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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岗考试简介

特岗教师是中央实施的一项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特殊政策,通
过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县、县以下农村学校任教,引
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创新农村学校教师的补充机

制,逐步解决农村学校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高农村教师队

伍的整体素质,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2019年3月-5月国家教育部将向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宁夏、青海、新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教育局、财务局发函。

•考试形式———笔试+面试

笔试内容:不同省份笔试内容有差异,大致内容如下

1、教育综合知识———河北、河南、内蒙古、吉林

2、教育综合素质+专业知识———安徽、江西、山西、贵州、海南、重庆、四
川、云南、陕西、青海、宁夏

3、学科专业知识———湖北、湖南

4、公共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甘肃

面试内容:
1、试讲

2、说课

3、结构化

•特岗教师与招教的异同点

(1)上编制时间不同

招教考试笔面试通关即可拿到编制,特岗教师3-5年后考核认定才

可以。
(2)招聘形式不同

招教考试以县或地级市、区进行,特岗教师招聘考试各省教育厅执行教

育部的有关政策进行。
(3)招聘时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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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岗以省为单位统一进行,招教考试各地时间不定。
(4)考试内容不同

特岗教师考试出题统一、固定,招教考试各地区内容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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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岗考试必背高频考点

【考点1】教育的起源

(一)神话起源说

1.神话起源说是人类关于教育起源的最古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教育

与其他万事万物一样,都是由神所创造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体现神或天的意

志,使人皈依于神或顺从于天。
2.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到当时在人类起源问题上

认识水平的局限,不能正确提出和认识教育的起源问题。

(二)生物起源论

1.代表人物:利托尔诺、沛西·能

2.教育的生物起源说是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提出的有关教育起源的

学说。
3.教育的生物起源论者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指导,认为教育起源于动

物的本能,尤其是高等动物,生来就具备一种由遗传而得的潜在的教育能

力,从而使后代能持续地繁衍下去。
4.教育的生物起源论最明显的错误就是把动物的本能等同于教育,否认

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否认了教育的社会性。

(三)心理起源论

1.代表人物:孟禄

2.心理起源论者认为教育起源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把全部教育

都归之于无意识状态下产生的模仿行为,没有认识到教育的目的性。

(四)劳动起源说

1.代表人物:苏联的米丁斯基、凯洛夫

2.劳动起源说是在直接批判生物起源说和心理起源说否认教育的社会

性的基础上,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这种观点认

为,生产劳动是人类和社会形成、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一切活动,包括

教育产生与发展的基础。社会生产的持续和发展要依靠人类经验和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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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这就使人在劳动中产生了对教育的需求的意识。
3.劳动起源说的直接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是恩格斯的著作《劳动在从

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考点2】著作思想

(一)论语篇

(1)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他及其弟子的言论记载《论语》中有充分的反映。
(2)关于教育的地位与作用:社会作用:庶、富、教;个体作用:性相近、习

相远关于教育的对象:“有教无类”。
(3)关于教育的目标:“礼贤下士”。
(4)关于教育内容: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六经”:《诗》《书》《礼》《易》

《乐》《春秋》。
(5)关于教学: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6)关于教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

(二)《学记》篇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是战国末期思孟学派的著作,是中

国教育史上和世界教育史上一部最早、最完整的教育学专著,被称为“教育

学的雏形”。其主要的思想包括:
(1)关于教育的作用:“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教

育与政治的关系)
(2)关于教师及师生关系:“教学相长”,“师严而道尊”
(3)关于教学经验:“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长善救失,“时教

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藏息相辅(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4)关于教学原则:“豫、时、孙、摩”:“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

时”,“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不陵节而施之谓孙”,“学不躐等”;“相
观而善之谓摩”

【考点3】教育与社会经济

(一)社会经济对教育的制约

(1)社会经济的发展制约着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2)社会经济发展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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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结构的变化

(二)教育的经济功能

(1)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途径

(2)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的最有效形式

(3)教育进行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人力资本理论

(1)时间:1960年。
(2)人物:舒尔茨。
(3)理论:人力资本,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及其他能影响生产性工作的

能力,是资本的形态。
(4)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教育是提

高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
(5)评价:注意到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忽视了劳动力市场的筛选。

【考点4】教育与社会经济制度

(一)政治制度对教育的制约

(1)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制约教育的性质

(2)社会政治制度制约教育的宗旨和目的

(3)社会政治制度制约教育的领导权

(4)社会的政治制度制约着受教育的权利和程度

(5)社会的政治制度制约教育管理体制

(二)教育的政治功能

(1)教育通过传播一定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完成年轻一代的政治社

会化

(2)教育通过造就政治管理人才,促进政治体制的变革与完善

(3)教育通过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推动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

(4)教育还是形成社会舆论、影响政治时局的重要力量

【考点5】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

(1)顺序性

(2)阶段性

(3)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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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互补性

(5)个别差异性

【考点6】影响身心发展的因素及作用

(1)遗传素质,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生理前提和可能

(2)社会环境,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包括机遇、条件和对象

(3)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4)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个体发展从潜在的可能状态转向现实状态

的决定性因素

【考点7】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

(1)教育目的的个人本位论

主张确定教育目的应从人的本性、本能需要出发,使人的本性和本能得

到高度发展。其代表人物有卢梭、洛克、夸美纽斯、福禄倍尔、裴斯泰洛齐及

中国古代的孟轲等人。
(2)教育目的的社会本位论

主张确定教育目的不应该从人的本性需要出发,应该从社会需要出

发,社会需要是确定教育目的的唯一依据。其代表人物有中国古代的孔子

和国外的斯宾塞、涂尔干、孔德、赫尔巴特、凯兴斯泰纳等。
(3)教育无目的论

主张教育过程就是教育目的,教育之外再没有什么教育目的。其代表

人物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
(4)教育目的的辩证统一论

主张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目的要考虑人的身心发展的各个要素。
作为教育实践活动,首先要服务的是社会,适应社会的需要,为一定社会培

