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全国统一成人高考《教育理论》考点归纳

教育学部分

1.理解和掌握收育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把握当前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

问题。

2.识记教育学涉及的基本概念，对教育学体系中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如教育学的

研究对象、教育学的发展状况；款育的本质，职能和规律：教育目的：教育制度：

就师和学生：教学理论和实践：德育理论和实践：理主任工作：课外校外教育等

有较全面准确的认识和理解。

3.能运用教育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教育的实现问题，具有分析和能决教

育和教学实践问题的初步能力。

心理学部分

1.理解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科学地认识各种心理现象，并

掌握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脱律。

2.理解心理学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理解并掌握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感觉和知

觉，注意、记忆、思维和想象、情绪与意志、需要与动机。技能、能力、人格，

社会态度与行为，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等心理活动及心理特征的分类和基本规

律。

3.运用心理学的概念、原理，理论与方法，对教育教学工作及日常生活中的心理

问题进行分析、辨别，解释和说明。

4.能够综合运用心理学理论与知识，分析当前学校教育教学及社会生活中的心现

学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心理学依据与策略，具备分析与处理教育实践问题的

能力。

复习考试内容

一、绪论

【要求】

1.掌握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2.理解教育学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以及各阶段的概况，识记各阶段的主要教育家

及其代表作，主要教育观点。

3.理解当代教育学的发展趋势，出现的新的教育理论和思想，思考学习教育学对

教育教学工作的意义。

1、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

教育现象包括教育社会现象和教育认识现象：教育现象被认识和研究。便成为教

育问题；教育规律是政育内部诸因素之间、教育与外部诸因素之间内在、本质，

必然的联系。

2、教育学的研究任务

阐明教育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揭示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给教育理论和实践

工作者以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培养合格的人才服务。

3、教育学与教育方针政策、教育实践经验的关系

教育学不等于教学方针政策



教育学不等于教育实践经验

4.教育学与教育科学

教育科学已形成一个具有多个分支学科的庞大的科学体系，教育学是虑大教育科

学体系中的需础学科。

教育学的发展概况

教育学的萌芽阶段

我国春秋末年出现的世界上第一部教育文献《学记》；孔子的（论语）；孟子的

《孟子》；老子的《老子》；庄子的《庄子》；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守仁的

《传习录》；无名氏的《大学》；韩愈的《师说》等。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教育》等。

独立形态教育学的产生

英国管学家培根作为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提出归纳法，为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

方法论的基础，首次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了出来。捷克教育家夸美纽

斯 1632年出版的《大教学论》.被看作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述教育问题的教育学专

著。其后，陆续出现了一系列对后世有影响的教育家及教育代表作：[英］格克

的（教育漫话》、[法］卢梭的《爱弥儿》、[瑞］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和葛杜

德》、[德］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德］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英］

斯宾塞的（教育论》，[俄］乌申斯基的《人是教育的对象》、[美］杜威的《民

本主义与教育》。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杜威的最最主要的教育理论观点。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建立

前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的《国民款育与民主制度》、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

教育》、马卡连何的《论共产主义教前》和《教育诗》，凯洛夫的《教育学》及

主要理论观点。我国最早以马范思主义为指导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是畅贤江的

《新教育大型》（1930年）。

4、教育学发展中逐渐形或的理论派别

（1）实验教育育学，德国教育家梅伊曼的（实验教育学纲要）和拉伊的（实验

教育学》，实验教育学的主要观点。

（2）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德国教育家狄尔泰的《关于普遍妥当

的教育学的可能》斯普朗格的《教育与文化》、利特的《职业陶冶、专业教育、

人的陶冶》，文化教育学的主要观点。

（3）实用主义教育学，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克伯屈的《设

计教学法》实用主义教育学的主要观点。

（4）批判教育学，美国鲍尔斯与金蒂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布厄

迪尔的《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阿普尔的《教育与权力》、吉鲁的《批

判教育学、国家与文化斗争》，批判教育学的主要观点。

当代教育学理论的新发展

前苏联教育家赞科夫的《教学与发展》.其中提出高难度、高速度、理论知识起

指导作用、使学生理解学习过程、使全班学生包括差生都得到一般发展的五条新

的教学原则，教学与发展的关系，巴拉诺夫的《教育学》、巴班斯基的《教学过

程最优化》、阿莫纳什维利的《合作教育学》以及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

议》、《把整个心灵献给儿重》。美国教育家布鲁纳的《教育过程》，其中提出



“结构主义学说”和“发现法”的教学方法，德国教育家根舍因的“范例方式教学理

论”，瑞士教育家皮亚杰的《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

学习教育学的意义

1.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提高贯彻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2.有助于规固热爱教育事业的学业思想，全面提高教师的素养。

