没有儿童意识，态势语

运用不恰当。

试题编号：670101k- 1-1-9：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





（1）任务描述

模拟向 2-3岁幼儿讲故事。①普通话标准，能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动作表

情符合角色形象。②根据提供的故事内容，能进行合理加工，富有童趣，表现具

有个性。③有幼儿意识，表现出正在对幼儿讲故事。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故事讲述时间不超过 4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婴幼儿

绘本故

事讲述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适宜，表达流畅，内

容完整、恰当;感情充沛、

精神饱满、抑扬顿挫；脱

稿讲述。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内

容及特点，有感染力;故事

内容加工合理，符合婴幼

儿年龄特点，表现具有个

性。

3. 讲述富有童趣，适合婴

幼儿学习与欣赏；有儿童

意识，表现在对婴幼儿讲

故事时，恰当运用态势语，

亲和力好。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较适宜，表达较流畅，

内容完整、合适;感情较充

沛。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比较符合角色形象与故

事内容;故事内容加工较

合理，比较贴近婴幼儿年

龄特点。

3. 讲述有一定童趣，有一

定的儿童意识，态势语运

用较为恰当，有一定的亲

和力。

1.语音不标准，口齿不清晰，

语速较快，内容不够完整。

2. 语气、语调、动作、表情

不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内

容;故事内容加工不合理，不

符合婴幼儿年龄特点，不便

于婴幼儿理解。

3. 没有儿童意识，态势语运

用不恰当。

试题编号：670101k -1-1-10：婴幼儿绘本故事讲述





（1）任务描述

模拟向 2-3岁幼儿讲故事。①普通话标准，能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动作表

情符合角色形象。②根据提供的故事内容，能进行合理加工，富有童趣，表现具

有个性。③有幼儿意识，表现出正在对幼儿讲故事。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故事讲述时间不超过 4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婴幼儿

绘本故

事讲述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适宜，表达流畅，内

容完整、恰当;感情充沛、

精神饱满、抑扬顿挫；脱

稿讲述。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内

容及特点，有感染力;故事

内容加工合理，符合婴幼

儿年龄特点，表现具有个

性。

3. 讲述富有童趣，适合婴

幼儿学习与欣赏；有儿童

意识，表现在对婴幼儿讲

故事时，恰当运用态势语，

亲和力好。

1.语音标准，口齿清晰，

语速较适宜，表达较流畅，

内容完整、合适;感情较充

沛。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比较符合角色形象与故

事内容;故事内容加工较

合理，比较贴近婴幼儿年

龄特点。

3. 讲述有一定童趣，有一

定的儿童意识，态势语运

用较为恰当，有一定的亲

和力。

1.语音不标准，口齿不清

晰，语速较快，内容不够完

整。

2. 语气、语调、动作、表

情不符合角色形象与故事

内容;故事内容加工不合

理，不符合婴幼儿年龄特

点，不便于婴幼儿理解。

3. 没有儿童意识，态势语

运用不恰当。

试题编号：670101k- 1-2-1：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你马上就要开始 18-24个月宝宝的亲子课堂，但这时候家长之间聊得火热，

小朋友也正在互相嬉戏。你通常会用什么语言吸引幼儿的注意，提示家长和宝宝

呢？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

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

规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

上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

况，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

清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

有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

感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

求，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

实际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

未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 XX 姐姐的课堂，我们的游戏马上

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快快回到爸爸妈妈的怀抱。请家长朋友们将手机调至静音，

避免影响大家。

大家好！我是 XX 姐姐！请大家把小手伸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试题编号：670101k- 1-2-2：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今天班上有新加入的小朋友，你会用什么语言帮助他们融入大家，让大家记

住他们呢？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

景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

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语

言规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

晰、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

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

合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

度上考虑家长及婴幼儿

的情况，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

清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

有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

感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

求，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

实际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

未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新朋友，大家想认识他吗？好！老师现在要把他请过来

了。当当……我的新朋友要和大家打招呼了，请大家听仔细哦！“大家好！我要

XX，今年我 X岁了，我是一个女孩子，我想和大家一起玩！谢谢”我们一起来欢

迎 XX……

试题编号：670101k- 1-2-3：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7-12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宝宝们刚刚认识完苹果，我们如何引导它们顺

利进入下一个环节“小手真能干”（认识小手，锻炼抓握能力）呢？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

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

规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

上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

况，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

清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

有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

感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

求，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

实际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

未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宝宝家长们，我们刚刚认识了圆圆的、红红的苹果，下面我们要玩一个手指

游戏喽。请家长一只手托起宝宝的一只手掌，另一只手在宝宝的手掌上边念儿歌

边做动作：“一个手指点点点；两个手指剪剪剪；三个手指捏捏捏；四个手指搓

搓搓；五个手指抓抓抓……”

试题编号：670101k -1-2-4：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25-30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马上要从“看一看，比一比”的认知活动环节

进入“我最喜欢的蔬菜水果”语言活动环节，你会通过什么方式完成环节的转换？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

景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

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语

言规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

晰、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

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

合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

度上考虑家长及婴幼儿

的情况，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

清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

有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

感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

求，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

实际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

未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刚刚我们和爸爸妈妈比了比手掌，谁的手掌更大呀？谁的胳膊更长呢？接下

来，XX 老师给大家带来了新任务，想不想接受挑战？待会老师会给你们准备许

多的蔬菜宝宝，看看你们认识多少？如果有碰到自己最喜欢吃的蔬菜，你可以对

爸爸妈妈说：“我最喜欢的蔬菜是……”,下面请大家排队来我这里领蔬菜宝宝

啦

试题编号：670101k- 1-2-5：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4-6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如何向宝宝和家长说明“照镜子”的活动方法？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

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

规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

上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

况，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

清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

有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

感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

求，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

实际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

未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接下来我们要和宝宝一起玩“照镜子”的游戏，请家长将宝宝抱坐在怀里，

小镜子放在与宝宝高度相等的桌面上，引导宝宝看镜中的宝宝，注意观察宝宝对

镜中人的反应；家长抱着宝宝站在镜子前，用手指宝宝（不是指镜中人）并叫宝

宝的名字；再用手指宝宝的五官，边指边说“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让

宝宝看镜中人；也可以问“妈妈在哪里？”让宝宝摸一摸镜中的妈妈。



试题编号：670101k- 1-2-6：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10-12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如何向宝宝和家长说明“认识苹果”的活动方法？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

景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

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语

言规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

晰、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

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

合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

度上考虑家长及婴幼儿

的情况，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

清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

有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

感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

求，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

实际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

未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请家长把苹果放入牛奶箱，通过滚动发出声音，或引导宝宝从透明窗观察苹

果的位置，吸引宝宝的注意力，引导他摸出苹果。摸出苹果后家长可以进行动作

示范，引导宝宝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等方式帮助宝宝感受苹果的色香味等特



点。

试题编号：670101k- 1-2-7：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10-12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该如何进行 “认识苹果”环节的家长指导语？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

景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

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语

言规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

晰、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

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

合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

度上考虑家长及婴幼儿

的情况，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

清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

有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

感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

求，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

实际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

未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在这一年龄段，我们的宝宝喜欢有声音的游戏，能熟练的追踪声音寻找声源，

能从透明窗看到苹果，可以激发宝宝的探索欲望；摸苹果前，家长要注意观察宝



宝的行为，看宝宝是怎么发现苹果的，会不会主动去摸；摸苹果时宝宝会用自己

的方式去取，也可能对盒子本身产生兴趣，家长不要急于叫宝宝怎么做，先观察

宝宝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在这一阶段，宝宝认识事物都是通过感官通道，在平时

生活中我们可以让宝宝多接触常见事物，让他看一看，摸一摸，问一问，尝一尝。

试题编号：670101k- 1-2-8：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25-30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如何向宝宝和家长说明“看一看，比一比”（认识

大小、长短等概念）的活动方法？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

情景

给予

最适

当的

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

景需求，能综合考虑家

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

况，语言规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

晰、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

易懂、句式短小、富于

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

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

合场景需求，能在一定

程度上考虑家长及婴幼

儿的情况，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

较清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

有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

定感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

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

求，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

的实际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

清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

未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

染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接下来是“逛超市”时间。请家长带领宝宝“逛超市”，注意引导宝宝运用

观察、比较的方法分辨物体的大小、长短；并引导宝宝用小篮子装小物品，大篮

子装大物品；用长盒子装长物品，短盒子装短物品。

试题编号：670101k -1-2-9：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31-36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如何向宝宝和家长说明“给小猫送鱼”的活动方法？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

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

规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

上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

况，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

清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

有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

感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

求，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

实际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

未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接下来是我们的美劳时间。小猫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直叫，说“我肚子

好饿，我的鱼池里一条鱼也没有了，我已经两天没吃鱼了”。请家长用彩色粘贴

纸剪出不同颜色的小鱼，由宝宝把小鱼贴在小猫的鱼池里。

试题编号：670101k- 1-2-10：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19-24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如何向宝宝和家长说明“水果宝宝找朋友”的活动