养人才。

【考点8】近代中国学校教育制度

(1)1902年壬寅学制———首次制定了近代学制,但是未实施。
(2)1904年癸卯学制———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实施的学制。
(3)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

学制。
(4)1922年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制”,以美国学制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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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9】学生的权利和义务

(一)学生的权利

(1)受教育权是学生最主要的权利。
(2)人身权包括身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隐私权、名誉权、

荣誉权等。

(二)学生的义务

(1)法律、法规;
(2)遵守所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
(3)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4)努力学习,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

【考点10】教师劳动的特点

(1)教师劳动的复杂性和创造性

(2)教师劳动的连续性和广延性

(3)教师劳动的长期性和间接性

(4)教师劳动的主体性和示范性

【考点11】课外、校外教育的特点

(1)自愿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现有知识水平选择参加不

同的活动。
(2)灵活性,无论是活动的内容,还是活动的形式,都体现了灵活性。
(3)自主性,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是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展开的。

【考点12】班级管理模式

(1)班级常规管理,是指通过制定和执行规章制度管理班级的经常性

活动。
(2)班级平行管理,是指班主任既通过对集体的管理去间接影响个

人,又通过对个人的直接管理去影响集体。
(3)班级民主管理,是成员在服从班集体的正确决定和承担责任的前提

下参与班级全程管理的管理方式。
(4)班级目标管理,是指班主任与学生共同确定班级总体目标,然后转

化为小组目标和个人目标,使其与班级总体目标融为一体。

【考点13】课程类型

(1)按照课程内容的属性,可以把课程分为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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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课程的组织方式,可以把课程分为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
(3)根据课程管理、开发主体的不同,课程可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

学校课程。
(4)根据课程的任务,课程可分为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研究型

课程。
(5)根据学习的要求,课程可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
(6)根据课程的表现形式划分: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

【考点14】教学原则

(1)直观性原则,是指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直接感知事物、模型或通过教

师用形象语言描绘教学对象,使学生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
(2)启发性原则,是指在教学中教师要承认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注意调

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引导他们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生动活泼地学习,自觉

地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循序渐进原则,是指教学要按照学科的逻辑系统和学生认识发展的

顺序进行,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形成严密的逻辑思维

能力。
(4)因材施教原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

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的发展。
(5)巩固性原则,是指教学要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牢固地掌握知识

和技能,长久地保持在记忆中,能根据需要迅速再现出来,以利知识技能的

运用。
(6)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是指教学要以学习基础知识为主导,从理论与

实际的联系上去理解知识,注意运用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达到学懂

会用、学以致用。
(7)量力性原则又称可接受性原则,是指教学的内容、方法、分量和进度

要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但又要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他

们经过努力才能掌握的,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8)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原则,是指教学中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

导学生掌握正确的知识,同时结合知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考点15】教学方法

(1)讲授法,是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连贯地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法。
(2)谈话法,它是教师按一定的教学要求向学生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回

答,并通过问答的形式来引导学生获取或巩固知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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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演示法,教师通过展示实物、直观教具,进行示范性实验或采取现代

化视听手段等,指导学生获得知识或巩固知识的方法。
(4)练习法,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运用知识去完成一定的操作,并形成技

能技巧的方法。
(5)实验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一定的仪器设备,通过条件控制

引起实验对象的某些变化,从观察这些变化中获得知识的方法。
(6)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

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
(7)实习法,是教师指导学生根据教学要求,组织学生在校内外一定场

所从事一定的实习实践工作,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综合运用理论掌握知识、形
成技能技巧的方法,又称实习作业法。

【考点16】教学评价

(1)按评价基准分类,教学评价可分为相对评价、绝对评价、自身评价

(2)按评价功能分类,教学评价可分为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

性评价

【考点17】德育原则

(1)导向性原则,是指进行德育时要有一定的理想性和方向性,以指导

学生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2)疏导原则,又称循循善诱原则是指进行德育要循循善诱,以理服

人,从提高学生认识入手,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使他们积极向上。
(3)尊重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原则,进行德育要把对学生个人的

尊重和信赖与对他们思想和行为严格要求结合起来,使教育者对学生影响

与要求易于转化为学生品德。
(4)教育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原则,是指进行德育应当有目的、有计划地

把来自各方面对学生的教育影响加以组织、调节,使其相互配合,协调一

致,前后连贯地进行。
(5)课堂与生活相结合原则,又叫做知行统一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德育

要引导学生把课堂道德理论学习与课外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把提高道德认

识与养成行为习惯结合起来。
(6)长善救失原则,是指在德育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生自我教育的积

极性,依靠和发扬学生的积极因素去克服他们的消极因素。
(7)正面教育与纪律约束相结合的原则,德育工作既要正面引导,说服

教育,启发自觉,调动学生接受教育的内在动力,又要辅之以必要的纪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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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并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8)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原则,是指在德育过程中,教师既要通

过集体的力量教育个别学生,又要通过对个别学生的教育影响集体。

【考点18】德育方法

(1)说服法,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提高认识、形成正确观点的

方法。
(2)榜样法,是以他人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学生品

德的方法。
(3)锻炼法,是有目的地组织学生进行一定的实际活动以培养他们的良

好品德的方法。
(4)陶冶法,是通过创设良好的情境,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品德的方法。
(5)品德评价法,是通过对学生品德进行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予以激励

