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语文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

试卷二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15 小题 ，每 小题 3 分， 共计 45 分)

1.导读 《傅 雷家 书》 时， 教师 引导 学生 思考 ：傅 雷在 家书 中多 次提

到的 艺术 家“克里 斯多 夫”是哪 位作 家创 作出 的，下列 回答 正确 的是 ( )。

A.司汤 达 B.罗曼 ·罗兰

C.雨果 D.巴尔 扎克

2.在学 习鲁 迅先 生的 《中 国人 失掉 自信 力了 吗》 时， 教师 联系 了其

他几 篇已 经学 过的 议论 文，来帮 助学 生进 行议 论文 阅读 ，下面 不适 合的

是( )

A.《敬 业与 乐业 》

B.《事 物的 正确 答案 不止 一个 》

C.《应 有格 物致 知精 神》

D.《大 自然 的语 言》

3.在四 大名 著的 导读 课上 ，教 师询 问学 生哪 一部 是我 国第 一部 长篇

章回 体小 说， 下面 学生 回答 正确 的是 ( )

A.《西 游记 》 B.《三 国演 义》

C.《水 浒传 》 D.《红 楼梦 》

4.教学 王维 《送 元二 使安 西》 时， 教师 打算 向学 生推 荐其 他表 现作

者与 友人 惜别 和深 厚情 谊的 送别 诗， 下列 诗歌 不合 适的 是 ( )。

A.王勃 《送 杜少 府之 任蜀 州》

B.高适 《别 董大 》



C.刘长 卿《 送灵 澈上 人》

D.李白 《宣 州谢 脁楼 饯别 校书 叔云 》

5.《咏 雪》 和《 陈太 丘与 友期 》皆 出自 《世 说新 语》 ，下 面这 位老

师在 向学 生介 绍《 世说 新语 》的 过程 中， 出现 了错 误的 是 ( )。

A.《世 说新 语》 作者 刘义 庆， 南朝 宋文 学家

B.《世 说新 语》 主要 记载 的是 南北 朝时 期士 族阶 层的 言行 风貌 和轶

事锁 语

C.《世 说新 语》 共六 卷， 三十 六篇

D.《世 说新 语》 具有 “ 语言 简练 、辞 意隽 永” 的特 点

6.教学 王安 石《 伤仲 永》 时， 教师 推荐 了几 篇议 论性 文言 文， 建议

学生 积累 阅读 ，下 列不 适合 推荐 的是 ( )。

A.《曹 刿论 战》

B.《鱼 我所 欲也 》

C.《马 说》

D.《生 于忧 患， 死于 安乐 》

7.教学 韩愈 的《 早春 呈水 部张 十八 员外 》时 ，教 师指 出这 首诗 表达

了作 者对 春景 美好 感受 和对 美好 春光 欣赏 和赞 美的 思想 感情 ，并举 例相

同或 类似 情感 的诗 歌进 行阅 读推 荐， 下列 举例 不合 适的 是 ( )。

A.白居 易《 钱塘 湖春 行》 B.贺知 章《 咏柳 》

C.杜甫 《春 望》 D.叶绍 翁《 游园 不值 》

8.语文 课程 改革 倡导 合理 开发 和利 用资 源。 下列 选项 中不 恰当 的是

( )。



A.语文 课程 资源 包括 校本 教学 资源 和课 外教 学资 源。 在教 学中 应充

分利 用这 些资 源。

B.可立 足课 堂学 习， 开发 教材 资源 ;也可 融入 社会 活动 ，开 发社 区资