方法？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婴

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规

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上

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况，

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清

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感

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求，

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

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未

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水果宝宝找朋友”游戏环节啦。请家长从布袋里拿出一

个水果，说“XX 在哪里，请你快快跑过来，让我亲亲你。”让宝宝把托盘中相

同的水果拿出来，和自己手上的水果碰一碰。

试题编号：670101k- 1-2-11：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25-36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如何向宝宝和家长说明“开锁”的活动方法？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提问语、过渡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婴

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规

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上

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况，

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清

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感

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求，

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

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未

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接下来是我们的探索时间。今天 XX 老师带给大家的是锁宝宝，我们一起来

看看，这是锁身，这是锁孔，这是钥匙，那我们如何开锁呢？请大家看 XX 老师

的操作：三嵌指捏住钥匙，钥匙插入锁孔，转动钥匙，吧嗒，锁开了。好了，老

师完成了开锁，接下来是宝宝们的练习时间。

试题编号：670101k- 1-2-12：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7-12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该如何进行 “打电话”环节的家长指导语？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婴

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规

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上

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况，

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清

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感

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求，

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

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未

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这一阶段宝宝语言发展差异加大，有的已经会叫爸爸妈妈，有的还只会发音，

然而不管宝宝是否会说，家长要尽可能的创造环境，积极跟宝宝说话，说的慢一

点，用词简单一点。在平时生活中，宝宝说或者发音时，家长要积极回应，这样

宝宝才有说话的积极性。

试题编号：670101k- 1-2-13：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13-18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该如何进行“拍手点头”环节的家长指导语？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婴

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规

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上

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况，

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清

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感

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求，

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

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未

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亲子音乐游戏可以帮助宝宝感受音乐节奏，也能激发语言的发展。家长积极

参与游戏，以饱满的情绪感染孩子；游戏过程中积极引导宝宝回应自己的提问与

自己说话；家长应先引导宝宝学会拍手、点头等动作，再跟随歌曲进行游戏；家

长用动听的声音把歌曲唱出来，并引导宝宝做游戏。

试题编号：670101k- 1-2-14：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18-24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该如何进行 “我会自己洗脸了”环节的家长

指导语？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婴

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规

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上

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况，

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清

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感

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求，

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

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未

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学会擦脸是宝宝自理能力的部分，也是尽快让其适应幼儿园生活的重要训练

内容。18 个月以上的宝宝已经可以尝试自己洗脸了。通过带领宝宝进行洗脸的

游戏，从感知面部——模仿成人使用纸巾——为自己洗脸，由此来获得自己洗脸

的经验。

家长抚摸宝宝脸部时力度要适中，以轻轻抚摸为主；念儿歌时表情要富于变

化，语音语调要夸张，对宝宝的行为要及时地表扬；引导宝宝使用正确的擦脸方

法。家长在带领宝宝进行操作活动时，要认真观察宝宝对洗脸的兴趣，以及能否

正确地为小花猫洗脸，若宝宝不能做到时，通过念儿歌以提醒宝宝。

试题编号：670101k- 1-2-15：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19-24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该如何进行 “运水果比赛”环节的家长指导语？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婴

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规

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上

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况，

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清

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感

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求，

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

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未

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这一环节主要锻炼宝宝的平衡能力，家长在移动时要提醒宝宝注意安全，以

免摔下来；如果宝宝不知道如何保持身体平衡，家长应及时指导宝宝调整姿势或

斜靠在腿上。宝宝的平衡能力十分重要，它影响着宝宝日后的肢体活动能力，在

平时生活中，可以通过走线、走木板、头顶物品等方式加以训练。

试题编号：670101k- 1-2-16：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19-24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该如何进行绘本阅读环节的家长指导语？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婴

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规

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上

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况，

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清

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感

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求，

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

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未

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这各阶段宝宝喜欢看图书，能指认出熟悉的事物。平时在家中，家长可以每

天都与宝宝进行一次亲子阅读。宝宝要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阅读绘本时，家长

要用正确的方式向宝宝示范如何阅读；亲子阅读时，家长要注意引导宝宝不说的

时候保持安静，说的时候要小声。

试题编号：670101k- 1-2-17：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19-24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该如何进行 “水果宝宝找朋友”环节的家长指导

语？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婴

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规

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上

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况，

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清

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有

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感

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求，

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

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未

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该环节主要是帮助宝宝丰富对不同水果的认识，能对同样的水果有一定的辨

识度；家长在进行游戏前要注意引导宝宝认识水果，宝宝在挑选水果出现错误时，

家长要先观察宝宝的处理方法，引导宝宝观察外观，对给予鼓励和肯定，不要急

于纠正宝宝的错误。

试题编号：670101k- 1-2-18：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25-30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该如何进行 “看一看，比一比”环节的家长指导

语？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

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

规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

上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

况，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

清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

有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

感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

求，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

实际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

未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在这一年龄段，我们的宝宝能感知差异比较明显的大小、长短、多少；游戏

过程中当孩子不能分辨大小时，家长可以将两个物体重叠在一起让宝宝观察；当

孩子不能分辨长短时，家长可以将两个物体低端对齐让宝宝观察；在平时生活中，

家长可以随机利用生活中的物品引导孩子比较大小、长短。

试题编号：670101k- 1-2-19：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在 31-36 个月的亲子活动中，该如何进行“给小猫送鱼”环节的家长指导语？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过渡语、指导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

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

规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

上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

况，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

清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

有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

感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

求，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

实际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

未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这个环节可以促进宝宝的小肌肉群发展，也可以加强宝宝对色彩的认知。活

动中家长要用语言对宝宝进行鼓励，肯定宝宝的操作；如果家长剪的鱼很小，宝

宝不好粘贴，家长可以适时给予帮助。生活中要鼓励宝宝勤动手。

试题编号：670101k- 1-2-20：早期教育教师教学口语

所有环节结束以后，你要如何向家长和宝宝进行告别呢？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教学情境设计教学用语，选取最合适的教学语言（见面语、导入



语、讲授语、指导语、过渡语、结束语等）。要求：①教学语言运用符合场景需

求，综合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规范、科学。②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③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④语调亲切，富于感

