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幼儿）》模拟试卷三

【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项 选择 题

1.【答案 】B。教育 公正 的幼 儿发 展观 是指 因为 受教 育者 之间 存在 着

差异 ，所以 要公 正地 对待 幼认 为自 己现 有的 教学 技能 和知 识水 平已 足够

应对 幼儿 园的 学生 ，不 再需 要继 续探 索创 新

2.【答 案】 D。幼 儿德 育在 发展 教育 中起 着灵 魂和 统帅 的作 用。

3.【答案 】C。解析 ：题干 所述 ，说明 老师 缺乏 一定 的心 理调 适能 力

4.【答案 】B。解析 ：幼儿 园老 师应 该促 进所 有幼 儿的 交往 能力 的发

展，对其 他小 朋友 的行 为和 兵兵 的表 现 ，教师 应该 引导 其他 小朋 友和 兵

兵的 主动 交往 。

5.【答 案】 D。解 析 :教师 职业 道德 包括 爱国 守法 、爱 岗敬 业、 关爱

学生 、教书 育人 、为人 师表 、终身 学习 六个 方面 ，其中 终身 学习 是教 师

专业 发展 的不 竭动 力崇 尚科 学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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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钻研 业务 ，提升 技能 体现 了终 身学 习这 一职 业道 德内

容。

6.【答案 】B。解析 ：韩老 师在 这个 题目 中充 分了 体现 了她 对职 业的

喜爱 和执 着，尊重 自己 的工 作 ，不骄 不躁 ，并且 保持 着谦 虚的 态度 ，这

都出 于她 对自 己的 职业 的尊 重与 信任 ，因 此选 择 B。



7.【答案 】A。解析 ：讲义 原话 为教 师与 同事 之间 要保 持协 同 、向上

的合 作关 系，互相 尊重 、互相 学习 、取长 补短 、乐于 助人 。教师 要把 学

生的 发展 作为 工作 的目 标，通过 课题 研究 、教学 实践 等活 动共 同研 讨教

育教 学中 的各 种问 题，携手 攻关 ，解决 难题 。杜绝 为了 名誉 、职称 或者

成绩 排名 而相 互对 立和 损坏 学生 利益 的现 象 ，材料 中老 师显 然没 有做 好

团结 协作 。

8.【答案 】C。解析 ：把上 课捣 乱的 轩轩 带出 教室 ，违反 了教 师职 业

道德 中教 书育 人、 关爱 学生 的要 求， 是错 误的 。

9.【答案 】D。解析 ：学校 不履 行法 律法 规规 定的 义务 ，情节 严重 或

者造 成严 重后 果， 根据 有关 法律 的规 定 .学校 负责 人和 有关 直接 负责 人

要承 担相 应的 法律 责任 。

10.【答 案】 A。解 析： 《幼 儿园 工作 规程 》明 确规 定， 幼儿 园实 行

园长 负责 制， 由园 长负 责。

11.【答 案】 D。解 析： 新《 义务 教育 法》 中对 教师 权利 的报 酬待 遇

权进 行了 具体 的补 充，明确 提出 义务 教育 教师 的平 均工 资水 平不 得低 于

当地 公务 员。

12.【答案 】B。《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教 育法 》第一 章第 八条 明确 指出 ，

教育 活动 必须 符合 国家 和社 会公 共利 益。 国家 实行 教育 与宗 教相 分离 。

任何 组织 和个 人不 得利 用宗 教进 行妨 碍国 家教 育制 度的 活动 。

13.【答 案】 A。《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教 育法 》第 三章 第三 十一 条明 确

规定 ，教育 对外 交流 与合 作坚 持独 立自 主 、平等 互利 、相互 尊重 的原 则 ，

不得 违反 中国 法律 ，不 得损 害国 家主 权、 安全 和社 会公 共利 益。



14.【答 案】 B。实 施义 务教 育的 普通 学校 应当 接收 具有 接受 普通 教

育能 力的 残疾 适龄 儿童 、少 年随 班就 读。

15.【答 案】 C。《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教 育法 》第 一章 第十 四条 明确 指

