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中学）》模拟试卷一

【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项 选择 题

1.【答案 】B。解析 ：这道 题考 查的 是对 素质 教育 内涵 的理 解 ，四个

选项 都是 素质 教育 的内 涵，题干 中反 映的 是素 质教 育不 是为 了选 拔 ，而

是面 向全 体学 生， 因此 选择 B。

2.【答案 】B。解析 ：新课 改背 景下 的教 师观 要求 教师 要从 课程 的执

行者 转变 为课 程的 建设 者和 开发 者 ，老师 研发 本地 区课 程的 做法 是课 程

建设 者和 开发 者的 体现 。故 选 B。

3.【答 案】 D。

4.【答案 】A。解析 ：卢老 师没 有因 为学 生将 自己 画得 奇丑 无比 而发

火，而是 循循 善诱 ，态度 温和 ，体现 了教 师对 学生 的宽 容。因此 ，答案

为 A。

5.【答案 】B。解析 ：关爱 学生 是教 师职 业道 德的 灵魂 ，关爱 学生 要

求教 师要 关心 爱护 全体 学生 ，尊重 学生 人格 ，平等 公正 对待 学生 ，对学

生严 慈相 济，做学 生良 师益 友 。保护 学生 安全 ，关心 学生 健康 ，维护 学

生权 益。 不讽 刺、 挖苦 、歧 视学 生， 不体 罚或 者变 相体 罚学 生。

6.【答案 】B。解析 ：教师 在履 行教 师义 务活 动中 的根 本任 务是 教书

育人 ，教书 育人 是教 师的 天职 ，也是 教师 的基 本使 命和 主要 工作 ，是最

主要 ，最 基本 的道 德责 任。



7.【 答案 】C。解析 ：对学 生进 行罚 款是 侵犯 学生 财产 权利 的违 法行

为， 朱老 师拒 绝了 罚款 建议 ，说 明他 做到 了依 法执 教。

8.【答 案】 D。

9.【答案 】C。解析 ：报酬 待遇 权包 括三 方面 的具 体含 义 ，即 ：①教

师的 报酬 必须 按时 发放 ;②教师 有权 要求 足额 支付 工资 报酬 ;③教师 有权

享受 国家 规定 的各 种待 遇，包括 医疗 、住房 、退休 方面 的待 遇和 优惠 政

策以 及寒 暑假 期的 带薪 休假 。

10.【答案 】B。解析 ：这种 说法 违反 了《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教 师法 》，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教师 法》中规 定了 教师 在何 种情 况下 才能 被解 聘 ，否

则就 是侵 犯了 教师 的权 利。

11.【答 案】 D。解 析： 《国 家中 长期 教育 改革 和发 展规 划纲 要

(2010-2020)》提 出把 育人 为本 (德育 为先 )作为 教育 工作 的根 本要 求。

要以 学生 为主 体，以教 师为 主导 ，充分 发挥 学生 的主 动性 ，把促 进学 生

健康 成长 作为 学校 一切 工作 的出 发点 和落 脚点 。

12.【答 案】 C。解 析： 教书 育人 要求 教师 实施 素质 教育 ，遵 循教 育

规律 ，勇 于探 索创 新， 不断 提高 教育 教学 水平 ;培养 学生 良好 品德 ，塑

造学 生健 全人 格， 启发 学生 创新 精神 。故 选 C。

13.【答 案】 C。解 析： A 选项 中， 1995 年 9 月 1 日是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教 育法 》的施 行日 期，而《中华 人民 共和 国义 务教 育法 》施行 日