或抑制,促使其品德健康形成和发展的德育方法,包括奖励、惩罚、评比和操

行评定等。
(6)自我修养法,是一种自觉的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的活动,它贯穿于

思想品德形成的整个过程。
(7)角色扮演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或自我设计下,通过显性的实践活

动或者非显性的心理活动进行换位思考,扮演别人的角色,感受他人与自己

的相同或不同感受,以达到相互理解的德育方法。

【考点19】知觉的特性

(1)知觉的整体性,对客体的知觉总以自己的过去经验来补充当时获得

的感觉信息,使其形成具有一定结构的整体。
(2)知觉的理解性,是指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对感知的事物进行加工

处理,并用言语把它揭示出来的特性。
(3)知觉的选择性,按照某种需要和目的,主动而有意地选择少数事物

作为知觉的对象,而把周围其余的事物当成知觉的背景。
(4)知觉的恒常性,是指人的知觉映像在一定范围内不随知觉条件的改

变而改变,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过程。

【考点20】记忆的种类

(一)根据记忆保持时间的长短,可将记忆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

时记忆。
(1)瞬时记忆,当客观刺激停止作用后,感觉信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

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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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时记忆,信息一次呈现后,保持时间大约在20秒左右,最多不超过

1分钟的记忆。
(3)长时记忆,是指保持时间在一分钟以上,直到许多年甚至终身保持

的记忆。
(二)根据记忆的内容和经验的对象,可将记忆分为形象记忆、情景记

忆、情绪记忆、语义记忆和动作记忆。
(1)形象记忆,对感知过的事物形象的记忆。
(2)情景记忆,对亲身经历过的,有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的事件的

记忆。
(3)情绪记忆,对自己体验过的情绪和情感的记忆。
(4)语义记忆,是用词语概括的各种有组织的知识的记忆。
(5)动作记忆,对身体的运动状态和动作机能的记忆。

【考点21】想象的种类

(一)根据想象有无预定的目的,可以把想象分为无意想象和有意想象。
(1)无意想象是一种没有预定目的、不自觉的想象。
(2)有预定目的的,自觉产生的想象叫有意想象。
(二)根据想象的新颖程度、创造水平的不同,又可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

想象。
(1)再造想象是根据语词的描述或图像的示意,在头脑中形成相应形象

的心理过程。
(2)创造想象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在头脑中独立地形成新形象的心理

过程。

【考点22】思维的种类

(1)根据思维活动凭借物不同,可将思维分为感知动作思维、具体形象

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
(2)根据思维活动指向性或探索目标方向的不同,可将思维分为集中性

思维和发散性思维。
(3)根据思维活动创新程度的不同,可将思维分为常规性思维和创造性

思维。
(4)根据思维结论是否有明确的思考步骤和思维过程中意识的清晰程

度,可以把思维分为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
(5)根据思维过程中是以日常经验还是以理论为指导来划分,可以把思

维分为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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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23】注意的种类

(1)无意注意,也称不随意注意,是没有预定目的、不需要意志努力的

注意。
(2)有意注意,也称随意注意,是有预定目的,必要时需要意志努力的

注意。
(3)有意后注意,有意后注意是有预定目的,却不需要意志努力的注意。

【考点24】注意的品质

(1)注意的广度,也称注意的范围,是指在同一时间内意识能清楚地把

握到的对象的数量。
(2)注意的稳定性,也叫注意的持久性,是指注意保持在某一对象或某

一活动上的时间长短。
(3)注意的分配,是指在同一时间内把注意分配到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

的对象上。
(4)注意的转移,是根据新的任务,有意识地、主动地把注意从一种活动

转移到另一种活动上。
(5)注意的动摇,人的注意不能长时间地保持固定的状态,而是在间歇

地加强或减弱,注意的这种周期性变化称为注意的起伏,有时也称注意的

动摇。

【考点25】情感的种类

(1)道德感

(2)理智感

(3)美感

【考点26】情绪状态的分类

(1)心境

(2)激情

(3)应激

【考点27】动机斗争/冲突

(1)双趋冲突

(2)双避冲突

(3)趋避冲突

(4)多重趋避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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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28】意志品质

(1)自觉性

(2)果断性

(3)自制性

(4)坚持性

【考点29】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七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

需要、尊重需要、求知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生理需要。指维持生存及延续种族的需要,如空气、水、吃饭、穿衣、性

欲、住宅、医疗等。也就是说,它是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最低层次需要。
安全需要。指寻求受保护与免遭威胁从而获得安全感的需要。典型的

安全需要有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职业安全。
归属与爱的需要,又称为社交需要。指个人渴望被他人或群体接纳、爱

护、关注、鼓励及支持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是在生理、安全、归属和爱的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产生的

对自己社会价值追求的需要。
求知的需要,又称认知和理解的需要。是指个人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

探索、理解及解决疑难问题的需要。
审美的需要。指对对称、秩序、完整结构,以及对行为完美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上述几种需要都获得基本的满足之后,就会产生

最高层次的需要一一自我实现的需要。即指个人渴望自己的潜能能够得到

充分的发挥,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希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一

切活动。
1、七种需要出现的顺序由低到高,但次序是不完全固定的。
2、各层次需要在全人口中所占比例由大到小。
3、七个层次可概括为两种水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