出，国务 院和 地方 各级 人民 政府 根据 分级 管理 、分工 负责 的原 则，领导

和管 理教 育工 作。

16.【答 案】 A。 解析 ：根 据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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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昇 发明 了活 字印 刷术 ，蔡伦 改进 了造 纸术 ;

我国 最早 的医 书是 《黄 帝内 经》 ;祖冲 之是 南北 朝时 期杰 出的 数学 家、

天文 学家 。

18.【答案 】B。解析 : 鲁迅 是我 国著 名文 学家 、思想 家、评论 家和

革命 家，他对“五四 ”后的 中国 文学 有着 深渊 的影 响 。鲁迅 的代 表作 有

《呐 喊》 、《 彷徨 》、 《故 事新 编》 、《 狂人 日记 》、 《朝 花夕 拾》 、

《阿 Q 正传 》等 。《 子夜 》是 茅盾 的作 品， 发表 于 1933 年 ;《泯 灭》

的作 者是 梁晓 声， 《茶 馆》 的作 者是 老舍 。

19.【答 案】 D。解 析： 乌镇 是江 南水 乡古 镇， 是中 国首 批十 大历 史

文化 名镇 和中 国魅 力名 镇之 一 ;石湾 被称 为“南国 陶都 ”;宏村 被誉 为“中

国画 里的 乡村 ”。

20.【答案 】B。贡院 ，是古 代乡 试的 考场 ，即开 科取 士的 地方 。贡 ，

就是 通过 考试 选拔 人才 贡献 给皇 帝或 国家 的意 思。



21.【答 案】 D。解 析： 世界 三大 数学 家分 别为 阿基 米德 、高 斯和 牛

顿。伽利 略为 意大 利数 学家 、物理 学家 、人文 学家 ，是科 学革 命的 先驱 。

22.【答案 】A。解析 ：海河 、松花 江流 入太 平洋 ，怒江 流入 印度 洋 ，

额尔 齐斯 河流 入北 冰洋 。故 本题 正确 答案 选 A。

23.【答 案】 A。解 析： 三藩 之乱 和准 噶尔 叛乱 都发 生在 清朝 康熙 年

间，八王 之乱 是发 生于 西晋 时期 的一 场皇 族为 争夺 中央 政权 而引 发的 动

乱。

24.【答 案】 B。解 析： 温室 效应 的原 理是 ：大 气能 使太 阳短 波辐 射

到达 地面 ，但地 表向 外放 出的 长波 热辐 射线 却被 大气 吸收 ，这样 就使 地

表与 低层 大气 温度 增高 ，因其 作用 类似 于栽 培农 作物 的温 室 ，故名 温室

效应 。自工 业革 命以 来 ，人类 向大 气中 排入 的二 氧化 碳等 吸热 性强 的温

室气 体逐 年增 加(其中 二氧 化碳 是最 主要 的温 室气 体 )，大 气的 温室 效应

也随 之增 强。 因此 ，本 题正 确答 案为 B 项。

25.【答 案】 A。解 析： 郑板 桥一 生只 画兰 、竹 、石 ，自 称 “ 四时 不

谢之 兰， 百节 长青 之竹 ，万 古不 败之 石， 千秋 不变 之人 ”。其 诗书 画 ，

世称 “三绝 ” ，是 清代 比较 有代 表性 的文 人画 家。

26.答案 A。

27.答案 A。

28.【答 案】 D。解 析：



29.【答案 】A。解析 ：本题 考查 逆否 命题 。提炼 题干 ，a=我喜 欢你 ，

b=会努 力和 你在 一起 ，a=》b 为原 命题 。分析 选项 ，A 选项 ，非 b=我

不努 力和 你在 一起 ，非 a=我不 喜欢 你 ，非 b=》非 a 为原 命题 的逆 否命

题;B 选项 ，非 a=我不 喜欢 你， 非 b=不努 力和 你在 一起 ，非 a=》非 b

为原 命题 的否 命题 ;C 选项 ， b=努力 和你 在一 起， a=我喜 欢你 ， b=》a

为原 命题 的逆 命题 。根据 规则 ：原命 题成 立的 时候 ，能推 出它 的逆 否命

题也 是成 立的 ，但 是否 命题 和逆 命题 是推 不出 来的 。故 选 A。

二、 材料 分析 题

30.【参 考答 案】

王老 师的 教育 行为 体现 了素 质教 育中 的理 念， 是正 确的 。

首先 ，实 施素 质教 育要 求教 师在 教育 活动 中促 进幼 儿体 育、 智育 、

德育 、美育 各方 面发 展 。王老 师通 过自 己边 讲边 做边 示范 的方 式 ，通过

讲解 法与 示范 法相 结合 的方 式， 让幼 儿理 解， 不仅 在智 育上 有了 发展 ，

也在 体能 锻炼 方面 上有 了提 升 ;

其次 ，老 师的 行为 体现 了素 质教 育是 以培 养学 生的 创新 精神 和实 践

能力 为重 点的 教育 。材料 中老 师调 动了 幼儿 的积 极性 ，让自 己自 己能 够

动手 动脚 去练 习投 掷的 动作 ，体 现了 实践 的精 神 ;