3.有助于认识和掌握教育规律，提高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水平和能力。

4.有助于推动学校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研究。

二、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基本规律

【要求】

1．识记教育、遗传、环境等概念以及各个社会历史时期有关的教育内容、目的。

2．掌握和理解教育的社会属性及教育的两大基本规律。

3．运用上述教育基本原理解释和说明有关教育现象。

（一）教育的本质

1．教育的基本概念

（1）广义的概念： 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人的智力和体

力，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2）狭义的概念：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按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和受教

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

影响的社会活动。

（3）有时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同义语使用

2．教育的属性

（1）教育的本质属性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2）教育的社会属性

①教育具有永恒性。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它是一个永恒的范畴。

教育的两大职能：一是使新生一代适应现存的生产力，作为生产斗争的工具；二

是使新生一代适应现存的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②教育具有历史性。

③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具体表现在：教育具有自身的继承关系；教育要受其他

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不能将其独立性绝对化。

3．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1）教育的起源

历来存在的两种错误的教育起源理论：以法国利托尔诺为代表的教育生物起源

论；以美国孟禄为代表的教育心理起源论。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起源说。

（2）教育的发展

①原始社会的教育概况。

②古代社会的教育，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教育。

我国奴隶社会学校名称——庠、序、校等，教育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欧洲奴隶社会曾出现过两种著名的教育体系——斯巴达教育和雅典教育，

前者重视培养骁勇的军人、武士，教育内容几乎完全是军事体操教育，后者重视

培养多方面发展的人，教育内容包括政治、哲学、文学、艺术、体操等许多方面。



欧洲封建社会的两种教育体系——教会教育和骑士教育，前者培养教士和僧侣，

教育内容是七艺：包括三科（文法、修辞、辩证法），四学（算术、几何、天文、

音乐），但各科都贯穿神学；后者培养封建骑士，教育内容是骑士七技：骑马、

游泳、击剑、打猎、投枪、下棋、吟诗。

③现代社会的教育，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资本主义

社会的教育概况及出现的新的改革；社会主义教育的特点。

（二）教育的基本规律

1．教育与社会发展相互制约的规律

（1）教育与生产力相互制约

①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作用（生产力对教育目的、内容，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

学校结构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组织形式的制约）；② 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

用（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手段；教育是科学知识技术再生产的手段；教育

是生产新的科学知识技术的手段）。

（2）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互制约

①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性质、目的、领导

权、受教育权等方面的制约）

②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反作用（教育培养出具有一定阶级意识的人，维护

和巩固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教育通过影响社会舆论、道德风尚为政治经济

制度服务；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起决定作用）。

2．教育与人的发展相互制约的规律

（1）影响人的发展的主要因素

①遗传的概念，遗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②环境的概念，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人对环境的反映是能动的反映；

③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制约，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教育起主导作用的原

因。

（2）人的发展对教育的制约

①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顺序性和阶段性，循序渐进地促进人的发展；

②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不均衡性，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期，施以相应的教育；

③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稳定性和可变性，既考虑稳定性，不任意改动教育内容

和方法，又注意可变性，充分挖掘儿童的发展潜力；

④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个别差异性，做到因材施教。

三、教育目的

【要求】

1．识记教育目的、体育、美育等概念以及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方针。

2．理解教育目的的理论依据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3．明确体育、美育的意义、任务，体育的组织形式和美育的实施途径。

（一）教育目的的意义

1．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的概念

教育目的规定了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培养人的质量规格标准，是对

受教育者的一个总的要求。培养目标一般是指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具

体化。

2．教育目的的意义



（1）教育目的既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教育工作的归宿；

（2）教育目的对提高教育质量有指导意义。

（二）确立教育目的的依据

1．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1）旧式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

（2）机器大工业生产提供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可能

（3）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惟一途径

2．社会生产方式

（1）教育目的受社会生产力制约

（2）教育目的也受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以这种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观点、政治

制度和政治设施的制约

3．人的自身发展需要

4．教育目的的确立

在教育目的的确立依据问题上教育史上形成的两大理论观点：

（1）个人本位论及主要观点

（2）社会本位论及主要观点

（三）我国的教育目的

1．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基本点

（1）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者，或者说培养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国教育目的的本质要求

（2）使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是我国教育目的中对受教育者的素质

要求

（3）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我国教育目的的根本途径

2．我国的教育方针

（1）1957年颁布的教育方针

（2）1958年颁布的教育方针

（3）1981年颁布的教育方针

（4）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素质教育

（1）概念：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

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的教育。

（2）意义

（四）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

1．德育（详见德育理论与实践部分）

2．智育

（1）智育的意义

①智育在社会文明建设中起着不可缺少的和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②智育在全面发

展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智育的任务



①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培养基本技能技巧；②发展学生的智力。

智力是指保证人们有效地进行认识活动的那些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综合；它包

括观察力、想像力、思维力、记忆力、注意力等因素，其中思维能力是决定性的

因素。

3．体育

（1）体育的概念

以身体活动为基本内容，促进人的身心发展的培育人塑造人的过程。

（2）体育的意义

① 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发展，增强学生的体质；

② 体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③ 青少年一代的身心健康水平，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强弱盛衰。

