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小学）》模拟试卷三

【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项 选择 题

1.【答案 】A。解析 ：“意外 问题 ”的处 置，也是 教师 教学 策略 的运

用， 可以 感谢 或称 赞提 问的 学生 ，鼓 励学 生试 着回 答自 己提 出的 问题 。

教师 回答 不了 时要 承认 ，并采 取以 下某 一种 方法 ：问班 里是 否有 学生 可

以解 答;告诉 学生 可以 利用 哪些 资源 找到 答案 ;告诉 学生 应如 何对 问题 进

行思 考;主动 承担 查找 答案 的任 务 ，然后 在下 一堂 课上 告诉 学生 。B、C、

D 三项 都不 适合 。故 选 A。

2.【答案 】C。解析 ：班主 任让 张虎 把座 椅搬 到教 室外 的走 廊 ，一个

人坐 的行 为会 打击 学生 学习 的积 极性 ，体现 了该 班主 任没 有做 到真 正的

关心 爱护 学生 和尊 重学 生。

3.【答案 】B。解析 ：发展 是指 德智 体美 劳均 衡发 展 ，并不 是平 均发

展。

4.【答案 】D。解析 ：题干 中家 长的 心情 可以 理解 ，但是 教育 孩子 的

方法 却是 不妥 当的 ，所以 作为 教师 应该 积极 与家 长沟 通 ，共同 采取 合理

的教 育方 法

5.【答案 】A。解析 ：由于 万老 师脾 气急 躁，所以 在面 对家 长时 要注

意控 制自 己的 情绪 ，向 小夏 及其 母亲 道歉 。



6.【答案 】D。解析 ：本题 主要 考查 考生 对“以人 为本 ”教育 理念 的

认识 。D 项所 述属 于传 统的 教学 观念 ，不符 合当 代学 生观 所提 倡的“以

人为 本” ，即 以学 生为 本的 教学 理念 。

7.【答 案】 A。

8.【答 案】 B。解 析： A 选项 中教 师的 行为 侵犯 了学 生的 隐私 权， C

选项 侵犯 了学 生的 人格 尊严 权 ，D 选项 中进 行有 偿家 教也 是违 背职 业道

德依 法治 教的 要求 。故 选 B。

9.【答 案】 C。

10.【答案 】A｡解 析：《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教 师法 》第七 条规 定，教师

享有 对学 校教 育教 学、 管理 工作 和教 育行 政部 门的 工作 提出 意见 和建

议， 通过 教职 工代 表大 会或 者其 他形 式， 参与 学校 的民 主管 理的 权利 ｡

“就校 务公 开问 题向 学校 提建 议 ”是教 师行 使权 利的 表现 ，故本 题选 A

｡

11.【答 案】 D。解 析：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未成 年人 保护 法》 第五 十

七条 规定 ：“解除 羁押 、服刑 期满 的未 成年 人的 复学 、升学 、就业 不受

歧视 。” 故本 题选 D。

12.【答 案】 A。解 析：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未成 年人 保护 法》 第二 十

八条 规定 ：“各级 人民 政府 应当 保障 未成 年人 受教 育的 权利 ，并采 取措

施保 障家 庭经 济困 难的 、残疾 的和 流动 人口 中的 未成 年人 等接 受义 务教

育。 ”

13.【答 案】 B。



14.【答 案】 D。解 析： 《学 生伤 害事 故处 理办 法》 第九 条【 学生 伤

害事 故情 形】因下 列情 形之 一造 成的 学生 伤害 事故 ，学校 应当 依法 承担

相应 的责 任： (一)学校 的校 舍、 场地 、其 他共 设施 ，以 及学 校提 供给 学

生使 用的 学具 、教育 教学 和生 活设 施 、设备 不符 合国 家规 定的 标准 ，或

者有 明显 不安 全因 素的 ;(二)学校 的安 全保 卫 、消防 、设施 设备 管理 等安

全管 理制 度有 明显 疏漏 ，或者 管理 混乱 ，存在 重大 安全 隐患 ，而未 及时

采取 措施 的;(三 )学校 向学 生提 供的 药品 、食品 、饮用 水等 不符 合国 家或

者行 业的 有关 标准 、要求 的 ;(四)学校 组织 学生 参加 教育 教学 活动 或者 校

外活 动，未对 学生 进行 相应 的安 全教 育 ，并未 在可 预见 的范 围内 采取 必

要的 安全 措施 的。 故答 案选 择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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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20 年 )》把促 进公 平作 为国 家基 本教 育政 策 。教育 公平 的重 点