尊重需要属。于基本需要,也称之为缺失性需要;求知的需要、审美的需要

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称之为成长性需要。

【考点30】气质类型

1.胆汁质:这种气质类型的学生表现为精力旺盛,反应迅速,情感体验强

烈,情绪发生快而强,易冲动但平息也快,直率爽快,开朗热情,外向,但急躁

易怒,往往缺乏自制力,有顽强的拼劲和果敢性,但缺乏耐心。胆汁质以精

力旺盛、表里如一、刚强、易感情用事、冲动为特征。整个心理活动笼罩着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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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而突发的色彩。《三国演义》的张飞是典型的胆汁质。有人把这种人比作

“夏天的一把火,一点就着”

2.多血质:多血质以反应迅速、有朝气、活泼好动、动作敏捷。注意力易

转移,情绪发生快而多变,易适应环境,喜欢交往,做事粗枝大叶,表情丰富、
外向,易动感情且体验不深,往往不求甚解,华而不实,粗枝大叶为特征。

3.黏液质:黏液质的人稳重,但灵活性不足;踏实,但有些死板、按部就

班;沉着冷静,但缺乏生气。心平气和,不易冲动,态度持重,自我控制能力

和持久性较强。不易习惯新工作,情绪不易外露,善于忍耐,具有内倾性。
但易因循守旧,不易改变旧习惯去适应新环境。这种气质就象冬天一样,无
艳丽色彩装点而“冰冷耐寒”缺乏生气,给人以“冷”的感觉,很象外凉内热的

“热水瓶”。这种人容易形成勤勉、实事求是的精神,但也可能发展为萎靡、
迟钝、消极、怠惰等不良品质。《水浒传》中的林冲是粘液质的代表人物。

4.抑郁质:抑郁质的人以体验深刻、外表温柔、怯懦、孤独、行动缓慢、多
愁善感为特征。《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是典型的抑郁质。这种人给人以“秋
风落叶”般的无奈、忧愁的感觉。

【考点31】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四阶段

1、感知运动阶段(0岁~2岁)

①依靠自己的肌肉动作和感觉应付环境中的刺激。思维也开始萌

芽,并获得“客体永久性”概念(即知道某人或某物虽然现在看不见但仍然是

存在的)。

②儿童认知上获得了两大成就:一是,主体与客体的分化。另一个

是,因果关系的初步形成。

2、前运算阶段(2岁~7岁)

①早期的符号功能。儿童的语言得到了飞速发展。随着年龄增长,儿
童越来越多地使用符号来表示外部世界,如用“牛”“羊”来代表真正的牛和

羊等;

②自我中心性。“三山实验”证明了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儿童还不能

设想他人所处的情境,常以自己的经验为中心,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观察和

理解世界。
自我中心主义在儿童的语言中也存在。即使没有一个人听,年龄小的

儿童也高兴地描述着他正在做什么。如在儿童群体中:每个儿童都热情地

说着,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真实的相互作用或者交谈,皮亚杰称之为集体的独

白(collectivemono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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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思维的片面性。
④思维活动表现的关系单一,不能进行可逆运算。
⑤缺乏守恒。“量杯液体实验”证明了思维的不守恒。
⑥认知活动具有相对具体性,还不能进行抽象的运算思维。
⑦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泛灵论”。
3、具体运算阶段(7岁~11岁)
①在这一阶段,儿童形成初步的运算结构,随着分类和排序的获得,儿

童的思维可以逆转,能够进行逻辑推理和群集运算,但仍局限于具体事

物,缺乏抽象性。
②儿童逐渐学会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去自我中心”得到发展。
③该阶段的标志是儿童获得了长度、体积、质量和面积的守恒。
4、形式运算阶段(11岁~成人)
①形式运算也叫命题运算,是儿童思维发展趋于成熟的阶段。
②儿童的思维发展水平已接近成人,能够解决抽象问题。皮亚杰认为

逻辑思维是智慧的最高表现。
③思维以命题形式进行,能够根据逻辑推理、归纳或演绎的方式解决

问题。
④可逆性与补偿性。

【考点32】人格的特性

(1)独特性

(2)稳定性

(3)整合性

(4)功能性

【考点33】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论

1.基本的信任感对基本的不信任感(0~1.5岁)
该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信任感。这一阶段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培养

人对周围世界以及社会环境的基本态度,培养基本的信任感,这是人格健康

的基础。
一个婴儿出生后最迫切的需要是父母爱他、照顾他。如果他能得到合

理的照顾、哺育、关切与爱护,就会感到世界是个安全而可信赖的地方,因而

发展起对他人的信任的人格。反之,如果父母照顾不周,环境多变,哺喂欠

缺,对他态度恶劣,就会使儿童对周围环境产生猜疑,面对新环境时会焦虑

不安,形成不信任他人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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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主感对羞耻感与怀疑(2~3岁)
该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自主性。这一阶段儿童开始独立处理事

情,开始学会许多动作,如独立穿衣、吃饭、走路等。他们开始试探自己的能

力,不愿他人干预。如果这种试探得到父母或照料者的允许,并鼓励其做力

所能及的事情,幼儿会逐渐体会到自己的能力,出现自主的感觉,养成自主

发展的人格。反之,如果父母或照料者过于溺爱和保护儿童或者是过分批

评指责,对他们的独立行动表现出不耐烦,横加干涉,孩子就会对自己的能

力表示怀疑,怀疑自己对自我和环境的控制能力,使之产生一种羞耻感,而
发展成羞怯与怀疑的人格。

3.主动感对内疚感(4~5岁)
该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主动性。这一阶段的儿童由于身体活动能力