（3）体育的任务

① 增强学生体质（根本任务），其中包括促使学生正常发育和身体各器官机能

的发展，全面发展学生身体素质和人体基本活动能力，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

②向学生传授体育和卫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③通过体育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④向国家输送优秀体育运动员，促进我国体育水平的提高。

（4）体育的内容

田径、体操、球类、游戏、游泳、武术、军事体育。

（5）体育的组织形式

①体育课（基本组织形式）；②早操、课间操；③课外体育锻炼；④运动队训练；

⑤运动竞赛。

4．美育

（1）美育的概念

是通过现实美和艺术美打动学生感情，使学生在心灵深处受到感染和感化，从而

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审美观点，具有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

教育。

（2）美育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意义

①美育能促进学生智力发展，扩大和加深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②美育能促进学生科学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形成；

③ 美育能促进体育，美育有怡情健身作用。

（3）美育的任务

① 使学生具有正确的审美观和感受美、鉴赏美的知识和能力；

② 培养学生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③ 培养养学生的心灵美和行为美。

（4）美育的实施途径

①通过各科教学和课外文艺活动实施美育；

②通过大自然实施美育；

③通过社会日常生活实施美育。

（5）劳动技术教育

（1）劳动技术教育的意义



① 劳动技术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促进学生优

良品德的发展，有利于掌握知识，形成技能，发展智力，还能促进学生体质增强；

②有利于完成升学和就业双重任务，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2）劳动技术教育的任务

①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养成正确的劳动态度和习惯；

②教育学生初步掌握一些基本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

（3）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

①现代工业和手工工艺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能；

②农、副业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能；

③服务性劳动的知识和技能。

（4）劳动技术教育的途径

①通过校办工厂（或车间）和农场（或实验园地）的劳动进行劳动技术教育；

②通过参加校外的工厂、农场或农村的劳动进行劳动技术教育；

③通过服务性劳动，尤其是社会公益劳动进行劳动技术教育。

四、教育制度

【要求】

1．识记教育制度的概念和建立学制的依据。

2．了解我国现代学制的沿革概况，主要指现代学制颁布的年代及学制名称。

（一）教育制度的概述

1．教育制度的概念

（1）广义概念

指国民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其国民教育目的，从组织系统上建立起来的

一切教育设施和有关制度。

（2）狭义的概念

指学校教育制度，简称学制，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总体系，具体规定各级

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目的、要求、入学条件、学制年限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

系。

2．建立学制的依据

（1）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状况

（2）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3）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

（4）本国学制的历史发展和国外学制的影响

（二）我国现代学制的沿革

1．旧中国的学制

（1）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未实行）

（2）1903年颁布“癸卯学制”（实行新学制的开端）

（3）1912年颁布“壬子癸丑学制”
（4）1922年颁布“壬戌学制”（又称新学制，六三三制，以美国学制为蓝本）

三、教师与学生

【要求】

1．了解教师的作用。

2．理解教师的劳动特点、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以及正确的师生关系。



3．掌握教师应具备的素养。

（一）教师

1．教师的作用

（1）教师是人类文化知识的传递者，对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有承前启后的桥

梁作用

（2）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青少年一代的成长起关键作用

（3）教师是教育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2．教师的任务和教师劳动的特点

（1）教师的任务

教师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

（2）教师劳动的特点

①复杂性、创造性；②连续性、广延性；③长期性、间接性；④主体性、示范性。

3．教师的素养

（1）职业道德素养

①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②热爱学生；③集体协作的精神；④严格要求自己，

为人师表。

（2）知识素养

①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②精深的专业知识；③广博的文化基础知识；

④必备的教育科学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各科教材教法等方面的知识。

（3）能力素养

①组织教育和教学的能力；②语言表达能力；③组织管理能力；④自我调控能力。

（二）学生

1．特点

（1）学生是教育的对象（客体）

①依据；②表现。

（2）学生是自我教育和发展的主体

①依据；②表现在三个方面：自觉性，独立性，创造性。

（3）学生是发展中的人

2．发展阶段

（1）学生年龄特征的概念

是指青少年学生在一定社会和教育条件下不同年龄阶段所形成的一般的、典型

的、本质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特征。

（2）青少年学生的年龄分期

① 婴儿期（又称先学前期，相当于托儿所阶段）——出生至三岁；

②幼儿期（又称学前期，相当于幼儿园阶段）——三岁至五六岁；

③童年期（又称学龄初期，相当于小学阶段）——五六岁至十一二岁；

④少年期（又称学龄中期，相当于初中阶段）——十一二岁至十四五岁；

⑤青年初期（又称学龄晚期，相当于高中阶段）——十四五岁至十七八岁。

（三）师生关系

1．师生关系的意义

2．我国新型师生关系的特点

（1）尊师爱生



（2）民主平等

（3）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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