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教育学大纲解读群：741031568 进群领取完整版大纲解析 PDF

1 / 6

2022 考研教育学统考 311 大纲解读及备考建议

来源：文都比邻教育学教研

一、和 2021 年大纲对比

与 2021 考研大纲相比，2022 考研大纲有很大变化。

今年大纲发布时间是 9 月份。根据前两年报考数据预测，今年的报考人数应该会进一步

增多，可以预想今年的考试难度。

二、变化解读

1.新增考点“86 个”

2022 大纲新增 86 个考点，减少 2个考点，约 1109 个。新增考点占总考点的 8%左右。

其中，教原和教研变化最大。

2.新增题型“情境题”

2022 大纲在“试卷题型结构”部分，添加说明“简答题含情境问题，要求根据提问简

要作答。”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出题形式更为灵活，死记硬背很难拿高分，需要同学们把所

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考察学生的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

在大纲第 44 页还罗列了可能的真题样例。比如，利用“两难故事”的情境考察道德理

论，“中学采用不同教学法”的情境考察教育研究法步骤和统计方法。

3.教研新增“教育叙事研究”

教研新增第八章“教育叙事研究”，共计 15 个考点。这个知识点属于相对比较新的教

育研究方法，被认为是教师专业化发展和中小学校本研修的重要方式，在中小学教师的教育

研究中有独特的价值，有利于教师改进教学、结合教育研究和实践。今年大纲新增这个考点，

也可看出对于教育学本身专业功底的考查。这种教学方法主要在宁虹《教育研究导论》这本

教材中，需要同学们补充学习。

4.深入体现学科融合的特点

今年的新大纲，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第三章新增了考点“学

习与脑”其中设计到了“神经元的结构与功能”“记忆与大脑加工”等。可见今年的考情有

倾向心理学相关知识点，同学们在备考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学科之间的融合性，做到活学活用。

5.表述更明确，更体现我国特色

比如，教原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与改革”，第七章“我国中小学课程目

标及其演变。”等都反映出结合我国特色和国情的考查。

再如，全面发展教育由“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明确为 2022 年“德智体美劳”的

发展。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构成在不同教材有多种表述，《十二校联编》里是“德智体美”，

王道俊《教育学》里是“德智体美综合实践活动”。而本次大纲明确为“德智体美劳”，也

是把这个考点的内涵更为具体和明确。习主席曾在某次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要努力构

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马工程的《教育学原

理》中全面发展教育的内涵与大纲表述一样，要特别提醒同学们关注这本教材，今年很多院

校（如河北师大 333）已经在大纲中明确指定了这本书，教育学本科也逐渐强调这本书为在

读必学教材。

6.特别关注教育热点和新型教育改革

今年新大纲中尤其关注职业教育，在教原第五章和中教史第十章均有体现。另外，新增

“媒介对教育的影响和制约”“逆向设计教学模式；问题教学模式；项目探究教学模式；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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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混合教学”“角色扮演法；情境模拟法”等前沿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等。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30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考查内容结构

1.必答题为 270 分，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教育学原理约 100 分

中外教育史约 100 分

教育心理学约 40 分

教育研究方法约 30 分

2.必选题为 30 分，考生必须在两道试题中选取一道作答。第 1 道题考查教育心理学的

内容，第 2 道题考查教育研究方法的内容。考生若两题都回答，只按第 1 道题的成绩计入总

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单项选择题 4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90 分

辨析题 3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45 分

简答题 5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75 分

分析论述题 3 小题，每小题 30 分，共 90 分

说明：简答题含情境问题，要求根据提问简要作答。

四、考点数量和各科目分布

2022 考研大纲总考点约 1104 个，新增 90 个考点，减少 2个考点。新增考点占总考点

的 8%左右。

（一）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原理部分的考点最多，约 288 个，新增 31 个。各章节考点分布数量表：

教育学原理（共 288 个）

第一章 教育学概述 13

第二章 教育及其产生与发展 28

第三章 教育与社会发展 25

第四章 教育与人的发展 14

第五章 教育目的与培养目标 20

第六章 教育制度 17

第七章 课程 37

第八章 教学 78

第九章 德育 38

第十章 教师与学生 18

（二）中外教育史

中外教育史部分的考点约 443 个，中教史约 210 个，新增 4 个考点；外教史约 230 个，

新增 17 个考点。各章节考点分布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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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教育史（共 417 个）

第一章 中国古代教育 107

第二章 中国近代教育 56

第三章 中国现代教育 47

第四章 外国古代教育 49

第五章 外国近代教育 83

第六章 外国现代教育 100

（三）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部分的考点约 145 个。新增 10 个考点；各章节考点分布数量表：