源。

C.课程 资源 的利 用， 不仅 要考 虑多 数学 生的 共性 情况 ，还 要考 虑特

殊学 生的 个别 情况 。

D.精选 对学 生终 身发 展以 及对 语文 学习 有决 定意 义的 课程 资源 ，使

之优 先得 到运 用。

9.某教 研室 组织 教师 学习 《义 务教 育语 文课 程标 准 (2011 版)》， 围

绕“充分 发挥 师生 双方 在教 学中 的主 动性 和创 造性 ”展开 讨论 ，下列 理

解不 正确 的一 项是 ( )。

A.教学 中以 学生 为主 体， 避免 采用 讲授 法这 种教 学方 法。

B.教师 应该 维护 学生 的自 尊心 、好 奇心 以及 求知 欲。

C.为学 生创 设有 利于 自主 、合 作、 探究 学习 的环 境。

D.应尊 重学 生的 个体 差异 ，鼓 励学 生选 择适 合自 己的 学习 方式 。

10.以下 是某 老师 在进 行《台阶 》这堂 课的 教学 实录 ，请阅 读后 按要

求答 题。

师： 本篇 课文 较长 ，老 师昨 天已 请同 学们 预习 课文 ，下 面请 同学 们

再次 快速 阅读 课文 ，抓关 键词 句，理读 故事 。理读 故事 的要 求是 ：围绕

小说 的标 题“台阶 ”，理出 小说 的开 端、发展 、高潮 和结 局，并用 简洁

的语 言概 括每 部分 内容 。



生 1：1-8 小节 ，是小 说的 开端 部分 ，台阶 给我 们家 带来 的满 足及 父

亲认 为台 阶低 。9-16 小节 ，是 小说 的发 展部 分， 父亲 为造 新台 阶做 准

备。 17-23 小节 ，是 小说 的高 潮部 分， 父亲 建造 新台 阶的 过程 。 24-31

小节 ，小 说的 结局 部分 ，父 亲对 新建 成的 台阶 感到 不习 惯。

生 2：1-9 小节 ，是小 说的 开端 部分 ，父亲 认为 台阶 低 ，想建 新台 阶 。

9-18 小节 ，是 小说 的发 展部 分， 父亲 造新 台阶 的准 备过 程。 17-24 小

节，小说 的高 潮部 分 ，描述 父亲 建造 新台 阶的 过程 。24-31 小节 ，小说

的结 局部 分， 写台 阶建 好了 ，父 亲对 新建 成的 台阶 却感 到不 习惯 。

师：两位 同学 对故 事的 理读 出现 了分 歧 ，他们 的分 歧在 什么 地方 呢?

到底 谁的 答案 更合 理些 ?你们 能否 抓住 关键 词句 说说 自己 的理 由。

生： (从回 答的 情况 看， 学生 比较 糊涂 。 )

师：(引导 学生 读第 九小 节的 最后 一句 话 ，抓住 其中 的一 个词“准备 ”，

然后 引导 学生 再找 “准备 ” 一词 所出 现的 地方 ，学 生发 现第 10 小节 的

第一 句话 中出 现了 ，通过 读 ，大家 一致 认为 9、10 小节 不能 断开 。教师

继续 追问 ，“ 准备 ”一词 还出 现在 什么 地方 。学 生找 到第 16 小节 的第

一句 话“父亲 就是 这样 准备 了大 半辈 子 ”，这一 句话 起总 结的 作用 ，据

此， 学生 一致 认为 小说 的发 展应 是 9-16 小节 。教 师再 引导 学生 抓 24

小节 的第 一句 话“ 新台 阶砌 好了 ”和 25 小节 的第 一句 中的 “于是 ” 一

词， 可见 ，小 说的 高潮 部分 应是 17-23 小节 。)

