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小学）》模拟试卷三

注意 事项 ：

1.考试 时间 为 120 分钟 ，满 分 150 分。

2.请按 规定 在答 题卡 上填 涂、作答 ，在试 卷上 作答 无效 ，不予 评分 。

一、 单项 选择 题(共 29 题， 每题 2 分， 共 58 分)

1.学生 在课 堂上 向你 提出 一个 意想 不到 又很 有价 值的 问题 ，你 不能

马上 做出 正确 的解 答。 这时 ，正 确的 做法 是 ( )。

A.肯定 学生 提出 的问 题， 鼓励 学生 课下 与老 师讨 论

B.指责 学生 胡思 乱想 ，责 令其 坐好 听课

C.告诉 学生 不能 提与 本节 课无 关的 问题

D.不理 会学 生的 提问

2.小学 生张 虎平 时纪 律松 散， 经常 迟到 ，上 课还 总与 邻座 说话 ，班

主任 让张 虎把 座椅 搬到 教室 外的 走廊 ，一个 人坐 。下列 选项 中 ，对该 班

主任 行为 评价 正确 的一 项是 ( )。

A.激励 了学 生的 学习 积极 性 B.没有 发挥 学生 的主 体性

C.没有 尊重 学生 的人 格 D.维护 了教 师的 权威

3.关于 素质 教育 背景 下， 学生 发展 的观 念， 下列 说法 错误 的是 ( )。

A.源于 马克 思主 义关 于人 的发 展思 想

B.发展 就是 要德 智体 美平 均发 展

C.强调 把个 人发 展与 劳动 实践 相结 合

D.发展 和个 性发 展要 相结 合



4.一位 后进 生， 家长 恨铁 不成 钢， 教育 的方 式方 法简 单粗 暴， 动不

动就 拳脚 相加 ，孩子 越打 越顽 皮，与家 长产 生对 抗情 绪 。家长 悲叹 不已 ，

叫你 对她 的孩 子不 要客 气，即使 打也 无所 谓。如果 你是 教师 ，你应 该( )。

A.支持 家长 决定 ，给 予学 生严 格管 教

B.拒绝 家长 请求 ，让 学生 自行 发展

C.拒绝 家长 请求 ，不 让家 长教 育学 生

D.与家 长沟 通合 作， 共同 采育 合理 的教 育方 法

5.万老 师脾 气急 躁， 有一 次打 了小 夏同 学一 巴掌 ，小 夏的 母亲 第二

天来 学校 找万 老师 。如 果你 是万 老师 ，你 会 ( )。

A.特别 注意 控制 自己 的情 绪， 向小 夏及 其母 亲道 歉

B.告诉 小夏 母亲 打小 夏的 理由

C.不理 会， 因为 自己 情绪 控制 不好 可能 会与 她吵 起来

D.在小 夏面 前告 诉家 长小 夏如 何不 好好 学习

6.下列 所述 不符 合“ 以人 为本 ”教育 理念 的是 ( )。

A.遵循 学生 的生 理、 心理 特点 和发 展规 律设 计教 学计 划

B.在教 学过 程中 以学 生为 主体

C.以实 现学 生的 协调 发展 为教 学宗 旨

D.照本 宣科 ，完 全按 照教 材开 展教 学过 程

7.方铭 是老 师们 眼里 的“ 问题 生” 。教 师一 次次 的与 家长 联系 成了

家常 便饭 ，每次 方铭 的家 长态 度都 很诚 恳 ，希望 得到 老师 的帮 助。但班

主任 王老 师总 是训 斥家 长没 有教 育监 督好 孩子 ，这一 做法 违背 了教 师职

业道 德的 ( )要求 。



A.为人 师表 B.热爱 学生 C.终身 学习 D.爱岗 敬业

8.下列 选项 中属 于教 师依 法执 教的 表现 的是 ( )。

A.私拆 学生 信件 B.对学 生进 行爱 国主 义教 育

C.体罚 学生 D.进行 有偿 家教

9.李老 师在 校外 私自 开班 办学 且收 取大 量费 用， 班里 学生 成绩 有了

一定 提高 ，但却 遭到 了教 育行 政部 门的 处罚 。针对 本事 件 ，正确 的看 法

是( )。

A.合法 行为 ，李 老师 帮助 学生 提高 成绩 的行 为应 值得 表扬