教育心理学（共 138 个）

第一章 教育心理学概述 8

第二章 心理发展与教育 18

第三章 学习及其理论解释 39

第四章 学习动机 15

第五章 知识的建构 13

第六章 技能的形成 9

第七章 学习策略及其教学 12

第八章 问题解决能力与创造性的培养 20

第九章 社会规范学习与品德培养 11

（四）教育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方法部分的考点约 232 个，新增 27 个考点，第八章为新增章节；减少 2 个考

点；各章节考点分布数量表：

教育研究方法（共 232 个）

第一章 教育研究概述 41

第二章 教育研究的选题与设计 23

第三章 教育文献检索 18

第四章 教育观察研究 19

第五章 教育调查研究 50

第六章 教育实验研究 25

第七章 教育行动研究 7

第八章 教育叙事研究 15

第九章 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布 26

第十章 教育研究报告的撰写 7

五、各科目特点解析

（一）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原理部分在教育学考研中的分值约 100 分，占到了教育学考研专业课总分 300

分中的三分之一，因此它是教育学考研的核心科目。教育学原理的内容比较庞杂，理论化知

识多，这就要求考生在复习备考时应以理解为主，在理解基础上重点记忆。

考生要对教育学原理有一个总体性、框架性的了解，复习要大面积撒网，因为历年真题

中知识点的覆盖面很广。建议考生正确记忆教育学的基本事实和基本概念，准确理解教育学

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适当关注当前教育理论的发展前沿动态和教育实践中的热点重点问

题；能够运用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教育的实际问题，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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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二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与改革”、第三章的“媒介对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教育的生态功能”、第八章“项目探究教学模式”“STEM 教学模式”等均反映了考试性

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最新热点。如此说来，平时多注意、多留心教育实践的热点还

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二）中外教育史

中外教育史部分的分值共占 100 分左右，基本和教育学原理的分值相当。偏向于出选择

题和简答题，但是每年也都会有一个大题，或是二者的结合，或是单一出题。

考生在备考教育史的时候要紧紧把握两条线：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在这两条线的

基础上可以进行纵向的历史梳理，也可以进行横向的中外教育比对。

教育思想史的复习，要抓住主要的思想家和主要的思想流派，了解他们的主要著作和主

要观点，以及教育思想的传播、影响和历史意义。教育制度史指人类教育活动制度化的过程，

包括机构史、政策史和立法史。中国制度史要与朝代联系，外国制度史要与国别联系。

在历年真题中，中教史的客观题考察范围广泛，考生在备考时要大面积撒网。主观题主

要集中在私学兴起时期的各个教育家、近代教育改革、现代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等。外教史部

分则重点考察近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复习中外教育史一定要细致，尊重历史，

不可含糊，记清楚哪位人物提出了什么观点、哪个学校类型是哪个时代的。除了肯花时间、

下功夫，更要注重理解去识记。比如运用台阶图学习、表格记忆法等高效的学习方法。

（三）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部分在统考中必做题占约40分的量，而在选做题中也有一个30分的论述题，

因此也要以在复习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对于很多跨专业的考生来说教育心理学有一定的难

度，因为它包含很多心理学的专业术语，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就很难理解。所以考生要对教

育心理学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备考时把所复习的知识运用到现实的教育实践中来，这样有助

于理解和记忆。同时，融会贯通教育学原理的知识也是尤为重要，毕竟教育心理学侧重于它

在实际教育中的运用。

教育心理学部分几乎每章都是重点，通过分析历年真题可看出基本每一章都是重点，但

是辨析、简答、论述题比较偏重于与“学习”有关的知识点：学习及其理论、学习动机、学

习策略等。从难度上讲，教育心理学的总体难度较大，考生要下大功夫掌握各个知识点，灵

活应对考试。

（四）教育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方法部分在考研中占有必答题约 30 分左右，而选答题也有一道大题，供学生

选择，在选择题中也有 7 道左右教育研究方法的题目，所以在教育研究方法的复习过程中在

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的同时要进行重点复习。

教育研究方法与实际联系十分密切，其中比如教育研究的选题和设计、研究报告的撰写、

教育观察研究、教育调查研究、教育实验研究等都是动手操作性强的知识点。近几年真题中

论述题的部分大都与教育实验研究、教育观察研究有关，建议考生重视对教育实验研究和观

察研究部分的理解和运用，最好在复习时结合一些实际案例来帮助理解和记忆。大纲中还有

一些知识点虽然不一定会考查，但是是同学们读研期间必然会用到的基本技能，比如 spss

在教育资料定量分析中的应用。因此，提醒大家高效复习，切不可迷失在巨多的考点中，偏

离重点，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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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学统考 311 命题规律