染力。⑤善于运用态势语。

（2）实施条件

微格教室录像录音。

（3）考核时量

模拟教学时间在 5-8 分钟。

（4）评分细则

名称 内容
评分标准及等级

优 秀 合 格 不合格

早期教

育教师

教学口

语

结合情

景给予

最适当

的教学

语言

1.教学语言运用契合场景

需求，能综合考虑家长及

婴幼儿的实际情况，语言

规范、科学。

2.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

流畅。

3.语言直观生动、浅显易

懂、句式短小、富于童趣。

4.语调亲切，富于感染力。

5.善于运用态势语。

1.教学语言运用比较符合

场景需求，能在一定程度

上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情

况，语言恰当。

2.普通话较标准，表达较

清晰、顺畅。

3.语言直观、便于理解，

有一定的儿童意识。

4.语调较为亲切，有一定

感染力。

5.能运用一定的态势语。

1.教学语言不符合场景需

求，未考虑家长及婴幼儿的

实际情况，语言不规范。

2.普通话不标准，表达不清

晰、不流畅。

3.语言复杂，不便于理解，

未体现儿童化。

4.语调不够亲切，缺乏感染

力。

5.态势语使用不恰当。

（5）参考

好了家长宝宝们，我们今天的活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今天主要学习了语

言（名称）、精细动作（名称），那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带领宝宝听听故事、作类

似的精细动作的操练。请大家挥挥小手，说再见吧。

二、 艺术技能模块

试题编号：670101k-2-3-1：婴幼儿歌曲演唱



（1）任务描述

以背唱的形式单独演唱歌曲，不得借助钢琴、多媒体等手段。

（2）实施条件

空教室一间、计时器、签号若干

（3）考核时量

每人考核时长约 3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儿歌表演唱

演唱者声音明亮、表

达清晰、有表情的演

唱，音高、节奏准确，

演唱情绪符合歌曲风

格，台风大方自然。

演唱时有声音、表达较

清晰，音高、节奏无多

处明显错误，演唱情绪

大致符合歌曲风格，台

风较自然。

演唱者声音过小，表

达不清晰，音高、节

奏有多处明显错误，

不能完整演唱歌曲，

演唱情绪不符合歌

曲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2-3-2：婴幼儿歌曲演唱



（1）任务描述

以背唱的形式单独演唱歌曲，不得借助钢琴、多媒体等手段。

（2）实施条件

空教室一间、计时器、签号若干

（3）考核时量

每人考核时长约 3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儿歌表演唱

演唱者声音明亮、表

达清晰、有表情的演

唱，音高、节奏准确，

演唱情绪符合歌曲风

格，台风大方自然。

演唱时有声音、表达较

清晰，音高、节奏无多

处明显错误，演唱情绪

大致符合歌曲风格，台

风较自然。

演唱者声音过小，表

达不清晰，音高、节

奏有多处明显错误，

不能完整演唱歌曲，

演唱情绪不符合歌

曲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2-3-3：婴幼儿歌曲演唱



（1）任务描述

以背唱的形式单独演唱歌曲，不得借助钢琴、多媒体等手段。

（2）实施条件

空教室一间、计时器、签号若干

（3）考核时量

每人考核时长约 3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儿歌表演唱

演唱者声音明亮、表

达清晰、有表情的演

唱，音高、节奏准确，

演唱情绪符合歌曲风

格，台风大方自然。

演唱时有声音、表达较

清晰，音高、节奏无多

处明显错误，演唱情绪

大致符合歌曲风格，台

风较自然。

演唱者声音过小，表

达不清晰，音高、节

奏有多处明显错误，

不能完整演唱歌曲，

演唱情绪不符合歌

曲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2-3-4：婴幼儿歌曲演唱

（1）任务描述

以背唱的形式单独演唱歌曲，不得借助钢琴、多媒体等手段。



（2）实施条件

空教室一间、计时器、签号若干

（3）考核时量

每人考核时长约 3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儿歌表演唱

演唱者声音明亮、表达

清晰、有表情的演唱，

音高、节奏准确，演唱

情绪符合歌曲风格，台

风大方自然。

演唱时有声音、表达较

清晰，音高、节奏无多

处明显错误，演唱情绪

大致符合歌曲风格，台

风较自然。

演唱者声音过小，表

达不清晰，音高、节

奏有多处明显错误，

不能完整演唱歌曲，

演唱情绪不符合歌曲

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2-3-5：婴幼儿歌曲演唱

（1）任务描述

以背唱的形式单独演唱歌曲，不得借助钢琴、多媒体等手段。

（2）实施条件



空教室一间、计时器、签号若干

（3）考核时量

每人考核时长约 3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儿歌表演唱

演唱者声音明亮、表

达清晰、有表情的演

唱，音高、节奏准确，

演唱情绪符合歌曲风

格，台风大方自然。

演唱时有声音、表达较

清晰，音高、节奏无多

处明显错误，演唱情绪

大致符合歌曲风格，台

风较自然。

演唱者声音过小，表

达不清晰，音高、节

奏有多处明显错误，

不能完整演唱歌曲，

演唱情绪不符合歌

曲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3-6：婴幼儿歌曲演唱

（1）任务描述

以背唱的形式单独演唱歌曲，不得借助钢琴、多媒体等手段。

（2）实施条件



空教室一间、计时器、签号若干

（3）考核时量

每人考核时长约 3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儿歌表演唱

演唱者声音明亮、表

达清晰、有表情的演

唱，音高、节奏准确，

演唱情绪符合歌曲风

格，台风大方自然。

演唱时有声音、表达较

清晰，音高、节奏无多

处明显错误，演唱情绪

大致符合歌曲风格，台

风较自然。

演唱者声音过小，表

达不清晰，音高、节

奏有多处明显错误，

不能完整演唱歌曲，

演唱情绪不符合歌

曲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3-7：婴幼儿歌曲演唱

（1）任务描述

以背唱的形式单独演唱歌曲，不得借助钢琴、多媒体等手段。

（2）实施条件

空教室一间、计时器、签号若干

（3）考核时量



每人考核时长约 3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儿歌表演唱

演唱者声音明亮、表

达清晰、有表情的演

唱，音高、节奏准确，

演唱情绪符合歌曲风

格，台风大方自然。

演唱时有声音、表达较

清晰，音高、节奏无多

处明显错误，演唱情绪

大致符合歌曲风格，台

风较自然。

演唱者声音过小，表

达不清晰，音高、节

奏有多处明显错误，

不能完整演唱歌曲，

演唱情绪不符合歌

曲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3-8：婴幼儿歌曲演唱

（1）任务描述

以背唱的形式单独演唱歌曲，不得借助钢琴、多媒体等手段。

（2）实施条件



空教室一间、计时器、签号若干

（3）考核时量

每人考核时长约 3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儿歌表演唱

演唱者声音明亮、表

达清晰、有表情的演

唱，音高、节奏准确，

演唱情绪符合歌曲风

格，台风大方自然。

演唱时有声音、表达较

清晰，音高、节奏无多

处明显错误，演唱情绪

大致符合歌曲风格，台

风较自然。

演唱者声音过小，表

达不清晰，音高、节

奏有多处明显错误，

不能完整演唱歌曲，

演唱情绪不符合歌

曲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3-9：婴幼儿歌曲演唱

（1）任务描述



以背唱的形式单独演唱歌曲，不得借助钢琴、多媒体等手段。

（2）实施条件

空教室一间、计时器、签号若干

（3）考核时量

每人考核时长约 3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儿歌表演唱

演唱者声音明亮、表

达清晰、有表情的演

唱，音高、节奏准确，

演唱情绪符合歌曲风

格，台风大方自然。

演唱时有声音、表达较

清晰，音高、节奏无多

处明显错误，演唱情绪

大致符合歌曲风格，台

风较自然。

演唱者声音过小，表

达不清晰，音高、节

奏有多处明显错误，

不能完整演唱歌曲，

演唱情绪不符合歌

曲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3-10：婴幼儿歌曲演唱

（1）任务描述

以背唱的形式单独演唱歌曲，不得借助钢琴、多媒体等手段。

（2）实施条件

空教室一间、计时器、签号若干

（3）考核时量

每人考核时长约 3分钟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儿歌表演唱

演唱者声音明亮、表达

清晰、有表情的演唱，

音高、节奏准确，演唱

情绪符合歌曲风格，台

风大方自然。

演唱时有声音、表达较

清晰，音高、节奏无多

处明显错误，演唱情绪

大致符合歌曲风格，台

风较自然。

演唱者声音过小，表达

不清晰，音高、节奏有

多处明显错误，不能完

整演唱歌曲，演唱情绪

不符合歌曲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4-1：婴幼儿律动创演

（1）任务描述

内容：根据儿歌《小板凳开火车》进行律动创编并表演。

要求：动作合拍、动作难度适合婴幼儿模仿练习；动作与动作间衔接流畅，

符合该儿歌的基本韵律、歌词和特点；有婴幼儿意识，有一定的语言和情绪感染

力。

小板凳开火车

小板凳，摆一排，

小朋友们坐上来，坐上来，

小火车，跑得快，我当司机把车开！

轰隆隆隆隆隆隆，轰隆隆隆隆隆隆，

轰隆隆隆隆隆隆，快！

（2）实施条件

存有完整试题曲目的电脑一台；音箱一个；考核地点为早教亲子或感统实训

室。

（3）考核时量： 5 分钟左右（因本模块考核方式为小组考核，每组三个考

生共计三个律动。）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婴幼儿律动创演
律动动作、表情准确到位，

能完整流畅完成组合，律

动作基本到位，能完整

完成律动组合，对儿歌

律动动作停滞、呆板，

表情不符合律动曲目



动语言衔接调动自然得

体，儿歌音乐节奏准确，

表现力强。儿歌律动的编

排、表现形式新颖富有创

意，表现出儿歌中婴儿生

动可爱的形象。

理解准确，能把握婴幼

儿阶段肢体活动的难

度，能基本表现儿歌中

婴幼儿可爱的形象。

特点，动作难度不符合

婴幼儿年龄特点及律

动曲目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2-4-2：婴幼儿律动创演

（1）任务描述

内容：根据儿歌《小陀螺》曲目进行律动创编并表演。

要求：要求：动作合拍、动作难度适合婴幼儿模仿练习；动作与动作间衔接

流畅，符合该儿歌的基本韵律、歌词和特点；有婴幼儿意识，有一定的语言和情

绪感染力。

小陀螺

小陀螺卡拉卡拉真好玩，

不小心掉到池里怎么办，

小金鱼游过来向我问好，

他要小陀螺借他玩一玩。

小陀螺卡拉卡拉真好玩，

不小心掉到池里怎么办，

小金鱼游过来向我问好，

他要小陀螺借他玩一玩。

（2）实施条件

存有完整试题曲目的电脑一台；音箱一个；考核地点为早教亲子或感统实训

室。

（3）考核时量：5分钟左右（因本模块考核方式为小组考核，每组三个考生

共计三个律动。）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婴幼儿

律动创演

律动动作、表情准确到位，

能完整流畅完成组合，律动

语言衔接调动自然得体，儿

动作基本到位，能完

整完成律动组合，对

儿歌理解准确，能把

律动动作停滞、呆板，

表情不符合律动曲目

特点，动作难度不符合



歌音乐节奏准确，表现力强。

儿歌律动的编排、表现形式

新颖富有创意，表现出儿歌

中婴儿生动可爱的形象。

握婴幼儿阶段肢体

活动的难度，能基本

表现儿歌中婴幼儿

可爱的形象。

婴幼儿年龄特点及律

动曲目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4-3：婴幼儿律动创演

（1）任务描述

内容：根据儿歌曲目《包子剪子锤》进行律动创编并表演。

要求：动作合拍、动作难度适合婴幼儿模仿练习；动作与动作间衔接流畅，

符合该儿歌的基本韵律、歌词和特点；有婴幼儿意识，有一定的语言和情绪感染

力。

包子剪子锤

五指张开是包子，

食指中指是剪子，

小手握拳是锤子，

咕噜咕噜包子，咕噜咕噜锤，

咕噜咕噜剪子，看谁先赢谁,

咕噜咕噜包子，咕噜咕噜锤，

咕噜咕噜剪子，看谁先赢谁.

