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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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答 案】 B。

3.【答案 】A。解析 ：在外 界刺 激持 续作 用下 感受 性发 生变 化的 现象

叫感 觉适 应，适应 现象 发生 在所 有的 感觉 中 。题干 中的 现象 为嗅 觉适 应 。

4.【答案 】D。解析 ：高原 现象 是指 练习 的进 步是 先快 后慢 的 ，到中

期出 现暂 时停 顿现 象，即练 习成 绩保 持一 定的 水平 不再 上升 甚至 呈下 降

的趋 势。

5.【答案 】D。解析 ：根据 马斯 洛的 需要 层次 理论 ，需要 层次 理论 基

本内 容包 括生 理需 要、安全 需要 、归属 和爱 的需 要 、尊重 的需 要 、认知

的需 要、审美 的需 要和 自我 实现 的需 要 。根据 题中 聪聪 自信 、独立 ，渴

望得 到审 视与 评价 ，重视 名利 ，得出 聪聪 的行 为属 于渴 望得 到尊 重的 需

要。 所以 选 D。

6.【答案 】D。解析 ：原型 启发 是指 从其 他事 物或 现象 中获 得的 信息

对解 决当 前问 题的 启发 。其中 具有 启发 作用 的事 物或 者现 象叫 原型 。题

干中 鲁班 从丝 茅草 得到 锯子 的启 发， 这里 的丝 茅草 就是 原型 。

7.【答案 】B。解析 ：有人 中暑 时 ，首先 将病 人搬 到阴 凉通 风的 地方 ，

让病 人躺 下，但头 部不 要垫 高。然后 解开 病人 衣领 ，用浸 湿的 冷毛 巾敷

在其 头部 ，再 服用 一些 仁丹 或十 滴水 等药 物。



8.【答案 】B。解析 ：学生 的“向师 性 ”是指 学生 有模 仿、接近 、趋

向于 教师 的自 然倾 向。

9.【 答案 】C。解析 ：这是 1995 年《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教 育法 》对教

