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小学）》模拟试卷二

【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项 选择 题

1.【 答案 】B。解析 ：何老 师工 作压 力大 ，事务 繁忙 ，但工 作态 度积

极， 微笑 面对 学生 ，体 现了 其健 康的 职业 心理 。故 选 B。

2.【 答案 】C。解析 ：传统 的百 分制 的形 式更 多体 现的 是评 价的 选拔

和甄 别功 能， 而现 在“ 评语 +特长 +等级 ”形式 可以 激励 学生 ，促 进学

生的 个性 发展 ，所 以体 现了 激励 和发 展功 能。

3.【答案 】A。解析 ：“以人 为本 ”的学 生观 必须 面向 全体 学生 。以

人为 本思 想中 的“ 人”，是全 体的 人 ，而不 是其 中一 部分 人。该教 师的

做法 剥夺 了这 两位 学生 接受 教育 的权 利 ，违背 了教 育公 平。因此 ，答案

为 A。

4.【答 案】 B。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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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答案 】C。解析 ：素质 教育 要求 树立 以学 生为 本的 学生 观 ，教师

对学 生在 课堂 上的 积极 反映 应回 以关 注 ，这样 才能 调动 学生 在课 堂学 习

中的 积极 性。



7.【答案 】D。解析 ：诗句 主要 体现 的是 教师 的无 私的 奉献 精神 ，故

选择 D 选项 。

8.【答案 】B。解析 ：在教 育教 学的 细节 中做 到尊 重学 生的 个别 差异 ，

正确 的把 握公 正的 前提 是有 利于 每一 个学 生的 健康 成长 ;在教 育教 学工

作中 ，尽 量缩 小由 社会 不公 正给 学生 带来 的差 异 ;辩证 地看 待学 生的 优

缺点 ，不 绝对 化。

9.【答案 】D。解析 ：《教育 法》规定 ，学生 有努 力学 习，完成 规定

的学 习任 务的 义务 。故 选 D。

10.【答 案】 C。解 析： 《教 师法 》第 二十 七条 规定 ：地 方各 级人 民

政府 对教 师以 及具 有中 专以 上学 历的 毕业 生到 少数 民族 地区 和边 远贫

困地 区从 事教 育教 学工 作的 ，应 当予 以补 贴。

11.【答 案】 B。 12.【答 案】 C。

13.【答 案】 C。解 析： 《教 育法 》第 四十 三条 规定 ，学 生的 权利 之

一是 对学 校给 予的 处分 不服 向有 关部 门提 出申 诉。

14.【答 案】 A。解 析：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义务 教育 法》 第二 十二 条

规定 ：县级 以上 人民 政府 及其 教育 行政 部门 应当 促进 学校 均衡 发展 ，缩

小学 校之 间办 学条 件的 差距 ，不 得将 学校 分为 重点 学校 和非 重点 学校 。

学校 不得 分设 重点 班和 非重 点班 。

15.【答 案】 B。解 析：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预防 未成 年人 犯罪 法》 第