（2）实施条件

存有完整试题曲目的电脑一台；音箱一个；考核地点为早教亲子或感统实训

室。

（3）考核时量：5分钟左右（因本模块考核方式为小组考核，每组三个考

生共计三个律动。）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婴幼儿

律动创演

律动动作、表情准确到位，

能完整流畅完成组合，律动

动作基本到位，能完

整完成律动组合，对

律动动作停滞、呆板，

表情不符合律动曲目



语言衔接调动自然得体，儿

歌音乐节奏准确，表现力强。

儿歌律动的编排、表现形式

新颖富有创意，表现出儿歌

中婴儿生动可爱的形象。

儿歌理解准确，能把

握婴幼儿阶段肢体

活动的难度，能基本

表现儿歌中婴幼儿

可爱的形象。

特点，动作难度不符合

婴幼儿年龄特点及律

动曲目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4-4：婴幼儿律动创演

（1）任务描述

内容:根据儿歌《动物园》进行律动创编并表演。

要求：动作合拍、动作难度适合婴幼儿模仿练习；动作与动作间衔接流畅，

符合该儿歌的基本韵律、歌词和特点；有婴幼儿意识，有一定的语言和情绪感染

力。

动物园

鹿，鹿，梅花鹿，头上长着两棵树。

羊，羊，小山羊，年纪不大胡子长。

骆驼，骆驼，大骆驼，背上背着山两座。

象，象，大白象，鼻子像个擀面杖。

虎，虎，大老虎，裤子破了没人补。

鼠，鼠，灰老鼠，偷不着油吃回不了屋。

（2）实施条件

存有完整试题曲目的电脑一台；音箱一个；考核地点为早教亲子或感统实训

室。

（3）考核时量：5分钟左右（因本模块考核方式为小组考核，每组三个考生

共计三个律动。）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婴幼儿

律动创演

律动动作、表情准确到位，

能完整流畅完成组合，律动

语言衔接调动自然得体，儿

动作基本到位，能完

整完成律动组合，对

儿歌理解准确，能把

律动动作停滞、呆板，

表情不符合律动曲目

特点，动作难度不符合



歌音乐节奏准确，表现力强。

儿歌律动的编排、表现形式

新颖富有创意，表现出儿歌

中婴儿生动可爱的形象。

握婴幼儿阶段肢体

活动的难度，能基本

表现儿歌中婴幼儿

可爱的形象。

婴幼儿年龄特点及律

动曲目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4-5：婴幼儿律动创演

（1）任务描述：

内容：根据儿歌曲目《小猪吃得饱饱》进行律动创编并表演。

要求：要求：动作合拍、动作难度适合婴幼儿模仿练习；动作与动作间衔接

流畅，符合该儿歌的基本韵律、歌词和特点；有婴幼儿意识，有一定的语言和情

绪感染力。

小猪吃得饱饱

小猪吃得饱饱，闭上眼睛睡觉。

大耳朵在扇扇，小尾巴在摇摇，

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小尾巴在摇摇。

（2）实施条件：

存有完整试题曲目的电脑一台；音箱一个；考核地点为早教亲子或感统实训

室。

（3）考核时量：5分钟左右（因本模块考核方式为小组考核，每组三个考

生共计三个律动。）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婴幼儿

律动创演

律动动作、表情准确到位，

能完整流畅完成组合，律动

语言衔接调动自然得体，儿

歌音乐节奏准确，表现力强。

儿歌律动的编排、表现形式

新颖富有创意，表现出儿歌

中婴儿生动可爱的形象。

动作基本到位，能完

整完成律动组合，对

儿歌理解准确，能把

握婴幼儿阶段肢体

活动的难度，能基本

表现儿歌中婴幼儿

可爱的形象。

律动动作停滞、呆板，

表情不符合律动曲目

特点，动作难度不符合

婴幼儿年龄特点及律

动曲目风格。

http://www.so.com/s?q=%E5%B0%8F%E5%B0%BE%E5%B7%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2%95%E5%99%9C%E5%92%95%E5%99%9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试题编号：670101k- 2-4-6：婴幼儿律动创演