再次 ，素 质教 育着 重于 促进 学生 发展 ，使 学生 能够 独立 面对 社会 ，

具备 生存 能力 和终 身学 习的 基本 素质 。王老 师最 后让 小朋 友自 己去 进行

练习 ，并学 会了 投掷 的基 本动 作要 领 ，这是 小朋 友自 己获 得的 技能 ，受

益匪 浅;总之 ，王 老师 很好 的完 成了 素质 教育 。



31.【答 案】 (1) 李老 师模 范地 践行 了教 师职 业道 德规 范， 是值 得

每一 位教 师学 习的 。

(2)李老 师的 做法 践行 了热 爱学 生这 一教 师职 业道 德规 范 。热爱 学生

要求 教师 要平 等对 待每 一位 学生 ，要 始终 信任 每一 位学 生。 ((3)李老 师

的做 法践 行了 尊重 家长 ，团 结协 作这 一教 师职 业道 德规 范。 尊重 家长 ，

团结 协作 对 于调 动家 长的 教育 潜能 、形成 教育 共识 、提高 家长 的素 质 、

形成 教育 优势 和形 成教 育的 合力 具有 积极 意义 。

三、 阅读 材料

【答 案】

(1)“ 钥匙 ”在文 中有 多种 内涵 ，具体 如下 ：① 是自 尊的 保障 、独立

的象 征;② 是我 行我 素的 自由 和不 必求 助于 人的 快乐 ;③ 是自 己的 一种 权

利， 也是 别人 对自 己的 信任 ;④是有 备无 患的 快乐 ，也 是左 右逢 源的 保

障;⑤ 是安 心的 投奔 和无 言的 挽留 。

(2)钥匙 是作 者人 生历 程的 见证 者 ，见证 着作 者的 悲伤 与欢 喜，见证

着作 者爱 情、亲情 和友 情的 收获 、见证 着作 者家 庭的 幸福 和工 作的 欣慰 ，

钥匙 是作 者心 灵的 守护 者。所以 在交 出钥 匙的 时候 ，作者 会有 小小 的伤

感与 不舍 。

四、 写作 题

营造 温情 氛围 呵护 学生 自尊

苏霍 姆林 斯基 有个 十分 精彩 的比 喻 ，“要像 对待 荷叶 上的 露珠 一样 ，

小心 翼翼 地保 护学 生稚 嫩的 心灵 。”良好 的心 理氛 围是 学生 健康 成长 的

保障 ，是学 生进 步的 一个 前提 。作为 教师 ，为学 生营 造一 个充 满温 情 的



积极 向上 的心 理氛 围是 非常 有利 于教 育教 学的 。保 护好 学生 的自 尊心 ，

是培 养学 生良 好的 心理 素质 的一 个重 要方 面 ，是营 造温 情心 理氛 围的 先

决条 件。

教师 应在 教育 教学 中， 有意 识地 保护 学生 的积 极自 尊心 ，才 会使 学

生乐 于接 受教 育，并获 得成 功。要保 护学 生自 尊心 ，以下 几方 面是 不应

忽略 的。

首先 ，坚 持平 等对 话。 作为 教师 ，首 先要 清醒 地认 识到 过去 的 “ 师

道尊 严”已为 时代 所摒 弃，学生 是与 老师 完全 平等 的人 ，尊重 是教 育民

主的 第一 原则 。有 了这 种健 全 的心 理， 教师 才能 平等 地、 耐心 地倾 听

学生 的心 声，才不 会压 抑学 生的 个性 ，才会 建立 民主 、和谐 的师 生关 系 。

