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教育知识与能力（中学）》模拟试卷

二【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项 选择 题

1.【答案 】C。解析 ：赫尔 巴特 是传 统教 育学 的代 表人 物 ，他强 调将

心理 学和 哲学 作为 教育 学的 基础 。

2.【答 案】 C。

3.【答案 】D。解析 ：题干 所述 是通 过奖 励 、等级 评定 等外 部强 化手

段来 激发 学生 的学 习动 机， 属于 强化 理论 。

4.【答案 】B。解析 ：张国 庆、马嘉 友主 编的《教育 学 》，第三 章教

育和 人的 发展 ，第三 节教 育和 儿童 的发 展 ：把握 儿童 个体 身心 状况 主要

包括 以下 几个 方面 ：(1)教育 目标 要反 映社 会的 发展 ;(2)在成 熟基 础上 引

导发 展;(3)在教 育过 程中 要尊 重和 发挥 儿童 的主 体性 。对 于如 何培 养学

生的 主体 性， 可以 从以 下几 个方 面做 起： ①建立 民主 和谐 的师 生关 系 ，

重视 学生 自学 能力 的培 养。②重视 培养 学生 主体 参与 课堂 ，让学 生获 得

主体 参与 的体 验。③尊重 学生 的个 性差 异 ，进行 针对 性教 育。题干 中的

①② ③符合 题意 。

5.【答案 】D。解析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教 师法 》中对 教师 概念 作了

明确 界定 ：教师 是履 行教 育教 学职 责的 专业 人员 ，承担 教书 育人 、培养

社会 主义 事业 建设 者和 接班 人、 提高 民族 素质 的使 命。



6.【答案 】D。解析 ：教育 学的 研究 对象 是教 育现 象和 教育 问题 。理

清教 育现 象和 教育 问题 的概 念 。 7.【答案 】A。解析 ：根据《 国家 中长

期教 育改 革和 发展 规划 纲要 (2010--2020 年)》规定 ，到 2020 年 ，基本

实现 教育 现代 化， 基本 形成 学习 型社 会， 进入 人力 资源 强国 。

8.【答 案】 D。

9.【 答案 】B。解析 ：建设 小康 社会 是我 们党 和国 家到 2020 年的 奋

斗目 标， 是全 国各 族人 民根 本利 益所 在， 必须 坚定 不移 地为 之奋 斗。

10.【答 案】 B。解 析： “教师 一方 面要 贡献 出自 己的 东西 ，另 一方

面又 要像 海绵 一样 ，从人 民生 活中 和科 学中 吸取 一切 优良 的东 西 ，然后

再把 这些 优良 的东 西贡 献给 学生 ”，此 话是 加里 宁说 。

11.【答 案】 B。

12.【答 案】 B。解 析： 师生 关系 的最 基本 表现 形式 就是 教学 关系 。

因为 在教 育过 程中 ，教 师是 传授 知识 的角 色， 学生 是接 受知 识的 角色 。

教学 本质 上是 一种 知识 的传 授过 程， 所以 选择 B 选项 。

13.【 答案 】C。解析 ：A、B、D 三项 均属 于专 家教 师与 新教 师在 课

堂教 学过 程中 的差 异， C 项中 课时 计划 发生 在课 堂教 学之 前， 故选 C。

14.【答 案】 D。解 析： 科举 制是 破除 门阀 制度 ，让 民间 有能 力的 人

也可 以进 入管 理阶 层。在当 时是 一大 进步 ，一举 奠定 了一 种社 会选 人制

度。 对后 世也 有极 大的 借鉴 作用 。这 是大 隋留 给人 类的 最重 大的 贡献 。

科举 制对 于人 才的 合理 流动 起到 了非 常关 键的 作用 。



15.【答 案】 C。解 析： “学者 有四 失， 教者 必知 之， 人之 学也 ，或

失则 多，或失 则寡 ，或失 则易 ，或失 则止 。此四 者，心之 莫同 也。知其

心， 然后 能救 其失 也。 教也 者， 长善 而救 其失 者也 。 ”