育方 针的 表述 ，也 是对 教育 目的 的规 定。 故选 C。

10.【答 案】 B。解 析： 发现 法是 学生 在教 师的 指导 下， 对所 提出 的

课题 和所 提供 的材 料，进行 分析 、综合 、抽象 和概 括，最后 得出 原理 的

方法 。它是 由美 国教 育家 布鲁 纳所 倡导 的 。教师 需要 创设 问题 情境 ，引

导学 生探 究和 发现 新知 识和 问题 。

11.【答 案】 B。解 析： 把正 方形 的特 征归 属于 已知 长方 形的 特征 当

中， 这是 一种 下位 学习 。

12.【答 案】 C。

13.【答 案】 C。解 析： 替代 强化 是指 用榜 样的 作用 来强 化学 生的 行

为。 老师 表扬 坚持 不动 的学 生对 小明 来说 就是 一种 替代 强化 。

14.【答 案】 D。

15.【答 案】 C。解 析： 根据 皮亚 杰的 认知 发展 阶段 理论 ，具 体运 算

阶段 的儿 童思 维具 有了 去集 中化 ，可 逆性 ，守 恒性 等特 点。

16.【答 案】 C。解 析： 被誉 为“ 现代 课程 理论 之父 ”“ 当代 教育 评

价之 父” 是教 育学 家泰 勒。

17.【答 案】 D。解 析： 选修 课程 是指 依据 不同 学生 的特 点与 发展 方

向， 允许 个人 选择 的课 程， 是为 了适 应学 生的 个性 差异 而开 发的 课程 ，

其主 导价 值在 于满 足学 生的 兴趣 、爱 好， 培养 和发 展学 生的 良好 个性 。



18.【答 案】 D。解 析： 直观 性原 则是 教师 应该 尽量 利用 学生 的多 种

感官 与已 有经 验，通过 各种 形式 的感 知，丰富 学生 的直 接经 验和 感性 认

识，使学 生获 得生 动的 表象 ，从而 地掌 握知 识。语文 老师 为了 让学 生们

对“春天 ”认识 更加 清晰 ，不仅 带同 学们 去公 园观 察新 开的 花 ，而且 从

网上 下载 了许 多“冰水 融化 ”“ 小树 发芽 ”等有 着春 天气 息的 图片 供学

生们 观看 体现 的是 直观 性原 则。

19.【答 案】 A。解 析： 小明 的症 状属 于典 型的 考试 焦虑 症。

20.【答 案】 D。解 析： 形成 性评 价是 指在 教学 过程 中为 改进 和完 善

教学 活动 而进 行的 对学 生学 习过 程及 结果 的评 价。

二、 简答 题

21.【参 考答 案】

科尔 伯格 用“ 道德 两难 故事 法” 让儿 童对 道德 价值 上相 互冲 突的 两

难情 境故 事作 出判 断，并解 释作 出这 种判 断的 理由 ，然后 确定 被试 道德

认识 发展 的水 平。根据 被试 的回 答，科尔 伯格 把道 德认 识划 分为 前习 俗

水平 、习俗 水平 、后习 俗水 平三 个不 同的 发展 水平 。每一 水平 又有 两个

不同 的阶 段， 共有 六个 阶段 。即 三水 平六 阶段 的道 德发 展阶 段论 。

9 岁以 下儿 童处 于前 习俗 水平 ，包 括惩 罚与 服从 定向 阶段 和相 对功

利取 向阶 段。

9~16 岁儿 童处 于习 俗水 平， 包括 阶段 寻求 认可 定向 阶段 (也称 “ 好

孩子 ”定向 阶段 )和遵 守法 规和 秩序 定向 阶段 。

16 岁以 后发 展到 后习 俗水 平 ，包括 社会 契约 定向 阶段 和原 则或 良心

定向 阶段 。



22.【参 考答 案】

《中 小学 教师 职业 道德 规范 》对 为人 师表 的规 定： 坚守 高尚 情操 ，

知荣 明耻 ，严 于律 己， 以身 作则 ;衣着 得体 ，语 言规 范， 举止 文明 ;关心

集体 ，团 结协 作， 尊重 同事 ，尊 重家 长 ;作风 正派 ，廉 洁奉 公 ;自觉 抵制

有偿 家教 ，不 利用 职务 之便 谋取 私利 。

23.【参 考答 案】

第一 ，有 利于 学生 多渠 道地 及时 获得 各种 信息 ，扩 大知 识面 ，开 阔

视野 ;

第二 ，有 利于 培养 学生 的独 立意 识， 提高 他们 的社 会适 应能 力 ;

第三 ，有 利于 因材 施教 ，发 展学 生特 长 ;

第四 ，有 利于 培养 学生 的探 求意 识， 提高 他们 的创 造力 ;

第五 ，有 利于 学生 的身 心健 康， 使他 们的 个性 得到 和谐 的发 展。

三、 材料 分析 题

24.【参 考答 案】

(1)音乐 教学 在教 育过 程中 主要 体现 了依 靠积 极因 素克 服消 极因 素

原则 。

依靠 积极 因素 克服 消极 因素 原则 是指 在德 育工 作中 ，教 育者 要善 于

依靠 、发扬 学生 自身 的积 极因 素 ，调动 学生 自我 教育 的积 极性 ，克服 消

极因 素，实现 品德 发展 内部 矛盾 的转 化 。材料 中音 乐老 师从 小刚 手不 自

觉地“敲桌 子 ”行为 中发 掘出 小刚 的节 奏感 好的 优点 ，以此 鼓励 他参 加

学校 乐队 ，同时 教育 他要 认真 听讲 遵守 纪律 ，上课 不能 再敲 桌子 。这样

的长 善救 失取 得了 良好 的教 育效 果。



(2)根据 案例 中音 乐老 师的 做法 ，在 我未 来的 教育 教学 工作 中会 做

到：

首先 ，作为 教育 者要 一分 为二 、地、客观 地评 价学 生的 优点 和不 足 ;