期为 1986 年 7 月 1 日。B 选项 说法 没有 法律 依据 。D 选项 义务 教育 规

定免 除学 费和 杂费 ，而 非指 一切 费用 。故 本题 选 C。



14.【答 案】 C。解 析： A 选项 中， 《教 师法 》规 定： 取得 幼儿 园教

师资 格，应当 具备 幼儿 师范 学校 毕业 及其 以上 学历 。所以 A 错误 。B 选

项中 ，取 得小 学教 师资 格， 应当 具备 中等 师范 学校 毕业 及其 以上 学历 。

大专 学历 属于 中等 学校 ，因此 该说 法不 正确 。D 选项 中，取得 高级 中学

教师 资格 和中 等专 业学 校、技工 学校 、职业 高中 文化 课、专业 课教 师资

格， 应当 具备 高等 师范 院校 本科 或者 其他 大学 本科 毕业 及其 以上 学历 。

因此 ，本 题选 择 C。

15.【答 案】 C。解 析： 《教 育法 》中 规定 ，造 成人 员伤 亡的 事件 应

负刑 事责 任。 故选 C。

16.【答 案】 C。解 析： 《预 防未 成年 人犯 罪法 》第 三十 四条 规定 ：

未成 年人 不得 有下 列“严重 不良 行为 ”，是指 下列 严重 危害 社会 ，尚不

够刑 事处 罚的 违法 行为 ：纠集 他人 结伙 滋事 ，扰乱 治安 ;携带 管制 刀具 ，

屡教 不改 ;多次 拦截 殴打 他人 或者 强行 索要 他人 财物 ;传播 淫秽 的读 物或

者音 像制 品等 ;进行 淫乱 或者 色情 、卖淫 活动 ;多次 偷窃 ;参与 赌博 ，屡教

不改 ;吸食 、注 射毒 品;其他 严重 危害 社会 的行 为。 故选 C。

17.【答 案】 C。解 析： 吊脚 楼是 苗寨 的特 色民 居。

18.【答 案】 A。解 析： 京剧 《贵 妃醉 酒》 是著 名京 剧表 演艺 术家 梅

兰芳 的代 表作 。

19.【答 案】 D。解 析： 《聊 斋志 异》 的作 者是 蒲松 龄。

20.【答 案】 D。解 析： 《茶 花女 》是 法国 作家 小仲 马的 作品 。



21.【答 案】 D。解 析： 俄国 科学 家门 捷列 夫化 学元 素周 期表 ，英 国

科学 家道 尔顿 提出 了原 子学 说 ，我国 的化 工专 家侯 德榜 发明 了联 合制 碱

法， 法国 化学 家拉 瓦锡 提出 了质 量守 恒定 律。

22.【答 案】 A。解 析： 唢呐 属于 吹奏 乐器 。

23.【答 案】 A。解 析： 何尊 上首 次出 现“ 中国 ”二字 。

24.【答 案】 A。解 析： 吴道 子被 后人 称为 是 “ 画圣 ”。

25.【答 案】 B。解 析： 《欢 乐颂 》的 作曲 者是 贝多 芬。

26.【答 案】 D。解 析： 在 Excel 中， 运算 符的 优先 级由 高到 低依 次

为：

(1)引用 运算 符： ，空 格 (2)负号 (3)百分 比(4)乘方

(5)乘除 (6)加减 (7)连接 运算 符 (&)(8)比较 运算 符