十六 条规 定，收留 夜不 归宿 的未 成年 人的 ，应当 征得 其父 母或 者其 他监

护人 的同 意，或者 在二 十四 小时 内及 时通 知其 父母 或者 其他 监护 人 、所

在学 校或 者及 时向 公安 机关 报告 。因 此， 答案 为 B。



16.【答 案】 B。解 析： 《学 生伤 害事 故处 理办 法》 第三 条规 定， 学

生伤 害事 故应 当遵 循依 法、客观 公正 、合理 适当 的原 则 ，及时 、妥善 地

处理 。

17.【答 案】 A。解 析： 《女 史箴 图》 作者 为顾 恺之 ;《历 代帝 王图 》

作者 为阎 立本 ;《明 皇幸 蜀图 》作 者为 李思 训 ;《天 王松 子图 》作 者为 吴

道子 。

18.【答 案】 C。解 析： 此考 点为 “昭君 出塞 ” ，汉 元帝 以宫 人王 昭

君嫁 给了 呼韩 邪单 于，以化 解汉 与匈 奴之 间的 冲突 ，所以“ 胡”指得 是

匈奴 。

19.【答 案】 A。解 析： 根据 “春雨 惊春 清谷 天， 夏满 芒夏 暑相 连，

秋处 露秋 寒霜 降， 冬雪 雪冬 小大 寒。 ”可以 确定 A 项顺 序有 误。

20.【答 案】 D 。解 析： 万神 庙属 于罗 马风 格建 筑， 雅典 卫城 属于

古希 腊建 筑， 罗马 斗兽 场属 于欧 式建 筑风 格。

21.【答案 】B。解析 ：解析 ：焚书 坑儒 ，是秦 始皇 公元 前 213 年和

公元 前 212 年焚 毁书 籍、 坑杀 儒士 的事 件。 故选 B。

22.【答 案】 A。解 析： 碰铃 是打 击乐 器， 二胡 是拉 弦乐 器， 巴乌 是

吹奏 乐器 。

23.【答 案】 C。解 析： 花甲 ，指 六十 岁。 重开 ，指 两个 花甲 ，一 百

二十 岁。三七 为二 十一 岁 。上联 加起 来共 一百 四十 一岁 。古稀 ，指七 十

岁。双庆 ，指两 个古 稀 ，一百 四十 岁 。一个 春秋 ，即一 岁 。下联 加起 来

也是 一百 四十 一岁 。联 语的 特点 在巧 于用 数。



24.【答 案】 C。解 析： 徐悲 鸿擅 长画 马， 其笔 下所 画的 奔马 桀骜 不

凡、 自由 奔放 ，在 写实 之中 充满 了浪 漫主 义的 风格 。

25.【答 案】 C。解 析： “梨园 子弟 ” 原指 唐玄 宗时 期梨 园宫 廷歌 舞

艺人 的统 称， 后泛 指戏 曲演 员。

26.【答 案】 D。解 析： A 选项 是文 字处 理程 序 Word 2003 的文 档

扩展 名;B 选项 WPS 是由 国产 文字 处理 软件 WPS 生成 的文 档格 式扩 展

名;C 选项 DOT 文件 ，则是 Word 的模 板文 件的 扩展 名 。打开 的是 一个

模板 文件 ;而 EXE 是应 用程 序的 可执 行文 件格 式， 不能 用 Word 打开 。

27.【答 案】 B。解 析： A 项： 添加 了批 注的 效果 为单 元格 右上 角出

现红 色三 角形 。C 项： 图中 表示 的单 元格 中的 内容 为文 本格 式。 D 项 ：

输入 内容 前加 英文 状态 下的 单引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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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答案 】A。解析 ：6× 4=24，24÷3=8，8×2=16，16÷ 1=16，