是促 进义 务教 育均 衡发 展和 扶持 困难 群体 ，根本 措施 是合 理配 置教 育资

源， 向农 村地 区、 边远 贫困 地区 和民 族地 区倾 斜， 加快 缩小 教育 差距 。

16.【答 案】 A。解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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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 法》 和《 教育 法》 ，制 定本 法。

17.【答 案】 C。解 析： 《威 尼斯 商人 》属 于莎 士比 亚创 作的 四大 喜

剧之 一。

18.【答 案】 A。解 析： 二十 四节 气口 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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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惊蛰 不在 夏

季， 是春 季的 节气 。因 此， 答案 为 A。



19.【答 案】 D。解 析： 1955 年， 和平 共处 五项 原则 成为 具有 伟大

历史 意义 的万 隆会 议的 重要 指导 原则 ，和联 合国 宪章 等被 各方 所接 受的

条款 ，由 此产 生了 亚非 会议 十项 原则 。

20.【答案 】B。解析 ：《绿野 仙踪 》是美 国作 者莱 曼 ·弗兰 克·鲍姆 的

作品 。

21.【答案 】D。解析 ：婉约 派为 中国 宋词 流派 。婉约 ，即婉 转含 蓄 。

其特 点主 要是 内容 侧重 儿女 风情 ，结构 深细 缜密 ，音律 婉转 和谐 ，语言

圆润 清丽 ，有 一种 柔婉 之美 。婉 约派 的代 表人 物有 柳永 、张 先、 晏殊 、

晏几 道、 欧阳 修、 秦观 、贺 铸、 周邦 彦、 李清 照等 。

22.【答 案】 C。解 析： 这句 古诗 体现 的是 山西 的窗 花艺 术。

23.【答案 】B。解析 ：投笔 从戎 出自《 后汉 书• 班超 传》：东汉 时的

班超 扔掉 手中 的笔 决心 去边 疆从 军打 仗 ;建立 功业 。鞠 躬尽 瘁 — —诸葛

亮， 鸿雁 传书 — —苏武 ，一 鸣惊 人— —楚庄 王。

24.【答 案】 C。解 析： 古印 度人 是世 界上 最早 的棉 花种 植者 ，古 印

度也 成了 棉花 纺织 的发 源地 。故 选 C。

25.【答案 】A。解析 ：贫贱 之交 ：贱而 地位 低下 的时 候结 交的 朋友 。

金兰 之交 ：情谊 契合 ，亲如 兄弟 的朋 友 。刎颈 之交 ：同生 死，共患 难的

朋友 。忘年 之交 ：辈份 不同 ，年龄 相差 较大 的朋 友 。竹马 之交 ：从小 一

块长 大的 异性 朋友 。布衣 之交 ：以平 民身 份的 相交 往的 朋友 。患难 之交 ：

在遇 到磨 难时 结成 的朋 友。



26.【答案 】C。解析 ：PowerPoint 演示 文稿 文件 的扩 展名 为 PPT，

DOC 属于 文字 处理 软件 的扩 展名 ， XLS 属于 电子 表格 软件 ， TXT 是文

本文 件格 式。

27.【答 案】 D。解 析： 在 Windows 中的 资源 管理 器中 ，文 件夹 左

边含 有“ -” 号表 示该 文件 夹拥 有子 文件 和子 文件 夹并 且已 经展 开显 示

它下 一层 文件 夹。

28.【答 案】 C。解 析： 土豆 是一 种粮 食， 太阳 能是 一种 能量 。

29.【答 案】 D。解 析：

二、 材料 分析 题

30.【参 考答 案】

这是 一堂 非常 成功 的科 学课 。从 教师 职业 理念 的角 度， 该老 师的 教

学行 为体 现了 素质 教育 的教 育观 、学 生观 和教 师观 ，值 得我 们学 习。

(1)从教 育观 来看 ，该教 师的 行为 体现 了素 质教 育的 教育 观 。素质 教

育的 教育 观要 求优 化课 堂教 学模 式 ，多角 度贯 彻启 发性 原则 ，培养 学生