16.【答 案】 A。解 析： 教育 改革 的核 心是 课程 改革 。新 课程 改革 的

核心 理念 就是 教育“以人 为本 ”，即 ：“一切 为了 每一 位学 生的 发展 ”。

选项 中只 有 A 选项 完全 符合 这一 理念 要求 ，B 选项 比较 片面 ，只说 了课

程选 择方 面， CD 都是 从教 师角 度出 发。 故选 择 A 选项 。

17.【 答案 】D。解析 ：义务 教育 的培 养目 标是 为人 的发 展奠 定基 础 。

A 项是 片面 的， 义务 教育 应包 括德 智体 美等 方面 ， BC 项均 不是 义务 教

育的 培养 目标 ，故 选 D。

18.【答案 】A。解析 ：计划 策略 包括 设置 学习 目标 、浏览 阅读 材料 、

产生 待回 答的 问题 以及 分析 如何 完成 学习 任务 。

19.【答案 】D。解析 ：ABC 都是 教师 行为“十不 准 ”中的 内容 ，属

于体 罚学 生的 行为 ，是 明令 禁止 的。

20.【答 案】 D。解 析： 本题 引用 一段 名人 名言 ，说 明实 践是 认识 的

来源 。A 选项 说实 践是 认识 的唯 一来 源 ，但人 们获 得认 识的 途径 有两 条 ：

一条 是实 践，一条 是通 过读 书等 途径 获得 间接 经验 。所以 A 项错 误。在

实践 与认 识的 辩证 关系 中， 实践 决定 认识 ，实 践是 认识 的来 源、 目的 、

发展 的动 力和 检验 的标 准，所以 C 项错 误 。B 项不 符合 题意 ，排除 。故

此题 选 D 项。

21.【答 案】 B。解 析： 福禄 贝尔 在教 育史 上第 一个 承认 游戏 的教 育

价值 。有 系统 地把 游戏 活动 列入 教育 过程 的教 育家 。



二、 辨析 题

22.【参 考答 案】

这种 说法 是错 误的 。

课程 标准 是课 程计 划中 每门 学科 以纲 要的 形式 编定 的、 有关 学科 教

学内 容的 指导 性文 件。 它规 定了 学科 的教 学目 的和 任务 ，知 识的 范围 、

深度 和结 构，教学 进度 以及 有关 教学 法的 基本 要求 。课程 计划 是根 据教

育目 的和 不同 类型 学校 的教 育任 务 ，由国 家教 育主 管部 门制 定的 有关 教

学和 教育 工作 的指 导性 文件 。其基 本内 容包 括 ：教学 科目 的设 置、学科

顺序 、课时 分配 、学年 编制 与学 周安 排 。题干 混淆 了课 程标 准和 课程 计

划的 含义 。

23.【参 考答 案】

该说 法错 误。 教育 方针 与教 育目 的既 有联 系又 有区 别。 教育 方针 和

教育 目的 都是 由国 家规 定，都是 对教 育的 基本 要求 ，都是 全国 必须 统一

执行 的。但教 育方 针是 对教 育工 作的 总体 规定 ，它包 括对 教育 性质 和方

向、 教育 目的 和实 现教 育目 的基 本途 径等 总的 要求 ;教育 目的 仅是 对人

才的 质量 标准 和培 养规 格的 专门 规定 。因 此， 教育 方针 包括 教育 目的 ，

教育 目的 是教 育方 针的 重要 内容 之一 。因 此， 题干 说法 错误 。

24.【参 考答 案】

这种 说法 是错 误的 。操 作的 定向 阶段 ，即 理解 操作 活动 的结 构和 程

序的 要求 ，在头 脑中 建立 起操 作活 动的 定向 映象 的过 程 。题干 描述 的情

况表 明学 生的 动作 已经 高度 的程 序化 、自动 化 、完善 化，已经 达到 熟练

阶段 。



25.【参 考答 案】

该说 法是 错误 的。 倒摄 抑制 是指 后来 学习 的材 料对 先前 学习 的材 料

的回 忆或 再认 产生 的干 扰。 后来 学习 对先 前学 习的 影响 属于 逆向 迁移 ，

两种 学习 之间 是干 扰作 用属 于负 迁移 。所以 ，倒摄 抑制 是一 种逆 向负 迁

移。 故题 干说 法错 误。

三、 简答 题

26.【参 考答 案】

(1)注意 整体 示范 与分 解示 范结 合。

(2)注意 示范 时速 度的 控制 。

(3)动作 示范 要有 明确 的目 的。

(4)示范 要正 确。

(5)示范 与讲 解有 机结 合。

27.【参 考答 案】

(1)培养 学生 行为 的目 的性 ，减 少其 行动 的盲 目性 ;