其次 ，教育 者要 有意 识地 创造 条件 ，将学 生思 想红 的消 极因 素转 化为 积

极因 素;最后 ，教 育者 要提 高学 生自 我认 识、 自我 评价 能力 。启 发他 们

自觉 思考 ，克 服缺 点， 发扬 优点 。

25.【参 考答 案】

小明 将考 试的 成功 归因 于运 气这 个外 部、 不稳 定、 不可 控的 因素 ，

虽然 产生 了积 极的 情绪 体验 ，但存 有侥 幸的 心理 ，假如 之后 的学 习失 败

也这 样归 因，会产 生懈 怠和 习得 性无 助感 ，不利 于其 学习 成绩 的长 远提

高和 发展 。老师 在对 小明 进行 指导 的时 候 ，应该 注意 引导 他将 成败 的原

因归 于努 力等 内部 、不稳 定 、可控 制的 因素 ，这样 才有 利于 之后 的学 习

中更 加努 力。

小华 将自 己学 习的 失败 归因 于努 力， 归因 正确 ，值 得肯 定。 但是 ，

由于 小华 对自 己要 求比 较高 ，考试 成绩 并没 有达 到预 期的 水平 ，因此 产

生了 负面 的情 绪体 验。对于 小华 ，老师 应该 跟他 耐心 分析 考试 成败 还有

任务 难度 、运气 、身心 状况 等外 部不 可控 的因 素的 影响 ，同时 鼓励 他继

续努 力， 争取 在以 后的 考试 中发 挥的 更好 。

四、 教学 设计 题

26.【参 考设 计】

(1)本文 是一 篇记 叙文 ，采用 了托 物言 志、借物 喻人 的表 现手 法，内

容含 蓄， 意义 深刻 。开 篇寥 寥几 笔描 绘出 新疆 艰苦 的生 存环 境 ;继而 通



过火 车上 爸爸 和儿 女之 间的 真诚 、质朴 的交 谈 ，描绘 出边 疆守 卫者“白

杨树 ”正直 、高 大的 外形 和坚 强不 屈的 特征 ;最后 借白 杨树 表达 边疆 战

士驻 守边 防、 建设 祖国 的毅 力和 决心 。

(2)知识 与技 能目 标： 学生 通过 学习 能够 正确 读写 晰、 伞、 抚、 绍 、

疆、陷这 6 个字 ，掌握 戈壁 、清晰 、浑黄 一体 、插嘴 、分辩 、抚摸 、严

肃、坚强 的基 本含 义 ，能够 有感 情地 朗读 课文 ，背诵“爸爸 的微 笑消 失

了， 脸色 变得 严肃 起来 … … ”这段 话。

过程 与方 法目 标：学生 通过 分角 色朗 读课 文 ，提高 合作 学习 的能 力;