和语言能力的发展,儿童开始把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家庭之外,开始对发

展其想象力与自由参与活动感兴趣。儿童喜欢尝试探索环境,承担并学习

掌握新的任务。此时,如果父母或教师对儿童的问题耐心听取并认真回

答,对儿童的建议适当地鼓励与妥善处理,则儿童的主动性就会加强,从而

发展了解是非的良知,培养出明辨是非的道德感。反之,父母或教师对儿童

提出的问题不屑一顾或嘲笑、禁止儿童的建议和活动,则儿童会形成退缩、
压抑与被动而内疚的人格。

4.勤奋感对自卑感(6~11岁)
这一阶段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勤奋感。这是儿童进入学校掌握知

识、技能的时期。儿童在这个时期第一次接受社会赋予他的期望去完成社

会任务。他们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学习工作等获得成就与成绩,并因此得到

家长和老师的认可和赞许。儿童将会以成功、嘉奖为荣,勤奋感就会加

强,进而培养起乐观进取和勤奋的人格。反之,如果对儿童教育不当,或屡

遭败绩,或其成绩受到冷漠对待,则儿童就会自视如他人,形成自卑感,发展

出自卑的人格。
5.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12~18)
这一阶段发展的任务是培养自我同一性。所谓自我同一性是指个体组

织自己的动机、能力、信仰及其活动经验而形成的有关自我的一致性形象。
就是个体尝试把自己有关的各个方面统合起来,形成一个自己觉得协调一

致的整体。这些层面包括自己的身体相貌、自己以往的状况、自己的现状、
环境与条件的限制以及对自己未来的展望等。个体综合这些侧面,判断“我
是个什么样的人”。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可以使青少年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和

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能与环境保持协调和谐,这些心理特质对青少年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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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走向生活,接受人生挑战都是至关重要的。自我同一性的形成要求谨

慎的选择和抉择,尤其体现在职业定向、性别角色等方面。如果个体不能整

合这些方面和各种选择,或根本就不能进行选择,不能建立自我统一性,青
少年就会产生自我否定的情绪,就会导致角色混乱,无法觅得关于自我一致

的见解。
埃里克森非常重视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并认为同一性的发展与前几阶

段有着密切的关系。前几个阶段发展的不顺利,那么同一性发展就相当困

难,甚至不可避免的发生同一性混乱。同一性不是在青春期才出现,儿童在

之前已经形成了各种同一性,但是进入青春期后,早起形成的同一性不能应

付眼前的选择和决断了,同一性的发展成为了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

6.亲密感对孤独感(成年早期:18~25)
这是建立家庭生活的阶段,这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阶段。亲密感

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包括友谊与爱情。亲密的社会意义,是个人能与

他人同甘共苦、相互关怀。亲密感在危急情况下往往会发展为一种互相承

担义务的感情,它是在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7.繁殖感对停滞感(成年中期:25~60)
这是获得创造力感,避免自我专注阶段。这一阶段有两种发展的可能

性,一种可能是向积极方面发展,个人除关怀家庭成员外,还会扩展到关心

社会上其他人,关心下一代以至子孙万代的幸福。他们在工作上勇于创

造,追求事业的成功,而不仅是满足个人需要。另一种可能性是向消极方面

发展,即所谓自我专注,就是只顾自己以及自己家庭的幸福,而不顾他人的

困难与痛苦,即使有创造,其目的也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8.自我整合对绝望感(成年晚期:60~死亡)
这是获得完美感,避免失望感阶段。如果前面七个阶段积极的成分多

于消极的成分,就会在老年期汇集成完美感,回顾一生觉得这一辈子过得很

有价值,生活得很有意义。相反,如果消极成分多于积极成分,就会产生失

望感,感到自己的一生失去了许多机会,走错了方向,想要重新开始又感到

为时已晚,痛不胜痛。于是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感觉,精神萎靡不振,马马虎

虎混日子。
埃里克森认为个性发展和形成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中年和老年期个

性仍在变化。个性的发展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在矛盾和冲突中,个人的品

质和人格得以形成。某一阶段任务完成的好坏、是否完成会直接影响下一

个阶段的发展,但在后一阶段的发展过程又可以补充前一阶段发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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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34】智力理论

(1)斯皮尔曼二因素论

(2)吉尔福特三维结构论

(3)卡特尔智力形态论

他把智力分为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两类。
流体智力也称为液体智力,它是与基本心理过程有关的能力,是一种以

生理为基础的认知能力,它依赖于先天的禀赋,指一般的学习和行为能

力,由速度、能量、快速适应新环境的测验度量,如逻辑推理测验、记忆广度

测验、解决抽象问题和信息加工速度测验等,流体智力的主要作用是学习新

知识和解决新异问题,它主要受人的生物学因素影响。一般在20岁以后,流
体智力发展达到顶峰,30岁以后随年龄增长流体智力逐年降低。

晶体智力是指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由词汇、社会推理以及问题解决等

测验度量,晶体智力测量的是知识经验,是人们学会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

是处理熟悉的、已加工过的问题。晶体智力一部分是由教育和经验决定

的,一部分是早期流体智力发展的结果。晶体能力在人的一生中一直在发

展,它与教育、文化有关,并不因年龄增长而降低,只是到25岁以后,发展的

速度渐趋平缓。
(4)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

1.语言智力,包括说话、阅读、书写的能力。能说会道、妙笔生花是语言

智力高的表现。
2.逻辑—数理智力,指数字运算与逻辑思考的能力以及科学分析的

能力。
3.视觉—空间智力,包括认识环境、辨别方向的能力。
4.音乐智力,包括对声音的辨识与韵律表达的能力。这种能力多来自

天赋。
5.运动智力,包括支配肢体以完成精密作业的能力。
6.人际智力,也称社交智力,包括与人交往且和睦相处的能力。人际智

力高者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7.自知智力,也称内省智能,包括认识自己并选择自己生活方向的能力。
8.自然观察智力,指人们辨别生物以及对自然景物敏锐的注意力。
9.存在智力,指的是陈述、思考有关生与死、身体与心理世界的最终命运