27.【答案 】C。解析 ：在 PPT 中 ，调大 指定 文字 的字 号，首先 要选

中该 文字 ，通 过菜 单栏 中的 字号 选项 将字 体调 大， 也可 用快 捷键

“Ctrl+】” 实现 ，需 注意 字体 加粗 使字 体变 粗， 更醒 目， 但不 能放 大

字号 。因 此本 题选 C。

28.【答 案】 A。解 析： 蚕和 蝴蝶 都属 于昆 虫 ;鹰和 燕子 都属 于鸟 类 。

29.【答案 】B。解析 ：两组 图形 构成 相同 ，且每 种图 形各 出现 1 次 。

二、 材料 分析 题

30.【参 考答 案】

材料 中教 师的 做法 违背 了以 人为 本的 学生 观的 要求 。

首先 ，以 人为 本的 学生 观要 求教 师要 意识 到学 生是 发展 中的 人。 学

生尚 处在 身心 发展 未成 熟的 时期 ，错误 在所 难免 。材料 中 ，教师 没有 用



发展 的眼 光看 待学 生的 错误 ，而是 一味 惩罚 学生 的错 误 ，不利 于学 生心

理的 健康 发展 。

其次 ，以 人为 本的 学生 观要 求教 师要 意识 到学 生是 具有 独立 意义 的

人。学生 思想 是不 以教 师意 志为 转移 的。材料 中 ，教师 没有 从学 生的 角

度了 解学 生，没有 尊重 学生 的想 法与 实际 情况 ，而是 凭借 教师 自己 的意

志惩 罚学 生， 不但 给学 生成 长造 成负 面影 响， 也违 背了 教师 职业 道德 。

因此 ，作 为教 师， 要尊 重学 生的 独立 意义 ，充 分考 虑到 学生 的发 展

潜能 和发 展规 律， 更加 科学 有效 的对 学生 的不 良行 为进 行教 育和 引导 。

31.【参 考答 案】

该老 师的 做法 违背 了教 师职 业道 德规 范的 要求 ，是 不可 取的 。

首先 ，教师 职业 道德 规范 要求 教师 要做 到为 人师 表 ，做到 语言 规范 ，

举止 文明 ，尊重 家长 。该老 师在 与家 长的 沟通 过程 中言 语不 当 ，不但 不

能取 得良 好的 沟通 效果 ，也 给学 生造 成了 不好 的影 响。

其次 ，教 师职 业道 德行 为要 求教 师与 学生 家长 之间 要保 持良 好的 合

作关 系。教师 要尊 重和 理解 家长 ，重视 家长 的请 求和 诉愿 ，听取 家长 的

建议 ，与家 长保 持长 期的 联络 ，切勿 对家 长态 度生 硬 ，或者 将责 任推 到

家长 一方 ，埋怨 家长 。该老 师在 于家 长沟 通过 程中 趾高 气扬 ，盛气 凌人 ，

造成 了家 长的 反感 ，无 法联 合家 长形 成教 育合 力。

在与 家长 的沟 通过 程中 ，教师 要严 格遵 守教 师职 业道 德规 范的 要求 ，

规范 自己 的言 行， 与家 长共 同努 力， 促进 学生 的成 长。

32.【参 考答 案】

(1)如何 理解 文中 的 “偏才 ”“ 怪才 ” ?



①学科 特长 生及 具备 优秀 潜质 的学 生 ;