师： 当我 们在 理读 小说 的故 事情 节， 产生 困惑 时， 我们 可以 抓一 些

关键 词句 ，注意 这些 句子 的前 后联 系。想造 台阶 ，准备 造台 阶、建造 台

阶，台阶 完工 ，故事 的情 节紧 扣台 阶展 开 ，台阶 就是 全文 的线 索 ，通过



这一 条线 索，全文 言之 有序 ，条理 清楚 ，因而 ，我们 在写 文章 时，也应

尽量 言之 有线 ，从 而才 能言 之有 序。

对以 上内 容的 相关 分析 ，不 正确 的是 ( )。

A.以学 生为 主体 ，引 导学 生自 主学 习

B.当学 生理 解出 现分 歧时 ，教 师没 有进 行评 价而 是请 学生 说出 各自

的理 由， 体现 了新 课标 中的 尊重 学生 的理 解与 感受

C.教师 在最 后归 纳总 结阅 读方 法的 方式 是不 对的 。

D.教师 引导 学生 通过 抓关 键词 给文 章分 层， 在阅 读中 渗透 阅读 方法

有利 于提 高学 生阅 读能 力。

11.《义务 教育 语文 课程 标准 (2011 年版 )》有关 于“ 综合 性学 习”的

目标 。下 列关 于“ 综合 性学 习” 的相 关理 解不 正确 的是 ( )。

A.自主 组织 文学 活动 ，在 办刊 、演 出、 讨论 等活 动。

B.提出 学习 和生 活中 感兴 趣的 问题 ，共 同讨 论。

C.讨论 问题 ，能 积极 发表 自己 的看 法， 有中 心、 有根 据、 有条 理。

D.关心 学校 、本 地区 和国 内外 大事 ，就 共同 关注 的热 点问 题， 搜集

资料 ，相 互讨 论。

12.某教 研室 组织 教师 学习《义务 教育 语文 课程 标准 (2011 版)》围绕

“教材 编写 建议 ” 展开 讨论 ，下 列观 点不 恰当 的是 ( )。

A.教材 应符 合学 生的 身心 发展 特点 ，适 应学 生的 认知 水平 ，密 切联

系学 生的 经验 世界 和想 象世 界。

B.教材 要注 重继 承与 弘扬 中华 民族 优秀 文化 和革 命传 统， 有助 于增

强学 生的 民族 自尊 心和 爱国 主义 感情 。



C.教材 内容 的安 排要 详尽 丰富 ，突 出重 点， 加强 整合 ，注 重情 感态

度、 知识 能力 之间 的联 系。

D.教材 应注 意引 导学 生掌 握语 文学 习的 方法 ，养成 良好 的学 习习 惯 。

13.阅读 下面 综合 性学 习《 我是 谁》 的教 学设 计， 按要 求答 题 (画线

语句 的序 号与 选项 的序 号是 对应 的 )。

活动 目标 【A】： (1)正确 认识 自我 ，展 现自 我风 采， 树立 信心 ，增

进同 学们 之间 的了 解。

(2)用普 通话 口齿 清楚 地介 绍自 己 ，发言 时态 度大 方。能根 据不 同的

目的 调整 说话 的内 容。

活动 流程 ：

(1)【 B】播 放《 我是 谁》 片段 ，失 去记 忆的 “ 成龙 ”不知 道自 己是

谁，痛苦 地在 大山 呼喊 ，人活 着 ，不知 道自 己是 谁是 痛苦 的 。每一 个人

都应 该清 楚地 了解 自己 ，这样 才能 更好 地超 越自 我，你清 楚自 己是 谁吗 ?

清楚 自己 要干 什么 吗?

(2)分小 组进 行讨 论 ，自我 介绍 ，然后 每个 小组 选出 代表 进行 自我 介

绍。

(3)【C】宣布 评分 规划 ：表述 过程 中要 流畅 、清晰 ，不能 出现 断续 、

停顿 过长 等情 况。 表达 要富 有个 性， 充分 展现 自我 风采 。可 选用 图片 、

照片 、影 像材 料、 个人 作品 展示 等多 种形 式。

(4)【 D】裁 判根 据评 分标 准进 行打 分， 选出 最佳 的那 位。

下面 对画 线部 分的 理解 不正 确的 是 ( )。

A.教学 目标 清晰 明确 ，能 够针 对学 生实 际情 况来 进行 设置 。



B.通过 影视 作品 的导 人， 别具 一格 ，而 且能 够激 发学 生兴 趣。

C.通过 评分 规则 ，能 够给 予学 生方 向性 的指 导， 使整 个综 合性 活动

规范 、有 序。

D.综合 性学 习重 在参 与， 不存 在最 佳之 说， 所以 最后 打分 环节 比较

多余 。

14.阅读 《芦 花荡 》教 学片 段， 回答 问题 。

师： 作者 为什 么用 这样 一个 “浑身 没有 多少 肉， 干瘦 得像 老了 的鱼

鹰”的老 头子 做主 人公 呢?大家 有思 考这 个问 题吗 ?假如 小说 的主 人公 不

是老 头儿 ，不 是这 么瘦 呢?