B.教育 行政 部门 处罚 毫无 依据

C.违法 行为 ，李 老师 不应 以营 利为 目的 在校 外私 自开 班教 学

D.无对 错之 分， 双方 都是 自愿 的行 为

10.李老 师就 校务 公开 问题 向学 校提 建议 ，李 老师 的做 法是 在 ( )。

A.行使 教师 权利 B.履行 教师 义务 C.影响 学校 的秩 序 D.给学 校出

难题

11.教师 对解 除收 容教 育、劳动 教养 后回 校复 学的 未成 年学 生 ，应当

( )。

A.限制 其与 其他 同学 接触 B.限制 其使 用学 校的 设施

C.按其 以往 表现 评价 品行 D.允许 参加 学校 各项 活动

12.刘同 学因 家庭 经济 困难 无法 按规 定完 成义 务教 育 ，根据《中华 人

民共 和国 未成 年人 保护 法》的规 定，对其 受教 育权 利承 担保 障责 任的 是

( )。

A.当地 人民 政府 B.当地 的教 育机 构



C.儿童 福利 机构 D.刘同 学的 监护 人

13.根据《未成 年人 保护 法 》和《 预防 未成 年人 犯罪 法》的规 定，对

未成 年人 犯罪 一律 不公 开审 理的 年龄 是 ( )。

A.14 周岁 以下 B.14 周岁 以上 不满 16 周岁

C.16 周岁 以上 不满 17 周岁 D.18 周岁 以下

14.下列 哪种 情况 下造 成的 学生 伤害 事故 ，学 校应 当承 担责 任 ( )。

A.在学 生自 行上 学、 放学 、返 校、 高校 途中 发生 的

B.学生 或者 其监 护人 知道 学生 有特 异体 质， 或者 患有 特定 疾病 ，但

未告 之学 校的

C.学生 行为 具有 危险 性， 学校 、教 师已 经告 成、 纠正 ，但 学生 不听

劝阻 ，拒 不改 正的

D.学校 组织 学生 参加 校外 活动 ，未 对学 生进 行相 应的 安全 教育 ，在

可预 见的 范围 内采 取必 要的 安全 措施 的

15.《国家 中长 期教 育改 革和 发展 规划 纲要 (2010-2020)》在谈 到“促

进公 平”的工 作方 针时 ，提出 教育 公平 的重 点是 促进 义务 教育 均衡 发展

和( )。

A.扶持 困难 群体 B.扶持 农村 群体 C.扶持 特殊 群体 D.扶持 低收 入

群体

16.《义务 教育 法 》总则 第一 条规 定 ，为了 保障 适龄 儿童 、少年 接受

义务 教育 的权 利，保证 义务 教育 的实 施，提高 全民 族素 质 ，根据 ( )，制

定本 法。

A.《宪 法》 和《 教育 法》



B.《宪 法》 和《 未成 年人 保护 法》

C.《宪 法》 和《 预防 未成 年人 犯罪 法》

D.《教 育法 》和 《未 成年 人保 护法 》

17.莎士 比亚 被马 克思 称为“人类 最伟 大的 戏剧 天才 ”。下列 戏剧 作

品中 不属 于他 创作 的四 大悲 剧的 是 ( )。

A.《麦 克白 》 B.《奥 赛罗 》 C.《威 尼斯 商人 》 D.《李 尔王 》

18.下列 节气 不在 夏季 的是 ( )。

A.惊蛰 B.芒种 C.夏至 D.小满

19.中印 等国 倡导 的“ 和平 共处 五项 原则 ”得到 国际 社会 认可 的会 议

是( )。

A.雅尔 塔会 议 B.开罗 会议 C.波茨 坦会 议 D.万隆 会议

20.下列 儿童 文学 作品 中不 属于 英国 的是 ( )。

A.《格 列弗 游记 》 B.《绿 野仙 踪》

C.《爱 丽丝 漫游 奇境 记》 D.《水 孩子 》

21.宋词 与唐 诗是 中国 文学 史上 两朵 奇葩 。柳 永和 李清 照属 于 ( )。

A.豪放 派 B.浪漫 派 C.现实 派 D.婉约 派

22.唐代 诗人 李商 隐曾 在诗 中写 道 ：“镂金 作制 传荆 俗 ，剪绿 为人 起

晋风 。” 这句 诗描 绘的 是中 国哪 一种 民间 艺术 形式 ?( )