的思 考能 力。材料 中的 老师 给学 生上 科学 课，安排 学生 走出 课堂 ，到大

自然 里寻 找有 生命 的物 体，让学 生实 际去 操作 与观 察，增加 学生 自主 学

习、自主 活动 的机 会 ，鼓励 学生 多思 善问 ，敢于 质疑 争论 ，激发 学生 的

学习 兴趣 ，这 正是 优化 课堂 教学 模式 的体 现。



(2)从学 生观 来看 ，体现 了以 学生 为中 心的 学生 观 ，学生 是发 展的 人 ，

是具 有独 立意 义的 人。教师 应当 注重 培养 学生 的学 习能 力 ，发挥 学生 的

潜能 ，激发 学生 的学 习兴 趣，关爱 与赏 识每 一位 学生 。材料 中，教师 让

学生 走出 课堂 ，自 主学 习， 切实 做到 了以 学生 为中 心。

(3)该教 师具 有正 确的 教师 观 。新时 期教 育要 求教 师不 能只 做传 统意

义上 的“传道 授业 解惑“的传 授者 ，而是 要做 学生 发展 的引 导者 ，学生

学习 的合 作者 ，课堂 优化 的设 计者 和实 施者 ，教学 改革 的探 究者 。该教

师一 改传 统的 课堂 授课 模式 ，让学 生走 到户 外 ，设计 贴近 教学 内容 ，激

发学 生兴 趣的 教学 方式 ，是 正确 的教 育观 的体 现。

31.【参 考答 案】

许老 师的 做法 是合 理的 ，遵 循了 教师 职业 道德 规范 要求 ，是 值得 学

习的 。

首先 ，教 师职 业道 德要 求教 师要 关爱 学生 。材 料中 ，许 老师 热爱 学

生，关心 学生 的身 体和 心理 健康 ，用自 己的 爱心 温暖 了学 生的 心灵 ，帮

助学 生走 过了 艰难 的时 刻， 体现 了关 爱学 生的 原则 。

其次 ，教 师职 业道 德要 求教 师要 终身 学习 。材 料中 ，许 老师 为了 给

学生 提供 最新 的知 识，即使 年过 半百 也不 断学 习，更新 知识 结构 ，提高

了学 生的 学习 兴趣 和知 识视 野。

再次 ，教 师职 业道 德要 求教 师要 爱岗 敬业 。材 料中 ，许 老师 对教 学

工作 高度 负责 ，勤勤 恳恳 ，没有 因为 资历 老就 疏于 备课 ，其乐 于奉 献的

行为 体现 了教 师的 高风 亮节 。



最后 ，教 师职 业道 德要 求教 师要 教书 育人 。材 料中 ，许 老师 不仅 仅

扩展 学生 的知 识，还总 是激 励学 生实 现梦 想，培养 了高 尚的 情感 态度 价

值观 ，体 现了 教书 育人 的原 则。

总之 ，作 为教 师， 不仅 要勤 勤恳 恳不 断学 习， 同时 还要 关心 爱护 学

生， 积极 促进 他们 的发 展。

32.【参 考答 案】

(1)“ 新人 文主 义” 是什 么?请简 要回 答

①新人 文主 义关 注人 和文 化的 协调 发展 ，重 在以 人为 本。

②从人 的生 存、 发展 、自 由和 解放 的层 面来 理解 和把 握现 实的 人的

精神 文化 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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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两者 对于 科学 的含 义解 释有 不同 。新 人文 主义 视野 认为 科学 具有

重要 的技 术价 值、经济 价值 和文 化价 值、精神 价值 ，关注 和推 动了 人和

文化 的发 展。而狭 隘的 人文 主义 认为 科学 及其 价值 为“实证 主义 ”或“功

利主 义”，将其 置于 人文 主义 的对 立面 予以 批判 ，加剧 科学 世界 与人 文

世界 、科 学精 神与 人文 精神 的分 离和 对立 。

②两者 对科 学于 人精 神生 活的 意义 与价 值的 认识 有不 同。 新人 文主

义认 为科 学同 艺术 一样 具重 要的 人文 意义 和人 文价 值 ，其有 助于 领悟 科

学文 化的 人文 内涵 ，具有 认识 价值 、思想 价值 、智力 价值 、审美 价值 与

道德 价值 等。 而狭 隘的 人文 主义 认为 ，科 学的 精神 实质 是 “ 实证 主义 ”