②应试 教育 下成 绩低 但综 合素 质过 硬的 学生 。

(2)高考 改革 如何 让 “偏才 ”“ 怪才 ” 脱颖 而出 ?请结 合材 料， 简要

分析 。

①打破 人才 选拔“格式 化 ”;以自 主招 生的 形式 改变 传统 应试 教育 衡

量标 准，挖掘 拥有 优秀 潜质 的特 长生 ，为他 们开 辟高 考录 取的 绿色 通道 。

②科学 的学 生综 合素 质评 价制 度 ;对于“ 偏才 ”“怪才 ”的选 拔体 系

和标 准要 科学 合理 ，保 证诚 信公 平。

③公开 透明 的特 长生 录取 过程 。自 主招 生学 校应 完善 招生 制度 ，使

招生 工作 在“ 阳光 下进 行” ，保 证录 取的 公开 公正 。

三、 写作 题

【参 考范 文】

期望 花开 ，花 开自 来

有人 说教 育的 智慧 是懂 得鼓 励， 有人 说教 育的 智慧 是学 会理 解， 有

人说 教育 的智 慧是 给予 信任 。但无 论是 鼓励 、是理 解、还是 信任 ，都离

不开 期望 教育 。正是 因为 校长 给予 教师 期望 ，才让 本来 平庸 的教 师收 获

高超 的教 学水 平;正是 因为 教师 给予 学生 期望 ，才 让本 来普 通的 学生 获

得优 秀的 成绩 。所 以， 对教 师和 学生 充满 期望 ，才 是真 正的 教育 智慧 。

埋下 期望 的种 子， 是花 开之 源头 。罗 森塔 尔效 应源 于一 个美 丽的 古

希腊 神话 ：塞浦 路斯 的国 王皮 格马 利翁 是一 位有 名的 雕塑 家 ，盖拉 蒂是

他精 心用 象牙 雕塑 的一 位美 丽可 爱的 少女 ，长时 间的 相处 使他 深深 爱上

了这 个“少女 ”，于是 ，他带 着丰 盛的 祭品 来到 阿弗 洛蒂 代的 神殿 向她



求助 ，他祈 求女 神能 赐给 他一 位如 盖拉 蒂一 样优 雅 、美丽 的妻 子，他的

真诚 期望 感动 了阿 弗洛 蒂代 ，女神 用法 力让 盖拉 蒂有 了生 命 ，最后 ，盖

拉蒂 成为 了皮 格马 利翁 的妻 子 。我们 把罗 森塔 尔效 应用 于教 育来 说 ，得

到的 结论 就是 ：教师 的期 望对 学生 的发 展意 义重 大 。由于 教师 给予 学生

厚望 ，在日 常学 习和 生活 中就 自然 给予 学生 更多 的关 注 ，学生 感受 到教

师的 关注 ，就会 加倍 努力 学习 ，取得 好成 绩。如果 说，好的 教育 是一 朵

绽放 的娇 艳之 花， 那“ 期望 ”就是 花开 的种 子， 是美 好的 源头 。

照耀 期望 的阳 光， 是花 开之 基石 。托 一尾 长裙 在撒 哈拉 沙漠 漫步 的

女子 曾在 散文《一生 的战 役 》中写 道：“我一 生的 悲哀 ，并不 是要 赚得

全世 界，而是 要请 你欣 赏我 ，给予 我期 望，让我 有希 望 。”这个 女子 就

是三 毛，而散 文中 的“你 ”，是她 的父 亲。父亲 读了 三毛 的这 篇文 章后

回道 ：“我深 为有 你这 样一 株小 草而 感到 骄傲 。”三毛 看到 后写 道：“等

你这 一句 话，等了 一生 一世 ，只等 你— — 我的 父亲 ，亲口 说出 来 ，扫去

了我 在这 个家 庭用 一辈 子消 除不 掉的 自卑 和心 虚 。”给予 欣赏 和期 望是

父亲 对三 毛的 无声 的教 育，这种 期望 教育 让三 毛无 悔。与父 亲对 三毛 的

美好 期望 相比 ，三毛 的数 学老 师给 三毛 埋下 了一 颗失 望的 种子 ，慢慢 消

耗掉 了三 毛对 数学 的兴 趣，甚至 让她 厌弃 和反 感数 学。如果 说 ，好的 教

育是 不断 生长 的花 朵，那“ 期望 ”就是 让花 朵成 长的 阳光 ，是美 好的 基

石。

浇灌 期望 的雨 露， 是花 开之 动力 。卡 基耐 有一 个灰 暗的 童年 ，但 幸

运的 是，他有 一个 理解 他 ，会教 育他 的继 母。与只 会贬 低他 的父 亲相 比 ，

卡基 耐的 继母 总是 微笑 着对 他说 ： “ 卡基 耐是 全镇 最聪 明最 快乐 的孩



子。”因为 继母 的这 种鼓 励 ，成为 卡基 耐前 进的 一种 动力 ，使他 日后 创

造了 成功 的二 十八 项黄 金法 则 ，帮助 千千 万万 的普 通人 走上 成功 和致 富

的光 明大 道。鼓励 与期 望是 继母 对卡 基耐 的教 育 ，这种 教育 让卡 基耐 实

现自 己的 人生 价值 。如果 说 ，好的 教育 是一 朵不 败的 花，那“期望 ”就

是滋 润花 朵的 雨露 ，是 美好 的动 力。

罗森 塔尔 效应 说明 教育 的成 功是 给予 期望 。期 望教 育是 一切 鼓励 教

育， 赏识 教育 之源 ，是 真正 的教 育智 慧。

因为 期望 ，所以 朽木 可雕 ;因为 期望 ，所以 落花 也有 意 ;因为 期望 ，所

以万 水千 山总 有情 。如 果期 望花 开， 那么 花开 自来 。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中学）》模拟试卷一的参考答

案及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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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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