（1）任务描述

内容：根据儿歌《狐狸》进行律动创编并表演。

要求：动作合拍、动作难度适合婴幼儿模仿练习；动作与动作间衔接流畅，

符合该儿歌的基本韵律、歌词和特点；有婴幼儿意识，有一定的语言和情绪感染

力。

狐 狸

狐狸狐狸，你没出息，

天天不劳动，还要白白吃东西。

我呀，我呀，就是不给你。

（2）实施条件

存有完整试题曲目的电脑一台；音箱一个；考核地点为早教亲子或感统实训

室。

（3）考核时量：5分钟左右（因本模块考核方式为小组考核，每组三个考

生共计三个律动。）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婴幼儿

律动创演

律动动作、表情准确到位，

能完整流畅完成组合，律动

语言衔接调动自然得体，儿

歌音乐节奏准确，表现力强。

儿歌律动的编排、表现形式

新颖富有创意，表现出儿歌

中婴儿生动可爱的形象。

动作基本到位，能完

整完成律动组合，对

儿歌理解准确，能把

握婴幼儿阶段肢体

活动的难度，能基本

表现儿歌中婴幼儿

可爱的形象。

律动动作停滞、呆板，

表情不符合律动曲目

特点，动作难度不符合

婴幼儿年龄特点及律

动曲目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4-7：婴幼儿律动创演

（1）任务描述

内容：根据儿歌《小猫操》进行律动创编并表演。

要求：动作合拍、动作难度适合婴幼儿模仿练习；动作与动作间衔接流畅，



符合该儿歌的基本韵律、歌词和特点；有婴幼儿意识，有一定的语言和情绪感染

力。

小 猫 操

小猫小猫喵喵，蹲在地上吃小鱼，

小猫小猫喵喵，站起身来伸伸腰。

小猫小猫跳跳，别让老鼠逃掉，

小猫小猫弯弯腰，找找尾巴哪里去了。

（2）实施条件

存有完整试题曲目的电脑一台；音箱一个；考核地点为早教亲子或感统实训

室。

（3）考核时量：5分钟左右（因本模块考核方式为小组考核，每组三个考

生共计三个律动。）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婴幼儿

律动创演

律动动作、表情准确到位，

能完整流畅完成组合，律动

语言衔接调动自然得体，儿

歌音乐节奏准确，表现力强。

儿歌律动的编排、表现形式

新颖富有创意，表现出儿歌

中婴儿生动可爱的形象。

动作基本到位，能完

整完成律动组合，对

儿歌理解准确，能把

握婴幼儿阶段肢体

活动的难度，能基本

表现儿歌中婴幼儿

可爱的形象。

律动动作停滞、呆板，

表情不符合律动曲目

特点，动作难度不符合

婴幼儿年龄特点及律

动曲目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4-8：婴幼儿律动创演

（1）任务描述

内容：根据儿歌《捏拢放开》进行律动创编并表演。

要求：动作合拍、动作难度适合婴幼儿模仿练习；动作与动作间衔接流畅，

符合该儿歌的基本韵律、歌词和特点；有婴幼儿意识，有一定的语言和情绪感染

力。

捏拢放开



捏拢放开，小手拍拍

捏拢放开，小手放腿上，

捏拢放开，小手放肩上，

爬呀爬呀爬呀爬呀，爬到头顶上。

捏拢放开，小手拍拍

捏拢放开，小手放腿上，

捏拢放开，小手放肩上，

爬呀爬呀爬呀爬呀，爬到头顶上。

（2）实施条件

存有完整试题曲目的电脑一台；音箱一个；考核地点为早教亲子或感统实训

室。

（3）考核时量：5分钟左右（因本模块考核方式为小组考核，每组三个考生

共计三个律动。）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婴幼儿

律动创演

律动动作、表情准确到位，

能完整流畅完成组合，律动

语言衔接调动自然得体，儿

歌音乐节奏准确，表现力强。

儿歌律动的编排、表现形式

新颖富有创意，表现出儿歌

中婴儿生动可爱的形象。

动作基本到位，能完

整完成律动组合，对

儿歌理解准确，能把

握婴幼儿阶段肢体

活动的难度，能基本

表现儿歌中婴幼儿

可爱的形象。

律动动作停滞、呆板，

表情不符合律动曲目

特点，动作难度不符合

婴幼儿年龄特点及律

动曲目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4-9：婴幼儿律动创演

（1）任务描述

内容：根据儿歌《小动物过桥》进行律动创编并表演。

要求：动作合拍、动作难度适合婴幼儿模仿练习；动作与动作间衔接流畅，

符合该儿歌的基本韵律、歌词和特点；有婴幼儿意识，有一定的语言和情绪感染

力。

小动物过桥



小白兔过桥蹦蹦跳

小鸭子过桥摇呀摇

小螃蟹过桥是横着爬啊，

小袋鼠过桥要妈妈抱。

小白兔过桥蹦蹦跳

小鸭子过桥摇呀摇

小螃蟹过桥是横着爬啊，

小袋鼠过桥要妈妈抱。

（2）实施条件

存有完整试题曲目的电脑一台；音箱一个；考核地点为早教亲子或感统实训

室。

（3）考核时量：5分钟左右（因本模块考核方式为小组考核，每组三个考

生共计三个律动。）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婴幼儿

律动创演

律动动作、表情准确到位，

能完整流畅完成组合，律动

语言衔接调动自然得体，儿

歌音乐节奏准确，表现力强。

儿歌律动的编排、表现形式

新颖富有创意，表现出儿歌

中婴儿生动可爱的形象。

动作基本到位，能完

整完成律动组合，对

儿歌理解准确，能把

握婴幼儿阶段肢体

活动的难度，能基本

表现儿歌中婴幼儿

可爱的形象。

律动动作停滞、呆板，

表情不符合律动曲目

特点，动作难度不符合

婴幼儿年龄特点及律

动曲目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4-10：婴幼儿律动创演

（1）任务描述

内容：根据儿歌《我有一个布娃娃》进行律动创编并表演。

要求：动作合拍、动作难度适合婴幼儿模仿练习；动作与动作间衔接流畅，

符合该儿歌的基本韵律、歌词和特点；有婴幼儿意识，有一定的语言和情绪感染



力。

我有一个布娃娃

我有一个布娃娃，红红的脸蛋红嘴巴，

不吃饭，不喝茶，不会说话不会爬，

阿姨分糖她不要，坐在一旁笑哈哈。

我有一个布娃娃，红红的脸蛋红嘴巴，

不吃饭，不喝茶，不会说话不会爬，

阿姨分糖她不要，坐在一旁笑哈哈。

（2）实施条件

存有完整试题曲目的电脑一台；音箱一个；考核地点为早教亲子或感统实

训室。

（3）考核时量：5分钟左右（因本模块考核方式为小组考核，每组三个考

生共计三个律动。）

（4）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婴幼儿

律动创演

律动动作、表情准确到位，

能完整流畅完成组合，律动

语言衔接调动自然得体，儿

歌音乐节奏准确，表现力强。

儿歌律动的编排、表现形式

新颖富有创意，表现出儿歌

中婴儿生动可爱的形象。

动作基本到位，能完

整完成律动组合，对

儿歌理解准确，能把

握婴幼儿阶段肢体

活动的难度，能基本

表现儿歌中婴幼儿

可爱的形象。

律动动作停滞、呆板，

表情不符合律动曲目

特点，动作难度不符合

婴幼儿年龄特点及律

动曲目风格。

试题编号：670101k- 2-5-1：简笔画造型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简笔画默写与创造

器物：完成 4个器物形象，默写飞机，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植物：完成 4个植物形象，默写玫瑰，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动物：完成 4个动物形象，默写老虎，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人物：完成 4个人物形象，默写奔跑的人物形象，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景物：完成 4个景物形象，默写海上日出，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要求：使用简洁、洗练的简笔画绘画语言，以平面化、程式化的形式呈现客

观物象的特征，具有可识性与示意性。

（2）实施条件

准备规定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分值：85－100） 合格（分值：60－85） 不合格（分值：60 分以下）

1 简笔画造

型（器物、植物、

动物、人物、景

物）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洗练、形象，能

提取出客观物象的典

型、突出的主要特点

（占 80%）；绘画具有

可识性与示意性。简笔

画形象丰富生动（占

20%）。；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适用，能利用基

本形状对客观物象进

行 设 计 和 绘 画 （ 占

80%）；表现不同物体、

物象的个性特征（占

20%）；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无简笔画造型语言的

特点，表现客观物象时欠

准确；不能体现客观物象

的个性特征；没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2：简笔画造型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简笔画默写与创造

器物：完成 4个器物形象，默写冰箱，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植物：完成 4个植物形象，默写柳树，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动物：完成 4个动物形象，默写青蛙，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人物：完成 4个人物形象，默写老爷爷形象，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景物：完成 4个景物形象，默写美丽的乡村，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要求：使用简洁、洗练的简笔画绘画语言，以平面化、程式化的形式呈现客

观物象的特征，具有可识性与示意性。

（2）实施条件

准备规定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分值：85－100） 合格（分值：60－85） 不合格（分值：60 分以下）

1 简笔画造

型（器物、植物、

动物、人物、景

物）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洗练、形象，能

提取出客观物象的典

型、突出的主要特点

（占 80%）；绘画具有

可识性与示意性。简笔

画形象丰富生动（占

20%）。；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适用，能利用基

本形状对客观物象进

行 设 计 和 绘 画 （ 占

80%）；表现不同物体、

物象的个性特征（占

20%）；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无简笔画造型语言的

特点，表现客观物象时欠

准确；不能体现客观物象

的个性特征；没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3：简笔画造型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简笔画默写与创造

器物：完成 4个器物形象，默写连衣裙，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植物：完成 4个植物形象，默写玉米，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动物：完成 4个动物形象，默写螃蟹，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人物：完成 4个人物形象，默写小女孩，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景物：完成 4个景物形象，默写蒙古包，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要求：使用简洁、洗练的简笔画绘画语言，以平面化、程式化的形式呈现客

观物象的特征，具有可识性与示意性。

（2）实施条件

准备规定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分值：85－100） 合格（分值：60－85） 不合格（分值：60 分以下）



1 简笔画造

型（器物、植物、

动物、人物、景

物）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洗练、形象，能

提取出客观物象的典

型、突出的主要特点

（占 80%）；绘画具有

可识性与示意性。简笔

画形象丰富生动（占

20%）。；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适用，能利用基

本形状对客观物象进

行 设 计 和 绘 画 （ 占

80%）；表现不同物体、

物象的个性特征（占

20%）；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无简笔画造型语言的

特点，表现客观物象时欠

准确；不能体现客观物象

的个性特征；没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4：简笔画造型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简笔画默写与创造

器物：完成 4个器物形象，默写微波炉，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植物：完成 4个植物形象，默写荷花，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动物：完成 4个动物形象，默写绵羊，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人物：完成 4个人物形象，默写老奶奶，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景物：完成 4个景物形象，默写林间小屋，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要求：使用简洁、洗练的简笔画绘画语言，以平面化、程式化的形式呈现客

观物象的特征，具有可识性与示意性。

（2）实施条件

准备规定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分值：85－100） 合格（分值：60－85） 不合格（分值：60 分以下）

1 简笔画造

型（器物、植物、

动物、人物、景

物）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洗练、形象，能

提取出客观物象的典

型、突出的主要特点

（占 80%）；绘画具有

可识性与示意性。简笔

画形象丰富生动（占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适用，能利用基

本形状对客观物象进

行 设 计 和 绘 画 （ 占

80%）；表现不同物体、

物象的个性特征（占

20%）；在规定时间内

无简笔画造型语言的

特点，表现客观物象时欠

准确；不能体现客观物象

的个性特征；没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



20%）。；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5：简笔画造型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简笔画默写与创造

器物：完成 4个器物形象，默写冰箱，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植物：完成 4个植物形象，默写柳树，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动物：完成 4个动物形象，默写鹤，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人物：完成 4个人物形象，默写医生，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景物：完成 4个景物形象，默写荷塘月色，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要求：使用简洁、洗练的简笔画绘画语言，以平面化、程式化的形式呈现客

观物象的特征，具有可识性与示意性。

（2）实施条件

准备规定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分值：85－100） 合格（分值：60－85） 不合格（分值：60 分以下）

1 简笔画造

型（器物、植物、

动物、人物、景

物）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洗练、形象，能

提取出客观物象的典

型、突出的主要特点

（占 80%）；绘画具有

可识性与示意性。简笔

画形象丰富生动（占

20%）。；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适用，能利用基

本形状对客观物象进

行 设 计 和 绘 画 （ 占

80%）；表现不同物体、

物象的个性特征（占

20%）；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无简笔画造型语言的

特点，表现客观物象时欠

准确；不能体现客观物象

的个性特征；没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6：简笔画造型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简笔画默写与创造

器物：完成 4个器物形象，默写汉堡包，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植物：完成 4个植物形象，默写石榴，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动物：完成 4个动物形象，默写八爪鱼，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人物：完成 4个人物形象，默写跳绳的小女孩，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景物：完成 4个景物形象，默写湖边小屋，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要求：使用简洁、洗练的简笔画绘画语言，以平面化、程式化的形式呈现客

观物象的特征，具有可识性与示意性。

（2）实施条件

准备规定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分值：85－100） 合格（分值：60－85） 不合格（分值：60 分以下）

1 简笔画造

型（器物、植物、

动物、人物、景

物）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洗练、形象，能

提取出客观物象的典

型、突出的主要特点

（占 80%）；绘画具有

可识性与示意性。简笔

画形象丰富生动（占

20%）。；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适用，能利用基

本形状对客观物象进

行 设 计 和 绘 画 （ 占

80%）；表现不同物体、

物象的个性特征（占

20%）；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无简笔画造型语言的

特点，表现客观物象时欠

准确；不能体现客观物象

的个性特征；没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7：简笔画造型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简笔画默写与创造

器物：完成 4个器物形象，默写吉他，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植物：完成 4个植物形象，默写百合花，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动物：完成 4个动物形象，默写大象，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人物：完成 4个人物形象，默写警察，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景物：完成 4个景物形象，默写风车屋，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要求：使用简洁、洗练的简笔画绘画语言，以平面化、程式化的形式呈现客

观物象的特征，具有可识性与示意性。

（2）实施条件

准备规定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分值：85－100） 合格（分值：60－85） 不合格（分值：60 分以下）