生： 应该 是欲 扬先 抑吧 ，前 边说 他多 么普 通， 后边 看到 他的 那些 行

为才 觉得 他很 强大 。

师： 你为 什么 这么 说呢 吗?

生： 关键 是谁 会想 到这 样一 个瘦 老头 子能 去完 成护 送干 部护 送粮 食

这样 艰巨 的任 务。

生： 如果 是让 武松 那样 的人 去就 没有 悬念 了吗 ?

生： 正因 为是 个老 头子 ，才 更有 传奇 色彩 呀， 要是 长得 像武 松那 样

的， 就没 意思 了。

生： 如果 不是 这样 的老 头子 ，换 做是 像武 松那 样的 人也 能体 现出 强

大呀 。

生：我觉 得写 这个 老头 这么 瘦 ，更能 让人 们感 觉到 人民 抗日 的团 结 、

英勇 。



师： 你的 意思 是说 这么 一个 瘦老 头在 抗日 战场 上都 能这 么英 勇， 更

可况 是那 些年 轻人 呢， 你的 回答 折射 出一 个广 大的 背景 !很启 发我 !

对以 上教 学行 为评 价有 误的 一项 是 ( )。

A.没有 对学 生回 答错 误的 地方 施以 点拨 。

B.老师 没有 学生 厉害 ，说 明要 教学 相长 。

C.学生 回答 问题 后， 教师 应当 让全 班学 生来 评判 ，纠 正或 补充 ，最

后才 加以 必要 的评 析。

D.学生 的回 答， 有对 又有 错， 教师 就应 该让 学生 从多 种答 案中 选择

一个 “最佳 ” 的答 案， 并说 明自 己的 理由 。

15.阅读 《背 影》 教学 实录 (节选 )，按 要求 答题 。

师：同学 们，在你 们心 中 ，父亲 是什 么样 的?谁能 举一 个生 活中 的例

子， 来说 一说 你的 父亲 呢?

生： 是慈 爱的 ，经 常接 我放 学。

师：可怜 天下 父母 心。相比 于母 爱 ，父亲 的爱 也许 更深 沉，更隐 藏 ，

但是 我们 都能 感受 到父 亲对 我们 深深 的爱 。那么 ，大作 家朱 自清 的父 亲

是什 么样 的呢 ?是不 是和 我们 的父 亲一 样 ?今天 ，我 们就 来学 习第 七课 ，

朱自 清的 《背 影》 。

对该 教学 实录 的分 析， 不正 确的 一项 是 ( )。

A.运用 这样 的导 入， 与课 文内 容紧 密联 系， 加深 学生 对于 课文 感情

基调 的了 解。

B.导入 体现 了师 生互 动交 流的 新的 教学 理念 。

C.导入 中互 动较 多， 学生 能够 充分 发挥 见解 ，但 不够 简洁 。



D.学生 通过 导入 环节 ，能 够引 起情 感上 的共 鸣。

二、 案例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3 小题 ，第 16 题 20 分， 第 17 题 8 分，

第 18 题 12 分， 共 40 分 )

(一)阅读 八年 级课 文《 海燕 》的 两个 教学 环节 ，完 成 16 题。

环节 一： 多层 诵读

(1)播放 录音 听读 。

学生 凝神 静听 ，用 概括 性语 言说 说听 后的 感受 或描 述脑 海中 呈现 的

画面 。

(2)分组 合作 研读 。

①自由 朗读 课文 。

②全班 分成 三组 ，分 别完 成如 下任 务：

A.用“ ________” ，画 出描 写风 云雷 电的 词句 ，找 出暴 风雨 的变 化 ，

并按 照“ 暴风 雨… … ”的格 式起 小标 题。

B.身处 这样 的险 恶环 境 ，海燕 的表 现怎 样呢 ?请同 学们 用“~~~~~”

画出 直接 描写 海燕 的段 落或 句子 ，选 择你 喜欢 的读 一读 。并 补充 题目

“… … 的海 燕” 。

C.海上 其他 的海 鸟面 对暴 风雨 又有 怎样 的表 现呢 ?读一 读相 关的 段

落， 圈画 出关 键词 。并 揣摩 他们 的心 理活 动。 用 “ 面对 暴风 雨， … …心

想： … … ”的句 式说 话。

学生 以分 组的 形式 进行 。

(3)指导 揣摩 精读 。

①验收 分组 学习 效果 ，指 导朗 读。



②《海 燕》 是一 曲激 情澎 湃的 交响 乐， 共分 三个 乐章 。你 能划 分出

来吗 ?