A.春联 B.年画 C.窗花 D.皮影

23.下列 成语 中，与班 超第 二次 出使 西域 重新 打通 路上 丝绸 之路 ，并

一直 延伸 到欧 洲相 关的 是( )。

A.鞠躬 尽瘁 B.投笔 从戎 C.鸿雁 传书 D.一鸣 惊人



24.世界 上最 早种 植棉 花的 国家 是 ( )。

A.中国 B.美国 C.印度 D.埃及

25.我国 古代 对于 不同 的朋 友关 系有 不同 的称 谓 ，下列 选项 中，用于

情谊 契合 、亲 如兄 弟的 朋友 的称 谓是 ( )。

A.金兰 之交 B.刎颈 之交 C.竹马 之交 D.忘年 之交

26.保存 PowerPoint 演示 文稿 的磁 盘文 件扩 展名 一般 是 ( )。

A.DOC B.XLS C.PPT D.TXT

27.在 Windows 中的 资源 管理 器中 某些 文件 夹左 边含 有“-”号 ，其

含义 为( )。

A.该文 件夹 中只 有文 件没 有子 文件 夹

B.该文 件夹 中既 没有 文件 也没 有子 文件 夹

C.该文 件中 不只 有子 文件 夹， 没有 文件

D.该文 件中 存在 子文 件夹 ，并 已显 示了 下一 层文 件夹

28.土豆 对于 ( ) 相当 于 ( ) 对于 能量

A.薯片 ，矿 产 B.玉米 ，太 阳

C.粮食 ，太 阳能 D.根茎 ，淀 粉

二、 材料 分析 题(共 3 题， 每题 14 分， 共 42 分)

30.材料 ：

一天 ，一 位老 师给 学生 上课 ，主 题是 “寻找 有生 命的 物体 ” 。老 师

安排 去校 园里 甚至 校外 的大 自然 寻找 有生 命的 物体 ，并要 做好 记录 。在



潜移 默化 中，学生 加深 了对 生命 的理 解和 珍惜 ，这比 多少 遍的 说教 都来

得有 效。

问题 ：试 从教 师职 业理 念的 角度 ，评 析老 师教 学行 为。

31.材料 ：

教师 节前 夕， 许老 师收 到了 毕业 多年 的学 生小 雪的 来信 ：许 老师 ，

您还 记得 毕业 前的 那次 主题 班会 吗 ?班会 上您 送给 我们 每人 一张 三年 前

刚入 学时 的照 片，并在 照片 的背 面写 上了 您的 赠言 ，送给 即将 走进 考场

的我 们。我端 详着 照片 中有 些稚 嫩的 自己 ，翻看 背面 您的 赠言 ：“ 相信

自己 ，成 功就 在下 一步 的坚 持中 !” 心中 涌动 着一 阵暖 流， 这句 话给 了

我前 进的 动力 ，激 励我 实现 了梦 想。

我不 会忘 记， 您陪 我走 过情 绪低 沉的 时光 。突 如其 来的 重病 使我 一

度那 么消 沉与 无助 ，是您 无微 不至 的关 心给 了我 战胜 病魔 的信 心与 勇气 !