(2)培养 学生 良好 的行 为习 惯， 从生 活入 手培 养意 志品 质 ;

(3)培养 学生 自我 控制 、自 我调 节的 能力 ;

(4)有意 识地 为学 生创 设困 难情 境 ，使学 生在 克服 困难 的过 程中 ，锻

炼各 种意 志品 质。

28.【参 考答 案】

(1)教育 培养 合格 的公 民和 各种 政治 人才 。

(2)教育 是一 种影 响政 治经 济制 度的 舆论 力量 。通过 教育 ，宣传 一定

的政 治观 点、 理论 、方 针、 路线 ，造 成舆 论。



(3)通过 教育 制度 ，实现 对受 教育 者的 阶级 或阶 层的 选拔 ，使原 有的

社会 政治 关系 得以 延续 和发 展， 或者 加速 改变 旧的 社会 政治 关系 。

29.【参 考答 案】

(1)意志 有明 确的 目的 性 ;(2)意志 对活 动有 调节 作用 ;(3)克服 困难 是

意志 行动 最重 要的 特征 ;(4)意志 以随 意动 作为 基础 。

四、 材料 分析 题

30.【参 考答 案】

(1)张仪 的教 学行 为违 背了 新课 改“ 以人 为本 ”的教 学理 念以 及学 生

思维 发展 的一 般规 律， 值得 我们 反思 。

“以人 为本 ” 的教 学观 要求 教学 从“ 关注 学科 ”转向 “ 关注 人” 。

材料 中张 仪老 师在 教学 过程 中 ，仅仅 注重 加减 法运 算的 固有 形式 ，忽略

了学 生的 情感 发展 ，以 至于 学生 失分 或被 罚重 写的 孩子 们觉 得很 委屈 。

小学 低年 段学 生的 思维 发展 是以 具体 形象 思维 为主 ，逐 步向 抽象 逻

辑思 维过 渡。材料 中张 老师 要求 学生 按照 自己 的要 求去 运算 加减 法一 方

面忽 略了 学生 的主 观能 动性 ，另一 方面 也不 利于 学生 发散 思维 和创 造精

神的 培养 。

(2)改变 传统 的教 育理 念， 建立 与素 质教 育理 念相 一致 的教 学观 。

教学 从“ 教育 者为 中心 ”转向 “ 学习 者为 中心 ”;

教学 从“ 教会 学生 知识 ”转向 “ 教会 学生 学习 ”;

教学 从“ 重结 论轻 过程 ”转向 “ 重结 论的 同时 更重 过程 ”;

教学 从“ 关注 学科 ”转向 “ 关注 人” 。

31.【参 考答 案】



(1)教师 在课 堂导 入的 过程 中， 运用 的是 理论 联系 实际 原则 。

(2)理论 联系 实际 原则 是指 教学 要以 学习 基础 知识 为主 导 ，从理 论与

实际 的联 系上 去理 解知 识，注意 运用 知识 去分 析问 题和 解决 问题 ，达到

学懂 学会 、学 以致 用的 目的 。

贯彻 理论 联系 实际 原则 要注 意以 下几 点：

首先 ，书 本知 识的 教学 要注 重联 系实 际 ;

其次 ，重 视培 养学 生运 用知 识的 能力 ;

再次 ，正 确处 理知 识教 学与 技能 训练 的关 系 ;

最后 ，补 充必 要的 乡土 教材 。

教师 应注 意理 论联 系实 际， 正确 处理 好教 学中 的直 接经 验与 间接 经

验、感性 知识 与理 性知 识 、讲与 练、学与 用的 关系 ，使学 生掌 握比 较的

科学 知识 ，发 展能 解决 实际 问题 的技 能与 技巧 。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教育知识与能力（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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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