通过 课文 的反 复研 读和 学习 ，掌 握托 物言 志的 写作 方法 。

情感 态度 价值 观目 标：通过 学习 ，学生 能够 体会 边疆 战士 扎根 边疆 、

建设 边疆 的无 私奉 献精 神，增强 热爱 祖国 的情 感 ，树立 建设 祖国 的理 想 。

教学 重点 ：理 解课 文关 键词 句， 理解 课文 内容 ;了解 白杨 树的 特点 ，

体会 和学 习边 疆战 士的 高尚 品格 ;能用 自己 的话 概括 文章 的中 心思 想。

(3)板书 设计

图 1

设计 理由 ：

《白 杨》 是一 篇托 物言 志的 抒情 文章 ，借 白杨 来表 达边 疆战 士的 思

想品 质。白杨 生长 在祖 国边 疆，白杨 就像 是驻 守边 防的 战士 ：从外 形来

看，白杨 又正 又直 、高大 挺秀 ，而从 内在 品质 来看 ，白杨 具有 顽强 的生

命力 、坚定 不移 的信 念和 战胜 困难 不变 的决 心和 毅力 ，这正 是作 者所 要

赞美 的边 疆战 士所 具有 的个 性品 质。



所以 在板 书中 ，要详 细写 出白 杨具 有的 品质 ，与之 对应 的就 是以“爸

爸”为代 表的 边疆 战士 ，在“爸爸 ”眼中 ，自己 就像 白杨 一样 是边 疆的

守卫 者，是祖 国的 守卫 者 ，所以“爸爸 ”所代 表的 边疆 战士 就是 扎根 边

疆、建设 边疆 、无私 奉献 的守 护者 形象 。而在 文章 的结 尾，通过 白杨 和

小白 杨的 关系 也引 出爸 爸希 望孩 子继 承长 辈的 理想 ，长大 后投 身边 防战

士的 行列 ，扎 根边 疆， 建设 祖国 的美 好愿 景。 因此 在板 书的 最后 一层 ，

加入 小白 杨和 儿女 之间 的对 应关 系。

27.【参 考答 案】

(1)空间 观念 主要 是指 根据 物体 特征 抽象 出几 何图 形 ，根据 几何 图形

想象 出所 描述 的实 际物 体;想象 出物 体的 方位 和相 互之 间的 位置 关系 ;描

述图 形的 运动 和变 化;依据 语言 的描 述画 出图 形等 。

(2)知识 与技 能： 结合 生活 情境 及操 作活 动， 初步 认识 锐角 和钝 角 ，

会用 三角 尺判 断直 角、 锐角 和钝 角。

过程 与方 法： 经历 观察 、操 作、 分类 和比 较等 数学 活动 ，培 养初 步

的观 察能 力、 实践 能力 和抽 象能 力， 增强 用数 学思 想认 识事 物的 意识 。

情感 态度 与价 值观 ：在 活动 中感 受数 学与 生活 的密 切联 系， 丰富 形

象思 维， 感受 数学 美， 激发 学习 数学 兴趣 。

(3)课件 展示 教材 中的 图片 ，并 提问 你能 找到 哪里 有角 ?

根据 学生 汇报 ，在 上图 显示 描出 六个 代表 性的 角。 (2 个直 角， 2 个

锐角 ，2 个钝 角 )

提问 ：角 是由 什么 组成 的?怎样 判断 直角 ?

思考 ：这 些角 长得 一样 吗?你能 根据 它们 的特 点分 类吗 ?



【设 计意 图】在课 程开 始之 前 ，用课 件展 示生 活着 的有 关角 的图 片 ，

抓住 学生 的好 奇心 ，从学 生熟 悉的 生活 情境 中引 入 ，激发 学生 的学 习兴

趣，提高 学习 的积 极性 和主 动性 。同时 ，从生 活实 物中 找角 ，再从 中抽

象出 角，既是 对旧 知的 复习 ，又能 充分 利用 生活 中的 素材 ，引起 学生 注

意， 并引 发思 考， 为下 一步 探究 指明 方向 。

28.(1)a.温故 知新 法： 运用 所学 过的 旧知 识联 系新 内容 。

b.设置 情境 法 ：假设 一定 的情 景，让学 生身 临其 境的 去体 会与 学习 ，

实现 在玩 儿中 学， 在学 中玩 儿的 教学 效果 。

①教师 语言 ：讲 故事 、讲 谜语 等

②多媒 体： 视频 、图 片等

③律动 ：咏 唱 (chant)、绕 口令 等

(2)Teaching aims:

Knowledge aims:

①Students can learn some new words during the class, such

as “ blackboard” and “window” .

②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imperative

sentence.

Ability aim:

Students are able to recognize communication signals

through listening.

Emotional aim:



Students can learn to respect others, and their awareness of

being polite can also be cultivated.

(3)Presentation

①Point to the blackboard, the window and the door in the

classroom separately, and write these three words on the

blackboard, then ask students to read after teacher.

②Let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meanings and functions of the

new sentences by means of teacher’ s description and body

language. For example, teacher says to one student: “ I feel very

hot. Lily, open the window, please.”

③Guide the student to open the window, and express thanks

to him or her.

④ Explain the function of the sentence for students, and

make a new sentence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imperative

sentence better.

(Justification: Through those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learn the

new words, and understand the function and basic structure of

imperative sentence.)

Practice

①Let students listen to the tap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ry to

repeat it. After listening, ask the question: “Does Peter help Miss



Fang open the door?” Students may answer: “ Yes, he helps Miss

Fang open the door.”

②Let students listen to the tape for the second time,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on the blackboard according to the tape

material:

a. ( ) the door, please.

b. Look at the ( ), please.