等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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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35】认知方式差异

(1)场独立型与场依存型

(2)沉思型与冲动型

(3)辐合型与发散型

【考点36】影响学生行为改变的方法

(一)行为改变的基本方法

(1)强化法

(2)代币奖励法

(3)行为塑造法

(4)示范法

(5)消退法

(6)处罚法

(7)自我控制法

(二)行为演练的基本方法

(1)全身松弛训练(雅各布松首创)
(2)系统脱敏法(沃尔朴首创)
(3)肯定性训练

(三)改善学生认知的方法

(ABCDE方法)

【考点37】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

(1)言语信息的学习

(2)智慧技能的学习

(3)认知策略的学习

(4)运动技能的学习

(5)态度的学习

【考点38】奥苏伯尔学习分类

(1)下位学习(派生类属学习和相关类属学习)
(2)上位学习

(3)并列结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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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39】巴甫洛夫经典条件作用理论

(1)获得与消退

(2)泛化与分化

【考点40】桑代克的尝试———错误说(试误论)
1.学习的实质在于形成一定的联结。桑代克认为,学习即试误,是形成

刺激与反应的联结。所谓联结就是某情境仅能唤起某些反应,而不能唤起

其他反应的倾向。学习的作用在于将与生俱来的原本联结或永久保存、或
消除、或改变。
2.一定的联结需要通过试误建立桑代克认为,一定的联结是通过尝试与

错误,按一定规律养成的。
3.动物的学习是盲目的,而人的学习是有意识的桑代克认为动物的学习

和人的学习不同,动物的学习全属盲目,无需以观念为媒介。
4.尝试一错误学习的基本规律:
(1)效果律:在试误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其他条件相等,在学习者对刺激

情境做出特定的反应之后能够获得满意的结果时,其联结就会增强;而得到

烦恼的结果时,其联结就会削弱。
(2)练习律:在试误学习的过程中,任何刺激与反应的联结,一经练习运

用,其联结的力量会逐渐增大。而如果不运用,联结的力量会逐渐减少。
(3)准备律:在试误学习的过程中,当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事前有一

种准备状态时,实现则感到满意,否则感到烦恼;反之,当此联结不准备实现

时。实现则感到烦恼。

【考点41】斯金纳操作条件作用

(1)强化

强化是指伴随行为出现的任何能增加该行为在将来出现概率的事件。
强化有正强化(实施奖励)与负强化(撤销惩罚)之分,又称为积极强化

和消极强化。正强化通过呈现某种刺激,往往是愉快的刺激增强反应发生

的概率;负强化通过中止某种刺激,往往是讨厌的刺激,来增强反应发生的

概率。
(2)惩罚

惩罚是当有机体做出某种反应后,呈现一个厌恶刺激,以消除或抑制此

类反应发生的过程。
惩罚有呈现性惩罚(正惩罚)和取消性惩罚(负惩罚)之分,呈现性惩罚

指的是在某一行为后出现的刺激,这种刺激往往是厌恶刺激,会抑制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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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为的发生。取消性惩罚指的是撤销某种刺激,这种刺激往往是愉快刺

激,会抑制或减少该行为的发生。
(3)消退

有机体在作出某一行为反应后,不再有强化物伴随,那么,此类反应在

将来发生概率会降低,称之为消退。

【考点42】班杜拉观察学习

1、社会学习理论着眼于观察学习和自我调节在引发人的行为中的作

用,重视人的行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班杜拉把学习分为参与性学习和替

代性学习两种。替代性学习也叫观察学习,即通过观察别人而进行的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没有外显行为。班杜拉认为观察学习是人的学习的最

重要的形式。
2、观察学习分为注意、保持、再现和动机四个子过程。
(1)注意:是观察学习的起始环节,如果学习者对示范行为的重要特征

不予注意,或无正确的知觉,就无法进行学习。
(2)保持:用言语和形象两种形式把所获得的信息转换成适当的表象保

存起来。
(3)再现:把记忆中的表象转换成行为,并根据反馈来调整行为以作出

正确的反应。
(4)动机:再现示范行为后,学习者是否能够经常表现出示范行为还受

到行为结果的影响。
3、在动机过程中,观察者的模仿动机存在三种来源:直接强化、替代强

化和自我强化。
(1)直接强化(外部强化):个体直接体验到自己的行为后果而受到

强化。
(2)替代性强化:观察者因看到榜样受强化而受到的强化。
(3)自我强化:社会向个体传递某一行为标准,当个体的行为表现符合

甚至超过这一标准时,他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奖励。

【考点43】学习动机的分类

(1)近景的直接性动机和远景的间接性动机

(2)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3)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

【考点44】耶克斯—多德森定律

耶克斯-多德森定律,指动机的最佳水平随任务的性质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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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简单的任务中,工作效率随动机的提高而上升;
而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动机的最佳水平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这种现象就叫做耶克斯-多德森定律。

【考点45】学习动机成败归因理论

理论要点:归因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行为原因的推论过程。具体的

说,就是观察者对他人的行为过程或自己的行为过程所进行的因果解释和

推论。
能力:根据自己评估个人对该项工作是否胜任;
努力:个人反省检讨在工作过程中曾否尽力而为;
任务难度:凭个人经验判定该项任务的困难程度;
运气:个人自认为此次各种成败是否与运气有关;
身心状态:工作过程中个人当时身体及心情状况是否影响工作成效;
外界环境:如别人帮助或评分不公等