等我 身体 恢复 后， 您又 利用 休息 时间 不知 疲倦 地帮 我补 习落 下的 功课 。

我不 会忘 记， 为了 和同 学们 有更 多的 交流 话题 ，年 过半 百的 您学 习

制作 视频 ，关注 足球 赛事 ， 就连 “超女 快男 ”也略 知一 二 ;我不 会忘 记 ，

为了 拓展 学生 们的 知识 面，您带 领我 们一 起快 乐“ 悦读 ”，不会 忘记 您

在课 余时 间伏 案学 习的 背影 … …

问题 ：请 从教 师职 业道 德的 角度 ，评 价许 老师 的教 育行 为。

32.材料 ：

新人 文主 义的 视野

茹清 平



新人 文主 义， 关注 人和 文化 的协 调发 展， 强调 从人 的生 存、 发展 、

自由 和解 放的 高度 来理 解和 把握“人文 ”概念 。“ 人文 ”之“人 ”，应

是唯 物史 观意 义上 的“ 现实 的人 ”;“ 文” ，应 是“ 现实 的人 ”的文 化

与精 神生 活。狭隘 的人 文主 义者 ，则将“ 人文 ”仅仅 局限 在文 化生 活或

精神 生活 的范 围内 ，离 开现 实的 人抽 象地 谈论 人的 精神 生活 (当然 ，只

关注 人的 物质 生活 而忽 视精 神生 活， 则是 对人 文的 另一 种扭 曲 )。在 对

待科 学的 观念 上，新人 文主 义与 狭隘 的人 文主 义有 着本 质的 区别 。狭隘

的人 文主 义，把科 学及 其价 值归 结为“实证 主义 ”或“功利 主义 ”，因

此将 其置 于人 文主 义的 对立 面予 以批 判 ，于是 进一 步加 剧了 科学 世界 与

人文 世界 、科 学精 神与 人文 精神 的分 离和 对立 。

事实 上， 科学 的诸 多价 值在 本质 上都 是人 文的 。科 学的 技术 价值 和

经济 价值 是使 科学 具有 极为 深刻 的人 文意 义的 基础 ，不能 将其 归结 为狭

隘的 “实证 主义 ” 或“ 功利 主义 ”;事实 证明 ，它 对于 人和 文化 的协 调

发展 ，特别 是对 于人 的生 存、发展 、自由 和解 放具 有根 本性 的积 极意 义 。

正如 马克 思所 说的 ，科学 不仅 是“ 一种 在历 史上 起推 动作 用的 、革命 的

力量 ”，而且 是“ 历史 的有 力的 杠杆 ”，是“ 最高 意义 上的 革命 力量 ”。

这里 已经 包含 了对 科学 技术 的人 文意 义和 人文 价值 的深 刻的 理解 。在新

的人 文观 念的 视野 中，科学 不仅 具有 重要 的技 术价 值、经济 价值 ，而且

具有 重要 的文 化价 值、精神 价值 。前者 的重 大作 用显 而易 见。后者 的作

用也 被无 数事 实所 证明 ：它在 精神 生活 的层 面上 关注 和推 动了 人和 文化

的发 展，从而 给人 的生 存、发展 、自由 和解 放注 入更 加完 整更 加深 刻的

意义 。



遗憾 的是 ，有 许多 人文 主义 者在 科学 之于 人的 精神 生活 的意 义和 价

值问 题上 持否 定的 态度 。他们 认为 ，只有 诸如 文学 艺术 等所 谓“人文 文

化”才具 有精 神生 活的 意义 和净 化社 会环 境的 价值 ，而科 学的 精神 实质

是“实证 主义 ”和“功利 主义 ”。剖析 实质 ，他们 恰恰 是在 用狭 隘的 实

证主 义和 功利 主义 的眼 光来 审视 科学 ，自然 会无 视科 学的 文化 价值 和精

神价 值了 ;他们 对于 人的 精神 生活 的理 解也 是十 分狭 隘的 ，只 将其 局限

在人 的非 理性 活动 层面 上。显然 ，狭隘 人文 主义 的种 种观 点，障蔽 了审

视现 代“ 科学 文化 ”的视 野。

一旦 超越 上述 狭隘 视野 ，我 们便 会清 楚地 发现 “科学 文化 ” 与所 谓

“人文 文化 ”一样 ，对于 人的 精神 生活 也具 有十 分重 要的 、不可 替代 的

意义 和价 值，从而 更一 步领 悟科 学文 化的 丰富 的人 文内 涵 ，即认 识价 值 、

思想 价值 、智力 价值 、和狭 隘人 文主 义所 否认 的审 美价 值与 道德 价值 等 。

科学 同艺 术一 样，都是 人类 最富 有创 造性 的活 动 。艺术 在不 断追 求美 和

发现 美，而科 学在 不断 追求 和发 现真 理的 过程 中也 留下 了光 彩熠 熠的 美

的轨 迹，它们 都抚 慰着 、震撼 看、净化 着人 的心 灵 。因此 ，可以 这样 结

论：科学 同艺 术一 样具 有不 可否 认的 、重要 的人 文意 义和 人文 价值 。显

然，树立 新人 文主 义观 念，不仅 有助 于科 学与“人文 ”的融 合 、促进 和

共同 发展 ，而 且有 助于 二者 更充 分地 实现 各自 的价 值。

请根 据文 章回 答下 列问 题：

(1)“ 新人 文主 义” 是什 么?请简 要回 答 (4 分)

(2)“ 新人 文主 义的 视野 ”与“ 狭隘 人文 主义 的视 野”对于 科学 的认

识有 什么 不同 ?请简 要说 明。 (10 分 )



三、 写作 题(本大 题共 1 小题 ，50 分 )

阅读 下面 的材 料， 根据 要求 作文 。

北方 的丁 香有 个特 点： 它们 往往 是在 人们 不经 意的 瞬间 ，忽 然全 部

绽放 的。这让 人们 感觉 春天 在一 夜之 间降 临到 了这 座城 市 。在北 方 ，有

许多 花儿 都是 这样 ，花蕾 往往 会在 枝头 挂很 长时 间 ，然后 在某 一天 ，便

“忽如 一夜 春风 来， 千树 万树 梨花 开 ”了。

花儿 为什 么要 选择 在一 个瞬 间不 约而 同地 绽放 呢 ?一位 生物 学家 解

开了 这个 谜。

北方 冬季 漫长 ，春季 短暂 。有时 ，春天 即使 来了 ，天气 也时 常反 复 ，

白天 可能 艳阳 高照 ，而晚 上则 可能 有寒 流侵 入 。在这 种气 候中 ，花儿 如

果贸 然开 放，必然 会被 无情 的寒 风“零落 成泥 碾作 尘 ”，所以 ，聪明 的

花儿 一直 处于 含苞 待放 的状 态 ，寻找 最佳 的开 放时 机。它们 可能 会等 一

个星 期，甚至 一个 月的 时间 ，然后 在某 一个 清晨 ，人们 上街 时会 突然 闻

到四 溢的 花香 ，看 到花 开满 城。

要求 ：选 择一 个角 度构 思作 文， 自主 确定 立意 ，确 定文 体， 确定 标

题;不要 脱离 材料 内容 及含 意的 范围 作文 ;不少 于 800 字。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

（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福建省教师网。

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

1. 【关注公众号，回复答案即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2. 回复咨询，与老师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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