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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633563.htm 1、人的本质：人之所

以为人的特有的质的规定性 马克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

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 

特点：自然性与社会的统一；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受动性和

能动性的统一 2、人的身心发展：人从出生到成长期间在身

心两个方面所发生的积极变化 人的身体的发展包括肌体的正

常发育和体质的增强两部分 人的心的发展指精神世界的发展

，包括心理过程和个性特征的发展以及真善美等 社会性的发

展 人的身心发展的影响因素：遗传、环境和教育 人身心发展

的物质前提是：遗传素质 人的生理成熟以性机能成熟为标志

，/考*试*大/心理成熟则以独立思考的能力，较稳定的自我意

识为标志。 3、遗传素质：人从上代继承下来的生理解剖上

的特点，如有机体的结构、形态等 是人身心发展的物质前提

4、人的自然属性：人是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属性（表现在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存在于自然之中，是大自然进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表现在人具有生物性和生理属性，但，人的自然

属性与动物的自然属性又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劳动和自我

意识上。 5、人的社会属性：人是社会存在物，具有社会属

性，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取决于生理遗传，而且取决于社会

遗传。 （人既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和

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的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物质前提，但

从根本上说，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属性。） 人的自然性和

社会性统一的观点，是科学教育观的重要出发点。教育培养



人，必须依据社会关系的需要并在社会关系中进行，在重视

人的社会性的一面的同时，也要重视人的自然性的一面，因

为人的自然性是客观存在物，忽视人的自然素质在教育中的

意义，就失去了教育的自然依据，但是如果片面强调人的自

然性的一面，就会犯“遗传决定论”的错误。 6、人是受动

性与能动性的统一 人的受动性人的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受

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一方面人要受 到自然环境和条件的限制

，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社会环境和条件的限制 人的能动性人的

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能动作用：首先表现在主体活

动的目的性、计划性和预见性上；其次表现在主体活动的选

择性上；再次表现在主体活动的创造性上，创造性是人的能

动性的最高表现。 总之：人既有受动性，又有能动性，人既

是主体，又是客体，是两者的统一，受动性是能动性的前提

和基础，但从根本上说，人的本质在于人的能动性。 在教育

学意义是科学教育管的客观依据，因为人具有受性，对人的

本性的改变和塑造才是可能的，人的发展才具有巨大的潜力

，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才能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人还具

有能动性，因此，在重视社会条件和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

基础上，还要把教育同人的自觉积极性结合起来，充分考虑

人的主观能动性，既要把学生看成教育活动的客体，又要把

学生看成教育活动的主体，既要发挥教育的主导作用，又要

尊重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坚持人的受动性和人的能动性

相统一的观点，就是坚持把教育的主体和客体、学生的自觉

能动性与教师的主导作用相统一的观点。 7、人是共性与个

性的统一： 人的共性存在于人类一般之中、贯穿于人类一切

历史阶段之上，使人根本有别与动物的特性。/考试大/这是



由于人的本质、人的心理发展的继承性和社会生产力、社会

精神文化发展的继承性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人的个性单个人

所具有的属性或特征的总和，他表示的是某个人区别于其他

人的特殊性 在教育学意义要求我们在教育上一方面坚持教育

的统一目的，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实施全面教育，使每个人

都获得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坚持在个人全面发展

的基础上发挥个人的特长，只有既面向全体学生，坚持统一

的教育目标，又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的个性，才是科学的教

育管的体现。 个性包含共性，共性通过个性表现出来 8、人

的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教学策略： 1个体身心发展的顺序

性人的身心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

变到质变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 个体身心发展的顺序性要

求教育工作要循序渐进，一切知识技能的传授、智力的发展

、体质的增强、思想品德的培养，都要遵循由具体到抽象、

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低到高的顺序，既不要拔苗助长也

不要压抑学生的发展。 2个体身心发展的阶段性个体身心阶

段性的发展表现为前后相邻的阶段进行着有规律的更替，在

前一个阶段准备了向后一个阶段的过渡。 个体身心发展的阶

段性决定了教育工作必须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分阶段进

行，在教育教学的要求、内容和方法上不能搞一刀切，既不

能把小学生当做中学生看待，也不能把初中生和高中生混为

一谈，另外，注意各阶段间的衔接和引渡工作。 3个体身心

发展的不均衡性个体身心发展的不均衡性表现有2个，一是同

一方向的发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二

是不同方面发展的不均衡性，有的方面有较早的年龄阶段就

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有的则要较晚的年龄阶段才能达到较高



的水平。 发展关键期或最佳期的概念是心理学家根据人的身

心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来的 为了有效的促进个体身心的发展

，教育、教学工作要抓住关键期，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

最好的效果。 4个体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性在个体的身心发

展中，由于遗传、环境、教育和自身主观能动性的不同，存

在着个别差异，首先 表现为不同儿童在同一方面的发展，其

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其次，个别差异性表现在不同发展方

面的相互关系上，再次 个别差异表现在不同儿童所具有的不

同个性心理倾向上。 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儿童身心发展的共同

特征，充分重视每个学生的个别差异，做到因材施教，有的

放矢，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和积极性，选择最有效的教育

途径，使每个学生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 5个体身心发展

的互补性互补性反映身心发展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指肢体某一部分的机能受损甚至缺失后，可以通过其