1 简笔画造

型（器物、植物、

动物、人物、景

物）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洗练、形象，能

提取出客观物象的典

型、突出的主要特点

（占 80%）；绘画具有

可识性与示意性。简笔

画形象丰富生动（占

20%）。；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适用，能利用基

本形状对客观物象进

行 设计 和 绘 画（ 占

80%）；表现不同物体、

物象的个性特征（占

20%）；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无简笔画造型语言的

特点，表现客观物象时欠

准确；不能体现客观物象

的个性特征；没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8：简笔画造型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简笔画默写与创造

器物：完成 4个器物形象，默写游艇，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植物：完成 4个植物形象，默写卷心菜，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动物：完成 4个动物形象，默写狐狸，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人物：完成 4个人物形象，默写维吾尔族少女，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景物：完成 4个景物形象，默写教堂，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要求：使用简洁、洗练的简笔画绘画语言，以平面化、程式化的形式呈现客



观物象的特征，具有可识性与示意性。

（2）实施条件

准备规定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分值：85－100） 合格（分值：60－85） 不合格（分值：60 分以下）

1 简笔画造

型（器物、植物、

动物、人物、景

物）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洗练、形象，能

提取出客观物象的典

型、突出的主要特点

（占 80%）；绘画具有

可识性与示意性。简笔

画形象丰富生动（占

20%）。；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适用，能利用基

本形状对客观物象进

行 设 计 和 绘 画 （ 占

80%）；表现不同物体、

物象的个性特征（占

20%）；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无简笔画造型语言的

特点，表现客观物象时欠

准确；不能体现客观物象

的个性特征；没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9：简笔画造型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简笔画默写与创造

器物：完成 4个器物形象，默写摩托车，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植物：完成 4个植物形象，默写菊花，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动物：完成 4个动物形象，默写小猫，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人物：完成 4个人物形象，默写护士，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景物：完成 4个景物形象，默写公园一角，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要求：使用简洁、洗练的简笔画绘画语言，以平面化、程式化的形式呈现客

观物象的特征，具有可识性与示意性。

（2）实施条件

准备规定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分值：85－100） 合格（分值：60－85） 不合格（分值：60 分以下）

1 简笔画造

型（器物、植物、

动物、人物、景

物）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洗练、形象，能

提取出客观物象的典

型、突出的主要特点

（占 80%）；绘画具有

可识性与示意性。简笔

画形象丰富生动（占

20%）。；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适用，能利用基

本形状对客观物象进

行 设 计 和 绘 画 （ 占

80%）；表现不同物体、

物象的个性特征（占

20%）；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无简笔画造型语言的

特点，表现客观物象时欠

准确；不能体现客观物象

的个性特征；没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10：简笔画造型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器物、植物、动物、人物、景物简笔画默写与创造

器物：完成 4个器物形象，默写船，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植物：完成 4个植物形象，默写仙人掌，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动物：完成 4个动物形象，默写母鸡，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人物：完成 4个人物形象，默写小男孩，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景物：完成 4个景物形象，默写湖边凉亭，余下 3个为自由创造。

要求：使用简洁、洗练的简笔画绘画语言，以平面化、程式化的形式呈现客

观物象的特征，具有可识性与示意性。

（2）实施条件

准备规定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分值：85－100） 合格（分值：60－85） 不合格（分值：60 分以下）

1 简笔画造

型（器物、植物、

动物、人物、景

物）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洗练、形象，能

提取出客观物象的典

型、突出的主要特点

（占 80%）；绘画具有

可识性与示意性。简笔

画形象丰富生动（占

20%）。；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简笔画造型语言

简洁、适用，能利用基

本形状对客观物象进

行 设 计 和 绘 画 （ 占

80%）；表现不同物体、

物象的个性特征（占

20%）；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无简笔画造型语言的

特点，表现客观物象时欠

准确；不能体现客观物象

的个性特征；没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11：简笔画主题创编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根据成语故事《揠苗助长》进行成语主题创编。

《揠苗助长》故事内容：

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农夫，他总是嫌田里的庄稼长得太慢，今天去瞧瞧，

明天去看看，觉得禾苗好像总没有长高。他心想：有什么办法能使它们长得高些

快些呢？

有一天，他来到田里，把禾苗一棵一棵地往上拔。一大片禾苗，一棵一棵地

拔真费了不少的力气，等他拔完了禾苗，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可是他心里却很

高兴。回到家里还夸口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好几寸！”

他儿子听了，赶忙跑到田里去看，发现田里的禾苗全都已经枯死了

要求：造型准确、特征典型，线条流畅；构图适宜、主次分明；创编能够将

文学语言与绘画语言进行有机地融合，以恰当、准确的方式传达出富有艺术感染

力的讯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实施条件

准备 16K 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2 简笔画主题创编

（根据儿歌、故事配

绘图画）

造型生动、特征明

显、线条流畅、构图

优美、主次分明（占

80%）；创编能够将

文学语言与绘画语

言进行有机地融合，

以恰当、准确的方式

传达出富有艺术感

染力的讯息；在规定

时 间 内 完 成 （ 占

20%）。

造型准确、特征典

型，线条流畅、、构

图合理、主次分明

（占 80%）；创编能

够结合题意，有一定

的艺术感染力；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占

20%）。

造型不生动、特征不

明显；线条不熟练、

不肯定；构图不合

理、主次不分明；没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12：简笔画主题创编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根据成语故事《画蛇添足》进行成语主题创编。

《画蛇添足》故事内容：

古代楚国有个主管祭祀的官员，把一壶酒赏给来帮忙祭祀的门客。门客们互

相商量说：“大家一起喝这壶酒不足够，一个人喝它还有剩余。要不大家一起在

地上比画蛇，谁先画好，谁就喝这壶酒。” 画蛇添足

一个人最先完成了，拿起酒壶准备饮酒，于是左手拿着酒壶，右手画蛇，说：

“我还能够为它画脚呢！”他还没有画完蛇的脚，另一个人的蛇就画好了，那个

人抢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怎么能给它画脚呢?”随后喝完了那

壶酒。

那个给蛇画脚的人，最终失去了那壶酒。

要求：造型准确、特征典型，线条流畅；构图适宜、主次分明；创编能够将

文学语言与绘画语言进行有机地融合，以恰当、准确的方式传达出富有艺术感染

力的讯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实施条件

准备 16K 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2 简笔画主题创编

（根据儿歌、故事配

绘图画）

造型生动、特征明

显、线条流畅、构图

优美、主次分明（占

80%）；创编能够将

文学语言与绘画语

言进行有机地融合，

以恰当、准确的方式

传达出富有艺术感

染力的讯息；在规定

时 间 内 完 成 （ 占

20%）。

造型准确、特征典

型，线条流畅、、构

图合理、主次分明

（占 80%）；创编能

够结合题意，有一定

的艺术感染力；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占

20%）。

造型不生动、特征不

明显；线条不熟练、

不肯定；构图不合

理、主次不分明；没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13：简笔画主题创编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根据成语故事《井底之蛙》进行成语主题创编。

《井底之蛙》故事内容：

一只青蛙，住一口井里。它高兴时，在井里跳来跳去，天热了，在水中游上

游下，觉得很快活：我是井里的主人，多么逍遥自在!

它正在自得其乐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在叫它。它抬起头向井口一看，只见

一只大海龟的头几乎遮去了井口上的半片天。只听见大海龟问它：青蛙老弟，你

见过大海吗?青蛙说：大海有我的井大吗?海龟老兄，欢迎你下井来作客。大海龟

被它说动了心，真想下井去看看。可是，它左腿还没跨进井去，右腿的膝盖已被

井栏绊住了。于是，大海龟只好伏在井口上，告诉青蛙，海有多大、多深、多广。

青蛙这才知道，井外还有这么大的天地。它又惊奇又惭愧，感到自己的见识太渺

小了。

要求：造型准确、特征典型，线条流畅；构图适宜、主次分明；创编能够将

文学语言与绘画语言进行有机地融合，以恰当、准确的方式传达出富有艺术感染

力的讯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实施条件

准备 16K 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2 简笔画主题创编

（根据儿歌、故事配

绘图画）

造型生动、特征明

显、线条流畅、构图

优美、主次分明（占

80%）；创编能够将

文学语言与绘画语

言进行有机地融合，

以恰当、准确的方式

传达出富有艺术感

染力的讯息；在规定

时 间 内 完 成 （ 占

20%）。

造型准确、特征典

型，线条流畅、、构

图合理、主次分明

（占 80%）；创编能

够结合题意，有一定

的艺术感染力；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占

20%）。

造型不生动、特征不

明显；线条不熟练、

不肯定；构图不合

理、主次不分明；没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14：简笔画主题创编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根据儿童故事《龟兔赛跑》进行故事主题创编。