③思考 ：暴 风雨 渐次 逼近 的险 恶环 境对 于表 现海 燕的 形象 有什 么作

用?

④体会 写其 他海 鸟对 于表 现海 燕的 形象 有什 么作 用 ?

在感 悟散 文诗 的优 美意 境的 同时 体会 海燕 英勇 无畏 、愈 战愈 勇的 英

姿，领会“海燕 ”精神 的内 涵 。理解 环境 描写 的作 用和 对比 反衬 的写 法 。

(4)角色 对抗 演读 。 (暴风 雨 VS 海燕 VS 海鸟 们)

学生 以起 立诵 读的 形式 ，甚 有气 势， 符合 本文 朗读 要求 ，也 是提 高

朗读 效果 的创 造性 方式 。依据 上一 环节 的分 组 ，动员 学生 结合 三个 场景

分三 部分 演读 ，体 会语 气、 节奏 和情 感上 的变 化。

环节 二： 品味 探究

第一 步： 教师 引导 学生 探究 ：读 了此 文后 ，你 心目 中的 海燕 形象 是

什么 样的 形象 ?你是 从哪 些地 方看 出来 的 ?(让学 生深 入接 触文 本， 与文

本进 行对 话。 )

第二 步： 联系 时代 背景 ，了 解作 者的 创作 意图 ，初 步把 握海 燕形 象

的特 定内 涵。

师生 共同 明确 ：海 燕在 暴风 雨来 临之 前， 常在 海面 上飞 翔， 这本 是

自然 现象 。因 此“ 海燕 ”一词 在俄 文中 含有 “ 暴风 雨的 预言 者” 之意 。

高尔 基在 俄国 1905 年革 命前 夕 ，塑造 了海 燕这 个“高傲 的 、黑色 的暴

风雨 精灵 ”般的 艺术 形象 ，旨在 呼唤 即将 到来 的革 命风 暴 ，为登 高一 呼

的无 产阶 级革 命先 驱者 高唱 赞歌 。



第三 步： 引导 学生 从文 中找 出正 面描 写和 侧面 烘托 海燕 的段 落或 者

句子 ，朗 读、 勾画 、体 会和 品味 其形 象给 人带 来的 美感 。 (师生 共同 评

析)

预期 成果 示例 一： “黑色 的闪 电 ”用了 形象 生动 的比 喻， 给人 一种

足以 体现 海燕 的矫 健、 勇猛 之美 的感 觉， “闪电 ” 使人 眼前 闪出 亮光 ，

看到 光明 。

示例 二：“让暴 风雨 来得 更猛 烈些 吧 !”掷地 有声 ，这是 海燕 的战 斗

宣言 ，体 现一 种豪 情与 力量 之美 ，是 全诗 豪壮 之美 的最 高点 。

示例 三： 海鸥 的“ 呻吟 、飞 窜、 恐惧 、掩 藏” 、海 鸭的 “呻吟 、吓

坏”、企鹅 的“胆怯 、躲藏 ”与文 中海 燕的“ 高傲 的飞 翔、欢乐 的叫 喊 ”