他方面的超常发挥得到补偿，其次，指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

之间的互补。 比如：盲人的触觉、听觉一般非常灵敏。坚强

的意识能帮助人战胜肢体的残缺。失去双手的人可以用口来

写字。 互补性要求教育者首先要对全体学生，特别是生理或

心理机能发生障碍，学业成绩落后的学生树立坚定的信心，

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方面的补偿性的发展来达到一一般正

常人一样或相似的发展水平，其次 要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

特别要善于发现他们的优势，扬长避短、长善救失，激发他

们自我发展的信心和勇气，通过他们自己的精神来达到其身

心的协调、统一的发展。 循序渐进的教育要求是根据个体身

心发展的顺序性规律提出来的； 发展关键期的概念是根据人

的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提出来的； 因材施教的思想则体现



了个体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性的规律 9、遗传素质在人的发

展中的作用：辨证唯物主义者认为，%百考试题%遗传素质在

人的发展中有一定的作用，遗传素质是人发展的物质前提，

是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遗传素质为人的身心发展提供了可

能性， 遗传素质的成熟程度制约着人的身心发展的过程和阶

段 遗传素质的差异性在构成身心发展的个别特点上有一定的

影响。 10、遗传决定论：代表：英国高尔登 美国霍尔（认为

：人的发展完全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是一种过分强调遗传

在人的发展中作用的教育思想； 提出“遗传决定论”则是错

误的，它只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因素，是

一种片面的观点。虽然遗传素质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一定的

作用，但他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遗传素质本

身也可以随着环境和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改变而改变。 11、环

境决定论：代表：美国 华生 过分夸大环境的影响，认为人的

发展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看作

是环境的消极产物， 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有重要

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人的发展程度的范围，社

会关系影响着人发展的方向和性质。脱离人的社会环境，人

的正常发展就会中断，但环境不能决定人的发展，人接受环

境的影响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一个积极能动的过程，表

现在人是通过实践活动接受环境的影响并获得发展的，人在

实践过程中，既接受环境的影响，也改造着环境，并在改造

环境的过程中改造自己，一方面环境对人的影响还要受到人

们已有的知识、经验以及在这种知识、经验基础上产生的需

要和兴趣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同样的环境在不同人身上可

以产生不同的作用 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



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起决定意义。 12、教育万能论：代表：

（英国）洛克（德国）康德 认为人的发展完全由教育决定， 

对教育作用的高度评价对认识教育在人发展中的作用具有一

定的意义，把教育视为人发展的决定因素，就夸大了教育的

作用，因为人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由教育决定的，而是各种条

件综合作用和人多方面实践活动的结果，教育在人的发展中

起主导作用只是相比较而言的，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如果

没有遗传为之提供相应的生物前提，没有环境的积极配合，

没有社会发展作为物质基础，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

教育要发挥它的主导作用也是不可能的。 13、教育在人的发

展中起主导作用：从广义上说，教育是环境的一部分，是一

种经过有目的地选择和提炼的特殊环境，这就决定了它的特

殊作用，即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教育具有明确的目

的性和方向性；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系统性；具有高度的组

织性；教育可以激发和发展教育者的潜能；对各种环境加以

控制和利用 14、教育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教育的自身状况

是教育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和前提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

家庭环境的效应；社会发展状况 15、教育是自身状况是教育

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它主要包括：物质条件、教师

队伍、教育管理等方面 影响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

主观方面的家庭因素有：家长文化程度，家庭的气氛、家长

的期望水平、家庭的自然结构、家庭教育方式 影响教育在人

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主观方面的社会因素有：生产力水平

，科技发展，社会环境，社会文化传统和民族心态，公民整

体素质 16、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最高表现是：创造性 17、人的

身心发展的装和程度是：成熟 18、布鲁姆通过大量研究表明



，儿童智力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是：5岁之前 19、格塞尔的同卵

双生子爬楼梯实验充分说明了遗传素质的成熟程度是教育的

重要条件 20、人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21、人

的发展是指人的身体和心理发展 22、一般来讲，小学阶段相

当于人生发展的童年期 23、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人发展

的：程度 范围 24、社会关系影响人发展的：方向 性质 均衡

性表现有2个，一是同一方向的发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发展

速度是不平衡的，二是不同方面发展的不均衡性，有的方面

有较早的年龄阶段就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有的则要较晚的年

龄阶段才能达到较高的水平。 发展关键期或最佳期的概念是

心理学家根据人的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来的 为了有效的

促进个体身心的发展，教育、教学工作要抓住关键期，以求

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好的效果。 个体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