（一）常考知识点在历年真题中经常“变着法”考查，变换题型甚至只是相关知识点

的扩展。

如，2013 年考查选择题“广文馆重视科举考试”，2021 年选择题“唐代面向科举考试

设立的学校是广文馆”。这几乎是原题复现。

（二）考点分布相对集中，某些知识点经常考，虽然某些知识点不常考查，但在复习

时要全面，重基础。

如，2007-26,2008-29,2012-33,2014-31,2018-30,2021-33 等都在考查苏联现代教育制

度改革，这属于常考知识点。再如，太学、文翁兴学和鸿都门学的先后顺序，这个知识点的考

查验证了一句话，天道酬勤。投机取巧不可取，踏踏实实才必胜。因此，提醒咱们 2022 考

生继续加油，打牢基础，不放掉细节知识点和不太可能考查到的知识点，不在考前“捉襟见

肘”，把知识点“横扫而光”，以增加考上的胜算！

（三）关注教育热点和实事，胜算会更大。

2021 年论述题第 54 题，分值 30 分，考查的是教育公平问题和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等，如果同学们在备考期间，关注教育热点话题，这道题会更得心应手。对于 2022 考研，

需要关注“职业教育的改革”。“双减”等教育政策。同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教育史上的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成功经验，也要特别留意。

（四）个别题目难度较大，整合性强。

2021 年分析论述题 55 题需要把孔子、墨子和庄子进行比较和评价，这些题目不是在平

常学习过程中死记硬背之后便可作答出来的。再比如，论述题 56 题把《中国高考评价体系》

和创新能力结合起来，也体现了学科整合。同学们需要学习知识的同时，要多获取一些答题

技巧和思路。

（五）教育史不再只考史实记忆，需要系统梳理思想史和制度史。

历年真题都是简单的识记考查，如 2007 年简答题 51 题“简述孔子的教师观”，2010

年选择题 17 题“韩愈说的传道中的道具体是指”。

2018 年分析论述题 55 题“孔子、荀况、韩愈的教师观，结合时代背景说说各自的侧重”。

相比难度突然升级。以“教师观”这一因素为线，从不同教育家或朝代抽开，让同学们梳理

出其变化的原因，其实就是在验证教育学原理中“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所学到的理论知识。

七、复习建议

9 月份是考研的关键冲刺阶段。尤其是对于应届生来说，更是黄金时期。当然啦，对于

在职的往届生来说，虽然在时间方面的安排不如应届生那般自由和闲散，但是依旧可以充分

的利用好碎片时间。毕竟，考研拼的不是时间花费的多少，而是复习效率。否则，又怎么会

有“后来者居上”这种成功案例呢？

既然提到强化课，那我们首先强调下我们的课程制定的优势。我们文都比邻的强化课，

与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课程体系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强化课程的课时是最多的，讲解的也

是最详细的；市面上很多竞争对手的课程体系都是基础课课时最多，进而逐级递减。那我们

当初这么设置课程体系的初衷是什么呢？——当然是本着的“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考虑到

暑期同样会有新加入考研的学子们，这些同学由于复习的时间晚于其他同学，而这些同学即

使在没有时间看基础课视频的情况下，依旧能通过暑期的强化课程把基础打扎实。当然，能

看基础课最好，毕竟这是个锦上添花的事。

关于强化课是使用，分两个群体来详细阐述。

①从基础课开始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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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学生，在经历过基础课、教材精讲课之后，到暑期时期的强化课阶段，肯定也已

经把基础打扎实了。所以，强化课就是帮助这部分同学掌握“繁、难、偏、细”的知识。此

时，跟着强化课复习的同时要做好笔记，并且配备好《阿范题》，一章一章的仔细的做题。

此时，做题的目标不是只管对错，而是要深究出题者背后的用意，摸索并总结出此类题型的

答题方法，并且要善于迁移和归类类似的知识要点。最重要是，一定要准备好错题集，这能

为冲刺阶段减少负担，并且也是高效复习的重要依据。

②从暑期才开始准备的学生。

这部分学生由于复习相对较晚，因此，强化课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相当于是基础课。由于

这部分学生的整个复习阶段只有 6 个月左右，因此，暑期承担着巨大的学习任务。暑期能不

能用好，几乎决定着考研能不能顺利。当然啦，同学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和焦虑，毕竟教育

学这门专业也不同于其他数理类专业需要在高数上花大量的时间。

暑期强化课具有课时多，内容丰富详实、讲解细致的特点，能帮助同学们在短期内了解

具体的内容，为后期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对于这部分起步晚的同学们来说，强化课程的

重点是帮助同学们搭建框架，引导同学们识别核心考点。最重要的是，它具有极强的普适性，

适用于所有教育学的教研学子用来打基础或者巩固基础。

此外，若是想更好的掌握好基础知识，同学们还应当回归教材，视频教材两手抓，才能

帮助大家理解得更深入。在看完教材之后，同学们应当对整个学科知识进行整体的理解和把

握，对整个学科的内容做到透彻的了解。此时，先不要急着做题，而应建立学科体系的框架

夯实基础。建立的知识框架要在《教育学考研知识精讲》给出的框架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到两

级细化，知识框架不仅可以反映在纸上（手写稿）还可以用电子稿，这样能随时保存还不易

丢失。

最后，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努力备战，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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