形成 鲜明 对比 ，突出 海燕 的英 勇乐 观之 美 ;写大 海， 写风 、云 、雷 、电 ，

是渲 染一 种激 烈的 斗争 环境 ，烘 托出 海燕 形象 的高 大之 美。

问题 ：

16.(1)评析 “ 环节 一” 中设 置多 层诵 读的 作用 。

(2)评析 “ 环节 二” 中教 师设 置“ 三步 ”的目 的。

(二)阅读 下面 的学 生习 作， 完成 第 17-18 题。

路

①鲁迅 先生 说过 ：世 上本 没有 路， 走的 人多 了， 也便 成了 路。 我认

为这 句话 也可 以形 容独 特的 山路 。

②每当 周末 ，晴空 万里 ，微风 吹拂 之时 ，我便 会背 上那 鼓鼓 的背 包 ，

呼朋 唤友 地踏 上登 山的 旅途 。



③站在 山脚 下 ，看着 延伸 到山 顶的 小路 。“ 崎岖 ”“ 蜿延 ”“迂回 ”… …

我的 脑海 中闪 过一 串词 语， 用它 们来 形容 眼前 的山 真是 再合 适不 过了 。

④我和 朋友 都越 越欲 试， “ 冲啊 — —”，不 知谁 扯开 嗓子 大喊 了一

声，大家 都不 约而 同地 一起 迈开 大步 向山 上冲 ，眨眼 之闻 就已 冲出 了七

八米 远。踩在 松软 的黄 土上 ，呼吸 着树 木“吐出 ”的氧 气 ，闻着 野花 发

出的 淡淡 清香 ，这 是城 市里 的沥 青柏 油马 路上 感受 不到 的。

⑤过了 约半 个小 时 ，我就 知道 什么 叫“路外 有路 ”了。走在 山路 上 ，

不仅 是时 上时 下的 坡度 令人 疲倦 ，而且 路中 间时 不时 会出 现一 些破 石头

或几 节烂 树根 ，一不 小心 就会 摔上 一跤 。最主 要的 就是 走山 路比 走平 路

累得 多。还没 一会 儿，我就 累得 气喘 吁吁 。特意 穿的 很舒 适很 轻便 的登

山鞋 ，此时 却成 了脚 上的 累赘 。两脚 像灌 了铅 ，沉重 得迈 不开 步子 ，背

包也 像一 块巨 石，压得 直不 起腰 ，走不 动路 。脸上 红彤 彤的 正冒 着热 气 ，

快速 的心 跳“咚咚 咚 ’’听得 一清 二楚 。现在 ，我们 不是 在登 山，而是

在手 脚并 用地 “爬山 ” 啊!

⑥不知 爬了 多久 ，一 个惊 喜的 声 +音传 来： “ 看， 山顶 !” 我抬 头一

看，原来 茂密 的树 林变 成了 一片 蔚蓝 的天 空 ，山顶 近在 咫尺 。大家 的“发

动机 ”似乎 瞬间 又加 满了 油， “ 呼” 地一 起向 山顶 冲去 。

问题 ：



17.请从 第③④ 段中 找出 两个 错别 字， 并从 第 ④段中 找出 一处 病句 ，

分别 改正 。

18.请评 价上 述作 文。

三、教学 设计 题 (本大 题共 3 小题 ，第 19 题 20 分 ，第 20 题 20 分 ，

第 21 题 25 分， 共 65 分 )

阅读 文本 材料 和相 关要 求， 完成 第 19-21 题。

散步

莫怀 戚

我们 在田 野散 步： 我， 我的 母亲 ，我 的妻 子和 儿子 。

母亲 本不 愿出 来的 。她 老了 ，身 体不 好， 走远 一点 就觉 得很 累。 我

说，正因 为如 此，才应 该多 走走 ，母亲 信服 地点 点头 ，便去 拿外 套 。她

很听 我的 话， 就像 我小 时候 很听 她的 话一 样。

天气 很好 。春 天来 得太 迟太 迟了 ，但 是春 天总 算来 了。 我的 母亲 又

熬过 了一 个冬 季。

这南 方初 春的 田野 ，大块 小块 的新 绿随 意地 铺着 ，有的 浓，有的 淡;

树上 的绿 芽也 密了 ;田野 里的 冬水 也咕 咕地 起着 水泡 。这 一切 使人 想起

一样 东西 — —生命 。

我和 母亲 走在 前面 ，我的 妻子 和儿 子走 在后 面。小家 伙突 然叫 起来 ：

“前面 也是 妈妈 和儿 子， 后面 也是 妈妈 和儿 子。 ” 我们 都笑 了。



后来 发生 了分 歧：母亲 要走 大路 ，大路 平顺 ;我的 儿子 要走 小路 ，小

路有 意思 。不过 ，一切 都取 决于 我。我的 母亲 老了 ，她早 已习 惯听 从她

强壮 的儿 子;我的 儿子 还小 ，他 还习 惯听 从他 高大 的父 亲 ;妻子 呢， 在外

面，她总 是听 我的 。一霎 时我 感到 了责 任的 重大 ，就像 民族 领袖 在严 重

关头 时那 样。 我想 找一 个两 全的 办法 ，找 不出 ;我想 拆散 一家 人， 分成

两路 ，各得 其所 ，终不 愿意 。我决 定委 屈儿 子 ，因为 我伴 同他 的时 日还

长。 我说 ：“ 走大 路。 ”