性在个体的身心发展中，由于遗传、环境、教育和自身主观

能动性的不同，存在着个别差异，首先 表现为不同儿童在同

一方面的发展，其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其次，个别差异性

表现在不同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上，再次 个别差异表现在不

同儿童所具有的不同个性心理倾向上。 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儿

童身心发展的共同特征，充分重视每个学生的个别差异，做

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和积极性，

选择最有效的教育途径，使每个学生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

。 个体身心发展的互补性互补性反映身心发展各个组成部分

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指肢体某一部分的机能受损甚至缺失

后，可以通过其他方面的超常发挥得到补偿，其次，指生理

机能和心理机能之间的互补。 比如：盲人的触觉、听觉一般

非常灵敏。坚强的意识能帮助人战胜肢体的残缺。失去双手



的人可以用口来写字。 互补性要求教育者首先要对全体学生

，特别是生理或心理机能发生障碍，学业成绩落后的学生树

立坚定的信心，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方面的补偿性的发展

来达到一一般正常人一样或相似的发展水平，其次 要掌握科

学的教育方法，特别要善于发现他们的优势，扬长避短、长

善救失，激发他们自我发展的信心和勇气，通过他们自己的

精神来达到其身心的协调、统一的发展。循序渐进的教育要

求是根据个体身心发展的顺序性规律提出来的； 发展关键期

的概念是根据人的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提出来的； 因材施

教的思想则体现了个体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性的规律 9、遗

传素质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辨证唯物主义者认为，遗传素

质在人的发展中有一定的作用，遗传素质是人发展的物质前

提，是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遗传素质为人的身心发展提供

了可能性， 遗传素质的成熟程度制约着人的身心发展的过程

和阶段 遗传素质的差异性在构成身心发展的个别特点上有一

定的影响。 10、遗传决定论：代表：英国高尔登 美国霍尔（

认为：人的发展完全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是一种过分强调

遗传在人的发展中作用的教育思想； 提出“遗传决定论”则

是错误的，它只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因素

，是一种片面的观点。虽然遗传素质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一

定的作用，但他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遗传素

质本身也可以随着环境和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改变而改变。11

、环境决定论：代表：美国 华生 过分夸大环境的影响，认为

人的发展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

看作是环境的消极产物， 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有

重要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人的发展程度的范围



，社会关系影响着人发展的方向和性质。脱离人的社会环境

，人的正常发展就会中断，但环境不能决定人的发展，人接

受环境的影响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一个积极能动的过程

，表现在人是通过实践活动接受环境的影响并获得发展的，

人在实践过程中，既接受环境的影响，也改造着环境，并在

改造环境的过程中改造自己，一方面环境对人的影响还要受

到人们已有的知识、经验以及在这种知识、经验基础上产生

的需要和兴趣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同样的环境在不同人身

上可以产生不同的作用 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

分，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起决定意义。 12、教育万能论：代

表：（英国）洛克（德国）康德 认为人的发展完全由教育决

定， 对教育作用的高度评价对认识教育在人发展中的作用具

有一定的意义，把教育视为人发展的决定因素，就夸大了教

育的作用，因为人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由教育决定的，而是各

种条件综合作用和人多方面实践活动的结果，教育在人的发

展中起主导作用只是相比较而言的，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如果没有遗传为之提供相应的生物前提，没有环境的积极配

合，没有社会发展作为物质基础，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

动，教育要发挥它的主导作用也是不可能的。 13、教育在人

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从广义上说，教育是环境的一部分，

是一种经过有目的地选择和提炼的特殊环境，这就决定了它

的特殊作用，即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教育具有明确

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系统性；具有高度

的组织性；教育可以激发和发展教育者的潜能；对各种环境

加以控制和利用 14、教育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教育的自身

状况是教育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和前提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



动；家庭环境的效应；社会发展状况 15、教育是自身状况是

教育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它主要包括：物质条件、

教师队伍、教育管理等方面 影响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

用的主观方面的家庭因素有：家长文化程度，家庭的气氛、

家长的期望水平、家庭的自然结构、家庭教育方式 影响教育

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主观方面的社会因素有：生产力

水平，科技发展，社会环境，社会文化传统和民族心态，公

民整体素质 16、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最高表现是：创造性 17、

人的身心发展的装和程度是：成熟 18、布鲁姆通过大量研究

表明，儿童智力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是：5岁之前 19、格塞尔的

同卵双生子爬楼梯实验充分说明了遗传素质的成熟程度是教

育的重要条件 20、人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21

、人的发展是指人的身体和心理发展 22、一般来讲，小学阶

段相当于人生发展的童年期 23、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人

发展的：程度 范围 24、社会关系影响人发展的：方向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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