其次 ，关注 弱势 群体 。维护 自尊 是每 个正 常人 的基 本需 要 ，班级 里的 那

些后 进生 及有 某方 面生 理缺 陷的 学生 则更 渴望 在集 体中 居于 适当 的地

位， 得到 较好 的评 价和 重 视。 因为 他们 的自 尊心 往往 更脆 弱， 更容 易

受伤 害， 所以 教师 在教 育教 学中 应有 意识 地关 注这 些学 生的 心理 需求 ，

更加 细心 地呵 护他 们的 自尊 心。 我们 要像 给朱 元璋 画像 的聪 明画 家那

样，既要 保护 弱势 群体 的自 尊，又要 做得 巧妙 ，使他 们感 觉不 到自 己的

弱势 。

再次 ，挖掘 前进 动力 。渴望 积极 的肯 定性 评价 而获 得自 尊 ， 是一 种

普遍 的心 理需 要。 即使 老师 们眼 中的 双差 生 (学习 差、 品德 差 )，表 面上

看似 什么 都不 在乎 ，其 实他 们的 内心 深处 同样 也有 十分 强烈 的自 尊需

求。对待 这些 学生 ，我们 不能 因为“恨铁 不成 钢”，就总 是恶 语相 讥或

横加 指责 ，那样 只会 使他 们在 背离 我们 的方 向上 越走 越远 。我们 应积 极



挖掘 他们 的闪 光点 ，使 他们 的长 处在 集体 活动 中得 到充 分发 挥， 并以

此为 契机 ，激 发他 们的 荣誉 感、 自尊 心和 上进 心。 最后 ，宽 容学 生过

失。在日 常教 学中 ，学生 出现 这样 那样 的小 过失 是不 可避 免的 ，绝大 多

数情 况下 ，他们 并非 故意 ，而是 在不 经意 间造 成的 。“人无 完人 ，孰能

无 过。”教师 应允 许学 生犯 错误 ，而且 要懂 得宽 容他 们的 错误 与过 失 ，

不要 盯住 他们 的错 误不 放或 对他 们的 过失 穷追 不舍 ，只要 让他 们明 白错

误行 为及 错误 所在 就罢 手， 要保 护他 们敏 感的 自尊 。

晶莹 透亮 的露 珠是 美丽 可爱 的， 却又 是十 分脆 弱的 ，一 不小 心露 珠

滚落 ，就会 破碎 ，不复 存在 。教师 要细 心呵 护学 生露 珠般 脆 弱的 心灵 ，

精心 为他 们营 造一 个充 满温 情的 心理 氛围 ，教师 给予 学生 的尊 重、理解 、

关爱 ，就 是对 他们 “润物 细无 声 ”的浇 灌和 培育 ;教师 善解 人意 的温 情

就是 照亮 学生 心灵 窗户 的盏 盏明 灯。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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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幼儿）》模拟试卷三
	【答案】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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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