16×0=(0)。

二、 材料 分析 题

30.【参 考答 案】

这位 教师 的回 忆体 现了 新课 程改 革背 景下 的教 师观 ，实 现了 现代 教

师角 色和 行为 的转 变。

一方 面， 在教 师角 色方 面， 教师 不只 是知 识的 传授 者， 更应 该是 学

生发 展的 促进 者，而这 种发 展不 只是 在学 业方 面 ，更要 关注 学生 人格 的

健康 成长 和个 性发 展。材料 中的 教师 在十 年前 只是 注重 知识 的传 授 ，没

有关 注学 生的 心理 成长 ，对于 学生 由于 继父 凌辱 而造 成的 心理 阴影“一



点也 不知 道”，而十 年后 ，教师“ 会从 隐而 不显 的线 索中 去发 现学 生面

临的 问题 ，并 且想 办法 帮助 他们 ”。

另一 方面 ，在 教师 行为 方面 ，新 的教 师观 强调 教师 的反 思。 材料 中

的教 师能 够从 案例 中反 思自 己的 过失 ，认 识到 “同样 的错 误如 果再 犯 ，

实在 是不 应该 的” ，体 现了 教师 行为 的转 变。

31.【参 考答 案】

石老 师的 行为 充分 践行 了教 师职 业道 德规 范， 具体 体现 在以 下几 个

方面 ：

第一 ，石 老师 践行 了“ 爱岗 敬业 ”。注 重责 任意 识， 面对 学生 出现

的种 种问 题，能够 尽职 尽责 的处 理 ，不怕 脏 、不嫌 烦 ，积极 与家 长沟 通 ，

修改 并优 化教 学计 划。在教 育实 践中 履行 着自 己作 为一 名教 师应 尽的 职

责。

第二 ，石 老师 践行 了“ 关爱 学生 ”。石 老师 将全 身心 的爱 投入 到工

作中 ，以师 爱作 为工 作的 核心 动力 ，收拾 学生 呕吐 的赃 物 ，不厌 其烦 的

修改 学生 作业 ，耐心 帮助 学生 改正 不良 习惯 等，都是 出于 对学 生的 关爱 。

用自 身的 实际 行动 诠释 了师 德的 灵魂 — —“关爱 学生 ” 。

第三 ，石 老师 践行 了“ 教书 育人 ”。石 老师 遵循 教育 规律 ，循 循善

诱，诲人 不倦 ，因材 施教 。通过 细致 的观 察和 耐心 的教 导 ，培养 学生 的

良好 品行 ，进 而促 进学 生发 展。

第四 ，石 老师 践行 了“ 为人 师表 ”。石 老师 坚守 高尚 情操 ，以 身作

则，在教 育教 学过 程中 率先 垂范 ，以自 己的 人格 魅力 和学 识魅 力教 育影

响学 生。



第五 ，石老 师践 行了“终身 学习 ”。石老 师坚 持树 立终 身学 习理 念 ，

拓宽 知识 视野 ，更新 知识 结构 。潜心 钻研 业务 ，勇于 探索 创新 ，不断 提

高专 业素 养和 教育 教学 水平 。

因此 ，教 师应 当在 新时 代素 质教 育理 念的 指导 下， 遵守 教师 职业 道

德， 为人 师表 ，关 爱学 生， 促进 学生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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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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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梦 ，才 有未 来

昙花 为了 自己 月下 一现 的梦 想 ，甘愿 承受 长久 的寂 寞;流星 为了 自己

瞬间 美好 的梦 想， 宁可 放弃 灿烂 闪耀 的生 命 ;彩虹 为了 自己 绚丽 多姿 的



梦想 ，情 愿承 受暴 风雨 的洗 礼 ;张强 为了 实现 自己 当演 员的 梦想 ，宁 愿

忍受 住在 下水 道的 艰苦 。因为 他坚 信 ：有梦 想的 陪伴 ，才会 有精 彩的 未

来。

梦想 是支 持我 们积 极进 取的 不竭 动力 。王 宝强 从小 习武 ，但 他的 理

想却 是拍 电影 。他决 定去 北京 追求 电影 梦的 时候 ，被很 多人 嘲笑 和质 疑 。

的确 ，对当 时的 王宝 强来 说 ，想拍 电影 简直 是异 想天 开。但他 毅然 踏上

了“北漂 ”之路 。为了 梦想 ，他当 替身 、当群 众演 员 ，拍了 许多 戏却 连

脸都 没露 过。 尽管 如此 ，他 也没 有放 弃。 终于 ，他 获得 了主 演《 盲井 》

的机 会，并凭 借此 戏拿 了奖 ，之后 便开 始不 断地 在一 些影 视剧 中出 演角

色，并最 终成 为了 一线 男演 员 。正是 因为 对梦 想的 渴望 支持 他不 断前 进 ，

他才 取得 了今 天的 成绩 。

梦想 是茫 茫大 海中 指明 方向 的一 盏明 灯 。戴维 ·布伦 克特 在小 时候 就

写下 过要 成为 英国 首位 盲人 内阁 大臣 的梦 想。 50 年后 ，他 的老 师在 整

理旧 物时 发现 了写 着孩 子们 梦想 的作 业本 ，于是 他把 这些 作业 重新 发回

到孩 子们 手中 。可是 大多 数人 早已 忘记 了当 年的 梦想 ，而已 成为 内阁 教

育大 臣的 戴维 在给 老师 的信 中说 ： “ 感谢 您为 我们 保存 着儿 时的 梦想 ，

那个 梦想 一直 在我 脑子 里， 从未 放弃 。 50 年过 去了 ，我 已经 实现 了那

个梦 想。”正是 因为 有梦 想的 指引 ，戴维 才在 黑暗 的世 界里 赢得 了光 明

的前 途。

梦想 是使 生命 之花 开得 更加 绚烂 的肥 料。 罗琳 从小 就有 当作 家的 理

想，但在 追求 理想 的道 路上 ，她经 历了 太多 的考 验 ：失业 的无 助 、离婚

的痛 苦、单亲 妈妈 的艰 辛等 。但无 论生 活如 何艰 难，她都 没有 放弃 过梦



想，她克 服各 种困 难，用全 部的 热情 专心 写作 ，因为 只有 写作 才能 让她

真正 的找 到快 乐。1997 年，《哈利 ·波特 与魔 法石 》出版 ，罗琳 终于 实

现了 自己 的作 家梦 。电 影公 司把 《哈 利 · 波特 》系 列小 说拍 成电 影后 ，

罗琳 成了 当今 英国 最有 名的 作家 之一 。正是 因为 有梦 想的 滋养 ，才成 就

了她 今天 的辉 煌。

梦想 ，就 像一 粒饱 满的 种子 ，在 人们 心中 扎根 、开 花、 结果 。这 一

过程 或许 会经 历种 种磨 难和 艰辛 ，但只 要坚 持不 懈地 努力 ，勇敢 地面 对 ，

总有 一天 ，梦 想的 光芒 会照 亮前 行的 道路 ，成 就你 的精 彩人 生 !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小学）》模拟试卷二的参考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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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