......

③Pair work: Ask students to role play the conversation with

their deskmates, and invite one group to give a representation in

front of the class.

(Justification: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and they can consolidate the new words and

sentences they learned today.)

29.【参 考答 案】

(1)歌曲 特点

《洋 娃娃 和小 熊跳 舞》 是由 姆卡 楚尔 宾娜 作曲 、思 渊洋 改编 的儿 童

歌曲 ，该 儿童 歌曲 共有 两种 版本 ，分 别是 中文 版和 英文 版。 这是 一 首

2/4 拍，大调 式，由四 个乐 句构 成的 一段 体波 兰儿 童歌 曲 。歌曲 以明 快

舒畅 的旋 律，活泼 跳跃 的节 奏 ，生动 地表 现了 洋娃 娃和 小熊 跳舞 时憨 厚 、

可爱 的神 情。歌曲 四个 乐句 运用 了旋 律重 复变 化的 手法 ，结构 方整 ，其

中前 十六 的节 奏贯 穿全 曲， 节奏 明快 ，舞 蹈性 很强 ，适 合于 边演 边唱 。



(2)教学 目标

【情 感态 度与 价值 观】

通过 对歌 曲的 学习 和理 解， 学生 能够 感受 舞蹈 欢快 的情 绪， 并体 验

双人 集体 舞的 快乐 。

【过 程与 方法 】

通过 歌曲 演唱 、拓 展表 演等 方式 ，学 生能 够增 强自 身协 调性 及演 唱

能力 。

【知 识与 技能 】

学生 能够 用欢 快、 活泼 的声 音演 唱歌 曲， 并能 分角 色跟 着音 乐有 表

情的 进行 律动 。

(3)新课 导入

1.教师 创设 谈话 情景 ：同 学们 ，今 天老 师收 到从 国外 寄来 的一 封邀

请信 ，小 洋娃 娃邀 请我 们班 的小 朋友 去参 加她 的 party，让 我们 排着 整

齐的 队伍 出发 吧。 (加律 动排 队走 )

2.教师 引导 学生 从音 乐中 走出 来， 思考 问题 ：音 乐停 了， 我们 走了

好远 了， 走的 好累 啊， 我们 休息 一会 。同 学们 快看 ，前 面有 什么 ?我们

去问 问它 们在 干嘛 ?(前面 有小 熊 ，它们 很可 爱 、胖嘟 嘟的 ，在等 它们 的

好朋 友)

3.教师 顺势 进入 新课 《洋 娃娃 和小 熊跳 舞》 。 (同学 们， 它们 这么 可

爱，想必 它们 的好 朋友 也非 常的 活泼 、可爱 了，大家 想不 想认 识一 下小

熊的 好朋 友呢 ?)