但是 母亲 摸摸 孙儿 的小 脑瓜 ，变 了主 意： “还是 走小 路吧 。 ”她的

眼随 小路 望去 ：那里 有金 色的 菜花 ，两行 整齐 的桑 树 ，尽头 一口 水波 粼

粼的 鱼塘 。“ 我走 不过 去的 地方 ，你 就背 着我 。 ” 母亲 对我 说。

这样 ，我 们在 阳光 下， 向着 那菜 花、 桑树 和鱼 塘走 去。 到了 一处 ，

我蹲 下来 ，背起 了母 亲，妻子 也蹲 下来 ，背起 了儿 子。我的 母亲 虽然 高

大， 然而 很瘦 ，自 然不 算重 ;儿子 虽然 很胖 ，毕 竟幼 小， 自然 也轻 。但

我和 妻子 都是 慢慢 地，稳稳 地，走得 很仔 细 ，好像 我背 上的 同她 背上 的

加起 来， 就是 整个 世界 。

研讨 与练 习

一、 朗读 课文 ，说 说文 中为 什么 取题 为《 散步 》。 如果 换个 角度 拟

一个 题目 ，你 会以 什么 为题 ?说明 你的 理由 。

二、 品味 下面 的语 句， 结合 全文 ，说 说你 对课 文深 层意 蕴的 理解 。



但我 和妻 子都 是慢 慢地 ，稳 稳地 ，走 得很 仔细 ，好 像我 背上 的同 她

背上 的加 起来 ，就 是整 个世 界。

三、本文 以叙 事为 主，其中 穿插 了一 些写 景的 语句 ，把它 们找 出来 ，

品味 这些 景物 描写 的作 用。

单元 介绍

本单 元课 文， 从不 同角 度抒 写了 亲人 之间 真挚 动人 的感 情。 学习 本

单元 ，要继 续重 视朗 读，把握 文章 的感 情基 调，注意 语气 、节奏 的变 化 。

在整 体感 知全 文内 容的 基础 上， 体会 作者 的思 想感 情。

《义 务教 育语 文课 程标 准(2011 年版 )》的 相关 要求

欣赏 文学 作品 ，有 自己 的情 感体 验， 初步 领悟 作品 的内 涵， 从中 获

得对 自然 、社会 、人生 的有 益启 示。对作 品中 感人 的情 境和 形象 ，能说

出自 己的 体验 ;品味 作品 中富 于表 现力 的语 言。

在通 读课 文的 基础 上， 理清 思路 ，理 解、 分析 主要 内容 ，体 味和 推

敲重 要词 句在 语言 环境 中的 意义 和作 用。

对课 文的 内容 和表 达有 自己 的心 得， 能提 出自 己的 看法 ，并 能运 用

合作 的方 式， 共同 探讨 、分 析、 解决 疑难 问题 。

学生 情况

七年 级， 班级 人数 40 人

课时 安排

一课 时



教学 条件

教室 配有 多媒 体设 备， 能够 演示 PPT，播 放音 频、 视频 文件 ，投 影

实物 等。

19.从“ 阅读 教学 应注 重培 养学 生感 受、 理解 、欣 赏和 评价 的能 力 ”

的角 度谈 谈你 对《 散步 》教 学的 认识 ，不 少于 200 字。

20.根据 上述 资料 ，确 定本 课的 教学 目标 ，并 具体 说明 确定 依据 (不

可照 抄材 料)。

21.选择 其中 一个 具体 的教 学目 标 ，设计 一个 教学 片断 ，简要 说明 每

个环 节的 教学 内容 与教 学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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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