这六项因素作为一般人对成败归因的解释或类别,韦纳分别把这六个

因素纳入以下三个维度之内:
1、控制点:指当事人自认影响其成败因素的来源,是以个人条件(内

控),抑或来自外在环境(外控)。在此一向度上,能力、努力及身心状况三项

属于内控,其他各项则属于外控。
2、稳定性:指当事人自认影响其成败的因素,在性质上是否稳定,是否

在类似情境下具有一致性。在此一向度上,六因素中能力与工作难度两项

是不致随情境改变的是比较稳定的。其他各项则均为不稳定者。
3、可控性:指当事人自认影响其成败的因素,在性质上是否能否由个人

意愿所决定。在此一向度上,六因素中只有努力一项是可以凭个人意愿控

制的,其他各项均非个人所能为力。
成就动机的归因模式:

归因因素
稳定性 内外因 可控性

稳定 不稳定 内在 外在 可控 不可控

能力 + + +

努力 + + +

任务难度 + + +

运气 + + +

身心状况 + + +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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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46】学习迁移的类型

(1)正迁移和负迁移

(2)顺向迁移和逆向迁移

(3)垂直迁移和水平迁移

(4)一般迁移和具体迁移

【考点47】传统(早期)迁移理论

(1)形式训练说

(2)相同要素说(共同要素说)
(3)概括化理论(经验类化论)
(4)关系理论(关系转换说或转换理论)

【考点48】学习策略的分类

(一)认知策略

(1)复述策略

(2)精加工策略

(3)组织策略

(二)元认知策略

(1)计划策略

(2)监视(控制)策略

(3)调节策略

(三)资源管理策略

(1)学习时间管理

(2)学习环境的设置

(3)学习努力和心境管理

(4)学习工具的利用

(5)社会性人力资源的利用

【考点49】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1)问题情景与表征方式

(2)个体的智能与动机

(3)思维定势与功能固着

(4)原型启发与酝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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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情绪状态

【考点50】品德发展的阶段理论

(一)皮亚杰道德发展阶段论

皮亚杰将人的道德发展阶段分为:前道德阶段、他律道德阶段、自律道

德阶段、公正阶段。
1、前道德阶段

前道德阶段指儿童从刚出生到3岁的阶段,皮亚杰认为这一年龄时期的

儿童正处于前运算思维时期,他们对问题的考虑都还是自我中心的。他们

不顾规则,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招待规则。
2、他律道德阶段

他律道德阶段也称道德实在论阶段,指儿童从3岁到7岁的阶段,这是

比较低级的道德思维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单方面地尊重权威,有一种

遵守成人标准和服从成人规则的义务感;从行为的物质后果来判断一种行

为的好坏,而不是根据主观动机来判断;看待行为有绝对化的倾向;赞成来

历的惩罚,并认为受惩罚的行为本身就说明是坏的,还把道德法则与自然规

律相混淆,认为不端的行为会受到自然力量的惩罚。
3、自律道德阶段

他律道德阶段也称合作道德阶段,指儿童从7岁到12岁的阶段,皮亚杰

认为儿童大约在7~12岁期间进入道德主观论阶段,这个阶段的道德具有以

下几个特点:儿童已认识到规则是由人们根据相互之间的协作而创造的,因
而它是可以依照人们的愿望加以改变的;判断行为时,不只是考虑行为的后

果,还考虑行为的动机;儿童能较高地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并能较现实

地判断他人。
4、公正阶段

公正阶段指儿童从12岁之后的阶段,这个阶段,儿童的道德观念开始倾

向于公正。皮亚杰认为,当可逆的道德观念从利他主义角度去考虑时,就产

生了关于公正的观念。

(二)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1)前习俗水平(惩罚服从取向阶段;相对功利取向阶段)
(2)习俗水平(寻求认可取向阶段;遵守法规取向阶段)
(3)后习俗水平(社会契约取向阶段;普遍伦理取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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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51】教师职业道德特点

(1)教育的专门性

(2)要求的双重性

(3)内容的全面性

(4)功能的多样性

(5)行为的典范性和示范性

(6)影响的广泛性和深远性

(7)意识的自觉性

(8)境界的高层次性

【考点52】教师职业道德功能

(1)对教师工作的促进功能

(2)对教育对象的教育功能

(3)对社会文明的师范功能

(4)对教师修养的引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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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记忆口诀

一、简述如何运用记忆规律,促进知识的保持。
口诀:有意理解深加工,组块编码记忆术

过度学习150,阅读试忆相交替

复习方式多样化,集中分散相结合

(1)明确记忆要求,增强知识巩固的自觉性。
(2)深度加工材料、
(3)有效运用记忆术。尝试回忆与反复记忆相结合。
(4)进行组块化编码。
(5)适当过度学习。一般认为学习的熟练程度达到150%时,记忆效果

最好。
(6)合理进行复习。①及时复习;②分散复习;③反复阅读结合尝试

背诵。

二、简述有效迁移的策略或简述为迁移而教的一般建议。
口诀:目材编程策(木材变成车)
(1)科学精选教学材料;
(2)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3)合理编排教学程序;
(4)教授学习策略,提高迁移意识。
(5)合理确立教学目标