《龟兔赛跑》故事内容：

有一天，兔子和乌龟比赛跑步，兔子嘲笑乌龟爬得慢，乌龟说，总有一天他

会赢。兔子说，我们现在就开始比赛。兔子飞快地跑着，乌龟拼命地爬，不一会

儿，兔子与乌龟已经离的有很大一段距离了。兔子认为比赛太轻松了，它要先睡

一会，并且自以为是地说即使自己睡醒了乌龟也不一定能追上它。而乌龟呢，它

一刻不停地爬行，当兔子醒来的时候乌龟已经到达终点了。

要求：造型准确、特征典型，线条流畅；构图适宜、主次分明；创编能够将

文学语言与绘画语言进行有机地融合，以恰当、准确的方式传达出富有艺术感染

力的讯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实施条件

准备 16K 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2 简笔画主题创编

（根据儿歌、故事配

绘图画）

造型生动、特征明

显、线条流畅、构图

优美、主次分明（占

80%）；创编能够将

文学语言与绘画语

言进行有机地融合，

以恰当、准确的方式

传达出富有艺术感

染力的讯息；在规定

时 间 内 完 成 （ 占

20%）。

造型准确、特征典

型，线条流畅、、构

图合理、主次分明

（占 80%）；创编能

够结合题意，有一定

的艺术感染力；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占

20%）。

造型不生动、特征不

明显；线条不熟练、

不肯定；构图不合

理、主次不分明；没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试题编号：670101k- 2-5-15：简笔画主题创编

（1）任务描述

工作任务内容：根据成语故事《狐假虎威》进行成语主题创编。

《狐假虎威》故事内容：

一只老虎肚子饿了，想找什么小动物当一顿点心，正巧遇见一只狐狸。

老虎刚要扑上去，没想到狐狸大喝一声，说：“哼，你敢吃我！天老爷派我

来掌管大小野兽。你要是吃了我，天老爷可不饶你！”老虎看狐狸又瘦又小，不

大相信他的话，可是听他这么大的口气，又不敢不相信。老虎这样疑惑不决，早

让狐狸给看出来了。他冷笑一声，说：“嘿嘿，你以为我在骗你呀？要是真个不

信，你就跟在我后头瞧吧。我走到哪儿，大小野兽见了我就得逃跑。”老虎想：

“这倒真得瞧一瞧。”于是狐狸大模大样地在前头走，老虎紧紧地跟在后头。山

上的鹿呀野羊呀，一看见狐狸后头跟着老虎，都吓得撒腿就逃。老虎看了，还以

为他们真害怕狐狸，没想到他们害怕的正是他自己。

要求：造型准确、特征典型，线条流畅；构图适宜、主次分明；创编能够将

文学语言与绘画语言进行有机地融合，以恰当、准确的方式传达出富有艺术感染

力的讯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实施条件

准备 16K 考试用纸与黑色水芯笔；考核在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时间为 15 分钟。



（4）评分细则

简笔画技能考核项目实行 100 分制，评价内容包含技能与素养要求，其中技

能要求占 80%，素养要求占 20%。

考核技能名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2 简笔画主题创编

（根据儿歌、故事配

绘图画）

造型生动、特征明

显、线条流畅、构图

优美、主次分明（占

80%）；创编能够将

文学语言与绘画语

言进行有机地融合，

以恰当、准确的方式

传达出富有艺术感

染力的讯息；在规定

时 间 内 完 成 （ 占

20%）。

造型准确、特征典

型，线条流畅、、构

图合理、主次分明

（占 80%）；创编能

够结合题意，有一定

的艺术感染力；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占

20%）。

造型不生动、特征不

明显；线条不熟练、

不肯定；构图不合

理、主次不分明；没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三、保育、教育技能模块

试题编号：670101k- 3-6-1：0-3 岁婴幼儿保育技能

（1）任务描述

内容：婴幼儿抚触（口头作答+实际操作）

要求：目标涉及婴幼儿身体发展的多个方面（头部、胸部、腹部、手部、臂

部、腿部、脚部、背部、臀部），每个环节的主要价值是促进身体某部分的生长

发展；准备好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后，按照婴幼儿抚触的顺序，边说边做，语言

清晰、简洁、明了，动作规范轻柔，并能体现抚触过程中的亲子交流。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仿真娃娃、婴儿润肤油、计时器

（3）考核时量

抽签完毕的学生现场进行准备，时间为 5分钟；准备时间截止后，现场实操

和口述抚触过程。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婴幼

儿抚

触

抚触

准备

抚触前的自身准备、环境准备和物质准备（摘除手表戒指、

清洗双手、室内温度评估、润肤油准备等）均符合实现婴幼

儿抚触的要求
20

抚触

过程

1.抚触顺序正确，从头-胸-腹-手臂-腿脚-背部。 40

2.抚触动作轻柔规范，在涉及婴幼儿脆弱敏感的部位时能避

开且说出其原因。 20

3.抚触过程与婴幼儿有交流，缓解婴幼儿的紧张情绪。 10

其它 口头表达逻辑清楚，大方自然，口齿清晰。 10

优秀：85-100 合格：60-84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6-2：0-3 岁婴幼儿保育技能

（1）任务描述

内容：婴幼儿换尿布（口头作答+实际操作）

要求：准备好物质条件后，按照换尿布的方法，边说边做，语言清晰、简洁、



明了，动作规范轻柔，能在换尿布的过程中安抚婴幼儿情绪。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仿真娃娃、一次性纸尿片、计时器

（3）考核时量

抽签完毕的学生现场进行准备，时间为 5分钟；准备时间截止后，现场实操

和口述抚触过程。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婴幼

儿换

尿片

换尿

片准

备

换尿片前的自身准备和物质准备（摘除手表戒指、清洗双手、

准备好尿片等）均符合实现婴幼儿换尿片的要求。 20

换尿

片过

程

1.分清纸尿片的正反，动作规范地抱起婴儿，将婴儿的臀部

放在纸尿片上。 40

2.贴好纸尿片之后，评估尿布与婴幼儿大腿根部的松紧度，

并及时调节。 20

3.换尿片过程与婴幼儿有交流，缓解婴幼儿的紧张情绪。
10

其它
口头表达逻辑清楚，大方自然，口齿清晰。

10

优秀：85-100 合格：60-84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6-3：0-3 岁婴幼儿保育技能

（1）任务描述

内容：包裹婴幼儿（口头作答+实际操作）

要求：准备好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后，按照包裹婴幼儿的顺序，边说边做，

语言清晰、简洁、明了，动作规范轻柔，并能体现包裹婴幼儿过程中的亲子交流。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仿真娃娃、婴幼儿包被、计时器

（3）考核时量

抽签完毕的学生现场进行准备，时间为 5分钟；准备时间截止后，现场实操

和口述包裹过程。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包裹

婴幼

儿

包裹

准备

包裹前的自身准备、环境准备和物质准备（摘除手表戒指、

清洗双手、包被准备等）均符合实现包裹婴幼儿的要求 20

包裹

过程

1.包裹顺序正确，将包被叠成合适的大小，平铺在平面上，

将婴幼儿抱起，按照室内/室外的方式，包裹婴幼儿。 40

2.包裹动作轻柔规范，松紧适宜，婴幼儿无不适感。
20

3.包裹过程与婴幼儿有交流，缓解婴幼儿的紧张情绪。
10

其它
口头表达逻辑清楚，大方自然，口齿清晰。

10

优秀：85-100 合格：60-84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6-4：0-3 岁婴幼儿保育技能

（1）任务描述

内容：婴幼儿被动操（口头作答+实际操作）

要求：目标涉及婴幼儿身体发展的多个方面，每个环节的主要价值是促进身

体某部分的生长发展；准备好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后，按照婴幼儿被动操的顺序，

边说边做，语言清晰、简洁、明了，动作规范轻柔，并能体现被动操过程中的亲

子交流。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仿真娃娃

（3）考核时量

抽签完毕的学生现场进行准备，时间为 5分钟；准备时间截止后，现场实操

和口述被动操过程。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婴幼

儿被

动操

被动操

准备

被动操前的自身准备和环境准备（摘除手表戒指、清洗

双手、室内温度评估准备等）均符合实现婴幼儿被动操

的要求
20

被动操

过程

1.被动操顺序正确，从两手胸前交叉、肘关节运动、肩

部运动、伸展上肢运动、伸屈踝关节、两腿轮流伸屈、

下肢伸直上举、转体翻身。
40



2.被动操过程动作轻柔规范，不强拉硬拽。 20

3.被动操过程与婴幼儿有交流，缓解婴幼儿的紧张情绪。 10

其它
口头表达逻辑清楚，大方自然，口齿清晰。

10

优秀：85-100 合格：60-84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6-5：0-3 岁婴幼儿保育技能

（1）任务描述

内容：婴幼儿身长的测量（口头作答+实际操作）

要求：目标涉及婴幼儿身体发育的评估，每个环节的主要价值是了解婴幼儿

的生长发育情况；准备好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后，按照婴幼儿身高测量的方法，

边说边做，语言清晰、简洁、明了，动作规范轻柔。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计时器、婴幼儿身高（身长）测量仪、幼儿人体模型

（3）考核时量

抽签完毕的学生现场进行准备，时间为 5分钟；准备时间截止后，现场实操

和口述婴幼儿身高测量过程。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婴幼

儿身

高测

量

身高

测量

准备

身高测量前的自身准备、物质准备和环境准备（摘除手表戒

指、清洗双手、室内温度评估准备、测量仪检查等）均符合

实现婴幼儿身高测量的要求 20

身高

测量

过程

1.婴幼儿身高测量顺序正确，婴幼儿取卧位，脱去鞋袜和外

套，仅穿单裤，仰卧于量床底板中线上；先用固定小儿头部

使其节接触头板，小儿脸朝上，两耳在一水平线上，测量者

位于小儿右侧，左手握住其双膝，使两腿并拢紧贴量床，右

手移足板，使其接触两侧足跟。使用双侧有刻度的量床。

40

2.婴幼儿身高测量过程动作轻柔规范，不强拉硬拽。
20

3.身高测量时，应注意两侧读数的一致性。
10

其它
口头表达逻辑清楚，大方自然，口齿清晰。

10

优秀：85-100 合格：60-84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6-6：0-3 岁婴幼儿保育技能