和“ 功利 主义 ，是 人文 主义 的对 立面 。



三、 写作 题

【参 考范 文】

把握 时机 ，走 向成 功

聪明 的花 儿懂 得， 成功 需要 等待 ，需 要蓄 势， 在错 误的 时间 开放 只

会落 得零 落成 泥的 下场 ，永远 不能 与明 媚的 春阳 相遇 。人生 又何 尝不 是

如此 ，只有 把握 机会 ，主动 出击 ，用心 灵的 慧眼 越过 繁芜 ，倾听 时代 的

声音 ，才 能不 让际 遇溜 走， 不与 成功 擦肩 而过 。

把握 时机 ，需 要有 敏锐 的眼 光和 果断 的行 动。 时刻 保持 敏锐 的洞 察

力并 果断 地做 出实 际行 动， 才能 抓住 那一 缕晨 曦， 傲立 枝头 。 “ 接我 ”

CEO 刘辉 ，在北 京市 政府 颁布《小客 车合 乘出 行意 见 》时 ，就凭 着敏 锐

的商 业嗅 觉，发现 了拼 车的 商机 。于是 他立 即到 欧美 考察 体验 ，然后 创

立了 拼车 平台 。之后 ，他又 抓住 每一 个机 会，不断 完善 拼车 模式 ，最终

以“接我 ”云班 车的 高调 登场 ，给了 所有 不看 好他 的人 一个 有力 的回 击 。

正是 因为 拥有 这份 敏锐 与果 断， 机遇 才没 从他 的身 边溜 走。

把握 时机 ，需 要有 充分 的准 备和 真才 实学 。机 会只 垂青 于有 准备 的

人， 诸葛 亮若 无经 世之 学， 刘备 三顾 茅庐 也只 能是 败兴 而归 ;勾践 若无

治国 之才 ，即 便卧 薪尝 胆再 十年 ，也 无法 换得 三千 越甲 气吞 吴的 场面 ;

朗朗 若无 真才 实学 ，即 使当 了著 名音 乐家 的替 补， 也无 法一 举成 名 … …

时机 轻盈 如流 星， 转瞬 即逝 ;时机 沉重 如泰 山， 绝非 等闲 之辈 所能 承受 。

因此 ，唯 有拥 有腹 中韬 略， 笔底 才华 ，才 能稳 抓时 机， 扶摇 直上 。

把握 时机 ，需 要有 平和 淡然 的心 境和 旷达 的处 事态 度。 正如 成功 需

要沉 潜，好的 时机 同样 值得 等待 和付 出 。李健 才华 横溢 ，天赋 极佳 ，但



他不 愿意 为自 己套 上一 个模 式化 的枷 锁 。于是 ，当年 他毅 然退 出名 噪一

时的“水木 年华 ”组合 。喧嚣 的时 代，他以 一种 舒缓 的节 奏演 绎着 自己 ，

在积 累的 过程 中不 断成 熟，最终 在《 我是 歌手 》的舞 台上 惊艳 绽放 。际

遇看 似不 可求 得，但在 心胸 旷达 的人 面前 ，在肯 付出 等待 并不 断充 实自

己的 人面 前， 时机 必定 会来 ，不 过早 晚而 已。

而如 今， 时机 仿佛 成了 快捷 的代 名词 。多 少人 不将 努力 付诸 行动 ，

却指 望通 过选 秀节 目抑 或中 得大 奖而 一夜 成名 ，一 日暴 富 ?多少 人在 欲

望的 泥淖 中挣 扎，看不 到希 望时 便自 甘沉 沦 ，让时 机叹 惋离 去?要知 道 ，

没有 能力 ，没 有隐 忍， 没有 准备 ，即 使天 上果 真掉 下了 “馅饼 ” ，你 ，

接得 住吗 ?

把握 时机 ，攥 紧成 功的 钥匙 ，成 功之 路， 便在 门后 为你 展开 … …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小学）》模拟试卷三的参考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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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