三、简述新课程倡导的教学观。
口诀:三个教学过程一学科结论

1.教学过程的课程创生与开发

2.教学过程的师生交往与互动

3.学科结论的过程价值

4.教学过程的人文关怀

四、简述学习动机的激发。
口诀:上课 布置作业 学习反馈 奖惩 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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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设问题情境,实施启发式教学(上课)
2.根据作业难度,恰当控制动机水平(布置作业)
3.利用学习结果的反馈作用(学习反馈)
4.妥善进行奖惩,维护内部学习动机(奖惩)
5.正确指导结果归因,促使学生继续努力学习(归因)

五、简述教学过程应遵循的基本规律。
口诀:教师直接掌握传授

1.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统一的规律

2.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统一的规律

3.掌握知识与发展智力相统一的规律

4.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相统一的规律

六、简述提高问题解决能力的教学。
口诀:双量双练加思考

1.提高学生知识储备的数量与质量

2.教授与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策略

3.提供多种练习的机会

4.培养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

七、学习动机的培养

口诀:两设置两利用一培养一注意

1.设置榜样

2.设置具体目标及达到目标的方法

3.利用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的互动关系培养学习动机

4.利用直接转化途径和间接转化途径培养学习动机

5.培养学习兴趣

6.注意学生的归因倾向

八、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记忆力

口诀:一增强二掌握三减少四培养

1.增强记忆的目的性

2.掌握良好的识记方法

3.根据遗忘规律,减少遗忘

4.培养良好的记忆规律

九、课外活动的特点

口诀:组织上形式上内容上过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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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上的自主自愿性

2.形式上的灵活多样性

3.内容上的灵活性和广泛性

4.过程的实践性

十、简述教育目的的功能

口诀:导向选择激励评价

1.教育目的的导向功能

2.教育目的的选择功能

3.教育目的的激励功能

4.教育目的的评价功能

十一、简述德育的基本原则

口诀:双导二施三结合

1.导向性原则

2.疏导性原则

3.因材施教原则

4.长善救失原则

5.个别教育与集体教育相结合原则

6.严格要求与尊重学生相结合原则

7.教育影响一致性与连贯性原则

十二、简述教师职业道德

口诀:三爱两人一终身

1.爱国守法(基本)

2.爱岗敬业(本质)

3.关爱学生(灵魂)

4.教书育人(根本)(载体)
5.为人师表)(内在)

6.终身学习(动力)

十三、简述我国教育目的的基本精神

口诀:根本是培养强调全面发展

1.社会主义是我国教育性质的根本所在

2.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3.培养受教育者的独立性和创新精神日益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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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5.使受教育者在道德才智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十四、简述德育的途径

口诀:家庭学校社会班级品德学科共青团

1.品德课和其他学科教学

2.社会实践活动

3.共青团和少先队教育

4.校级教育活动

5.班级教育活动

6.家庭工作

十五、简述教学的基本任务

口诀:德智体美双基

1.使学生掌握现代的科学系统文化知识,形成基本技能、技巧

2.发展学生智力,特别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3.发展学生体力,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4.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和能力

5.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十六、简述我国中小学常用的教学原则

口诀:直启巩循理因思及量

1.直观性原则

2.启发性原则

3.巩固性原则、

4.循序渐进原则(系统性原则)

5.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增加必要的乡土教材)

6.因材施教原则

7.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统一原则

8.及时反馈原则

9.量力性原则

十七、简述班集体具备的四个特征

口诀:目标结构准则氛围

1.明确的共同目标

2.一定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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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定的生活准则

4.集体成员之间相互平等、心里相容的氛围

十八、简述班集体的形成与培养的途径与方法

口诀:三建立(确立)一组织一培养

1.确定班集体的发展目标

2.建立班集体核心队伍

3.建立班集体正常秩序

4.组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5.培养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班风

十九、古代教育的特征

口诀:阶道专刻象

1.阶级性

2.道统性

3.专制性

4.刻板性

5象征性

二十、简述近代教育的特点

口诀:公义世法

1.公立教育崛起

2.初等义务教育普遍实施

3.教育的世俗化

4.教育的法制化

二十一、简述现代教育的特点

口诀:全民多现身

1.全民化

2.民主化

3.多元化

4.教育技术的现代化

5.终身化

二十二、夸美纽斯教育思想

口诀:寻大直智班泛(寻大侄子拌饭)
1.循序渐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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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著作《大教学论》是近代最早的一部教育学著作(萌芽)被称为教育

学之父

3.直观性原则

4.遵循自然原则

5.论述了班级授课制

6.提出泛智思想

二十三、赫尔巴特的主要教育思想

口诀:一(一个教育原则)二(两个理论基础)三(旧三中心)四(教学四阶

段),好普通《普通教育学》
1.提出教学要有教育性原则

2.教育学是建立在伦理学和心理学之上的

3.赫尔巴特是传统教育学派代表人物,主张旧三中心(教师、教材、课堂)
4.提出教学过程包括四个阶段:明了、联想、系统、方法

5.他的代表作是《普通教育学》,标志教育学成为一门规范独立学科,被
称为现代教育学之父,科学教育学之父。

二十四、杜威的主要教育思想

口诀:一(一本书民主主义与教育)三(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

学)三(学生、活动、经验中心)五(五部教学法)
1.反对传统的教育以学科教材为中心和脱离学生实际的做法,主张学生

在实际的生活中学习,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

2.以经验为基础,强调儿童的中心地位,提出新三中心:学生中学、活动

中心、经验中心

3.提出了五部探究教学法(困难、问题

假设、验证、结论)
4.他的代表作是《民主主义与教育》,实用主义思想

二十五、简述教育的文化功能

口诀:厚(传承)精(选择)博(融合)新(创新)
1.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

2.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

3.教育的文化融合功能

4.教育的文化创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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