（1）任务描述

内容：婴幼儿体重的测量（口头作答+实际操作）

要求：目标涉及婴幼儿身体发育的评估，每个环节的主要价值是了解婴幼儿

的生长发育情况；准备好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后，按照婴幼儿体重测量的方法，

边说边做，语言清晰、简洁、明了，动作规范轻柔。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题库材料、计时器、婴幼儿体重测量仪、幼儿人体模型

（3）考核时量

抽签完毕的学生现场进行准备，时间为 5分钟；准备时间截止后，现场实操

和口述婴幼儿体重测量过程。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婴幼

儿体

重测

量

体重

测量

准备

体重测量前的自身准备、物质准备和环境准备（摘除手表戒

指、室内温度评估准备、测量仪检查等）均符合实现婴幼儿

体重测量的要求。
20

体重

测量

过程

1.婴幼儿体重测量顺序正确，婴幼儿取卧位，脱去鞋袜和外

套，仅穿单衣单裤，仰卧于量床板上；安抚婴幼儿不乱动，

待读数稳定，读取体重数。婴幼儿如果不配合测量，可采取

母抱式测量，母亲怀抱婴幼儿，婴幼儿脱去鞋袜和外套，仅

穿单衣单裤，待读数稳定，读取母婴体重；母亲单独测量自

身体重；母婴体重减去母亲体重即是婴幼儿体重。

40

2.婴幼儿体重测量时，应注意保护婴幼儿卧位测量的安全。 20

3.婴幼儿体重测量过程中，安抚婴幼儿情绪，尽量保持平静

状态。 10

其它
口头表达逻辑清楚，大方自然，口齿清晰。

10

优秀：85-100 合格：60-84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6-7：0-3 岁婴幼儿保育技能

（1）任务描述

内容：婴幼儿头围的测量（口头作答+实际操作）

要求：目标涉及婴幼儿身体发育的评估，每个环节的主要价值是了解婴幼儿

的生长发育情况；准备好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后，按照婴幼儿头围测量的方法，

边说边做，语言清晰、简洁、明了，动作规范轻柔。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题库材料、计时器、婴幼儿头围测量皮尺、幼儿人体模型

（3）考核时量

抽签完毕的学生现场进行准备，时间为 5分钟；准备时间截止后，现场实操

和口述婴幼儿头围测量过程。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婴幼

儿头

围测

量

头围

测量

准备

头围测量前的自身准备和物质准备（摘除手表戒指、皮尺准

备等）均符合实现婴幼儿头围测量的要求。 20

头围

测量

过程

1.婴幼儿头围测量顺序正确，婴幼儿取立位、站位或仰卧位

均可，测量者立于受测者前方或右方，用左手拇指将带尺上

缘零点固定于右侧眉弓（眉弓即眉毛的最高点）处，带尺上

缘经头部右侧再经后脑勺最高点（即枕骨粗隆处），再到左

侧眉弓，最后又回到起点——右侧眉弓，三点围一圈，然后

让带尺重叠交叉所得数即为头围围度。

40

2.婴幼儿头围测量时，动作应该轻柔规范。 20

3.婴幼儿头围测量过程中，安抚婴幼儿情绪，尽量保持平静

状态。 10

其它
口头表达逻辑清楚，大方自然，口齿清晰。

10

优秀：85-100 合格：60-84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6-8：0-3 岁婴幼儿保育技能

（1）任务描述

内容：婴幼儿胸围的测量（口头作答+实际操作）



要求：目标涉及婴幼儿身体发育的评估，每个环节的主要价值是了解婴幼儿

的生长发育情况；准备好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后，按照婴幼儿胸围测量的方法，

边说边做，语言清晰、简洁、明了，动作规范轻柔。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题库材料、计时器、婴幼儿胸围测量皮尺、幼儿人体模型

（3）考核时量

抽签完毕的学生现场进行准备，时间为 5分钟；准备时间截止后，现场实操

和口述婴幼儿胸围测量过程。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婴幼

儿胸

围测

量

胸围

测量

准备

胸围测量前的自身准备和物质准备（摘除手表戒指、皮尺准

备等）均符合实现婴幼儿胸围测量的要求。 20

胸围

测量

过程

1.婴幼儿胸围测量顺序正确，婴幼儿取卧位或立位均可，脱

去上衣，处于平静状态，两手自然平放（卧位时）或下垂，

两眼平视。测量者立于前方或右方，用左手拇指将带尺下缘

零点固定于受测者乳头上缘，使软尺接触皮肤，使带尺上缘

经两肩胛骨下角下缘绕胸围一圈回至零点，读取的数值即是

胸围。

40

2.婴幼儿胸围测量时，动作应该轻柔规范。 20

3.婴幼儿胸围测量过程中，安抚婴幼儿情绪，尽量保持平静

状态。 10

其它
口头表达逻辑清楚，大方自然，口齿清晰。

10

优秀：85-100 合格：60-84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6-9：0-3 岁婴幼儿保育技能

（1）任务描述

内容：婴幼儿横抱法（口头作答+实际操作）

要求：每个环节的主要价值是了解婴幼儿的生长发育特点，根据其发育特点，

正确抱婴幼儿；准备好自身条件后，按照婴幼儿横抱的方法，边说边做，语言清

晰、简洁、明了，动作规范轻柔。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题库材料、幼儿人体模型

（3）考核时量

抽签完毕的学生现场进行准备，时间为 5分钟；准备时间截止后，现场实操

和口述婴幼儿横抱过程。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婴幼

儿横

抱

横抱

准备

横抱前的自身准备（清洁温暖双手、摘取戒指手表等），符

合实现婴幼儿横抱的要求。 20

横抱

过程

1.婴幼儿横抱顺序正确，将婴幼儿的头放在左胳膊弯中，左

小臂、左腕和左手护住婴幼儿脊背、腰部和臀部，右手环抱

住婴儿。
40

2.婴幼儿横抱时，动作应该轻柔规范，注意让头、颈、脊柱

呈一条直线。 20

3.婴幼儿横抱过程中，不要过度摇晃。 10

其它 口头表达逻辑清楚，大方自然，口齿清晰。 10

优秀：85-100 合格：60-84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6-10：0-3 岁婴幼儿保育技能

（1）任务描述

内容：婴幼儿竖抱法（口头作答+实际操作）

要求：每个环节的主要价值是了解婴幼儿的生长发育特点，根据其发育特点，

正确抱婴幼儿；准备好自身条件后，按照婴幼儿竖抱的方法，边说边做，语言清

晰、简洁、明了，动作规范轻柔。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题库材料、幼儿人体模型

（3）考核时量

抽签完毕的学生现场进行准备，时间为 5分钟；准备时间截止后，现场实操

和口述婴幼儿竖抱过程。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婴幼

儿竖

抱

竖抱

准备

竖抱前的自身准备（清洁温暖双手、摘取戒指手表等），符

合实现婴幼儿竖抱的要求。 20

竖抱

过程

1.婴幼儿竖抱顺序正确，将婴幼儿的头放在母亲的胸膛处，

小臂、手腕和手护住婴幼儿脊背，另一只手环抱住护住婴儿

的臀部。
40

2.婴幼儿竖抱时，动作应该轻柔规范。 20

3.婴幼儿竖抱过程中，不要过度摇晃。 10

其它 口头表达逻辑清楚，大方自然，口齿清晰。 10

优秀：85-100 合格：60-84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1：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有趣的大龙球（13-18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2：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项链礼物(13-18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3：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打开小瓶盖(13-18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4：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水果水果在哪里(7-12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5：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大气球(19-24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6：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水果宝宝找朋友（19-24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7：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小手真能干（19-24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8：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大大小小（19-24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9：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我最喜欢的蔬菜（25-30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10：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大牌颜色魔王（25-30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11：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毛毛虫来拜访（25-30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12：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长棒短棒（25-30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的
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13：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和小狗做朋友（31-36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14：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我会分类（31-36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试题编号：670101k- 3-7-15：0-3 岁儿童亲子活动设计

（1）任务描述

内容：认识五官（31-36 个月）（书面作答）

要求：根据主题与婴幼儿月龄段特点，设计一个亲子活动的教案。教案格式

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运用符合婴幼儿年龄特征，能

有效指导家长。

（2）实施条件

场地：一间备考室

设施设备；A4 纸、水性笔、题库材料、计时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时间截止后，提交亲子活动设计方案。

（4）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得分

活动

设计

方案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婴幼儿年龄阶段特点

2.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 10

家长

指导

目标

考虑家长的需求，顾及多数家长，考虑个别家长 5

活动

准备
符合实现亲子活动目标的要求 5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畅 15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婴幼儿的主体

性 15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能预测亲子活动过程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5

4.活动详略得当，能较好的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15

家长

指导
帮助家长提升育儿理念、育儿知识和教养方法和技能 10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 10

合计

优秀：85~100 合格：60~85 不合格：60 分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