【设 计意 图】



好的 导入 是成 功的 一半 ，为 了培 养学 生的 兴趣 、营 造浓 郁的 音乐 课

堂氛 围。上课 伊始 ，给学 生创 设情 境，有一 个国 外的 小洋 娃娃 邀请 他们

去参 加 party，这 个时 候， 带领 学生 加入 律动 整齐 的排 着队 走。 路上 会

碰到 一个 好朋 友， 邀请 它一 起去 参加 party，顺 势引 入新 课《 洋娃 娃和

小熊 跳舞 》。这样 设计 ，既锻 炼了 他们 的肢 体协 调的 能力 ，又将 课堂 思

路引 领到 了本 节课 的授 课内 容中 ，从课 下到 课上 形成 了一 个自 然地 、生

动的 过渡 ，也 充分 发挥 了学 生的 想象 力， 调动 学生 学习 音乐 的积 极性 。

也向 新课 标理 念中 以音 乐审 美为 核心 ，以兴 趣爱 好为 动力 这一 理念 进行

靠拢 。

30.【参 考答 案】

(1)重点 ：前 后翻 时收 腹、 提臀 、控 制节 奏 ;难点 ：动 作连 贯、 协调 。

(2)教学 目标

知识 与技 能：学生 初步 了解 穿臂 前后 翻技 术动 作的 名称 及完 成方 法 ，

体验 倒置 的感 受，并掌 握保 护与 帮助 的方 法，90%的学 生能 够在 同伴 的

保护 与帮 助下 完成 技术 动作 ， 60%的同 学能 够独 立完 成技 术动 作。

过程 与方 法： 通过 练习 和游 戏等 方法 ，发 展学 生的 上肢 力量 以及 腰

腹力 量。

情感 态度 与价 值观 ：通过 学生 之间 的互 相帮 助培 养学 生的 团队 意识 ，

以及 勇敢 、果 断的 意志 品质 。

(3)技术 教学 环节 的步 骤及 设计 意图

①诱导 练习 (垫上 屈腿 握棒 穿越 练习 )



教师 活动 ：教 师演 示垫 上屈 腿握 棒穿 越站 起动 作并 且进 行技 术动 作

的讲 解(仰卧 于垫 上， 双手 向上 伸直 正握 一米 长木 棒， 做垫 上穿 棒前 后

翻练 习)。

学生 活动 ：学 生根 据老 师的 讲解 进行 模仿 练习 。

【设 计理 由】 通过 垫上 屈腿 握棒 穿越 练习 帮助 学生 初步 了解 穿臂 前

后翻 的技 术动 作要 点， 为接 下来 的学 习奠 定基 础。

②教师 示范 穿臂 前后 翻技 术动 作， 提问 引发 学生 思考

教师 活动 ：老 师示 范穿 臂前 后翻 技术 动作 ，并 进行 引导 性提 问， 在

开始 双手 握杠 时采 用的 握杠 方式 是什 么样 的 ?整个 技术 动作 包括 了几 个

环节 ?并根 据学 生回 答总 结补 充技 术动 作的 要点 (前翻 时蹬 地 、收腹 、屈

膝、 举臀 使身 体穿 过两 臂慢 慢下 落 ;后翻 时提 臀、 收腹 ，使 身体 穿过 两

臂慢 慢回 落);教师 与学 生配 合完 成保 护与 帮助 方法 的示 范和 讲解 (保护

人一 手握 练习 人的 手腕 ，一手 托臀 帮助 穿杠 ，当腿 穿臂 翻下 时 ，一手 托

腿帮 助轻 落。向回 翻转 时，一手 握手 腕一 手托 肩背 帮助 回翻 ，穿臂 回落

时， 一手 托腿 帮助 轻落 。)

学生 活动 ：学 生认 真观 看老 师的 技术 动作 示范 ，积 极思 考回 答老 师

提出 的问 题， 总结 技术 动作 要点 。

【设 计理 由】 通过 教师 的示 范学 生直 观感 受完 整技 术动 作， 并且 通

过引 导性 提问 激发 学生 学习 兴趣 ，培 养学 生的 观察 能力 和语 言表 达能

力。

③自主 练习

a.悬垂 摆动 练习



教师 活动 ：指 导学 生进 行单 杠悬 垂前 后摆 动练 习。

学生 活动 ：根 据老 师的 指导 完成 单杠 悬垂 前后 摆动 练习 。

【设 计理 由】 从易 到难 循序 渐进 完成 技术 动作 的学 习， 为接 下来 完

整技 术动 作练 习打 下基 础。

b.一对 一帮 助练 习， 口诀 强化

教师 活动 ：巡 视学 生练 习情 况， 发现 错误 及时 纠正 指导 ，同 时给 学

生总 结口 诀(正手 握杠 紧又 牢、 双脚 蹬地 体后 倒、 收腹 屈膝 举双 腿、 快

速穿 过两 臂间 、两脚 落地 后屈 腿 、蹬地 屈腿 翻转 回 )帮助 记忆 动作 要点 。

学生 活动 ：两 名同 学一 组进 行一 对一 的帮 助练 习， 每位 学生 在同 伴

的帮 助下 完成 三次 练习 ，之后 交换 练习 ，在练 习过 程中 大声 背诵 口诀 帮

助完 成动 作。

【设 计理 由】 学生 在同 伴的 保护 与帮 助下 完成 技术 动作 ，初 步体 会

技术 完整 技术 动作 。

c.集体 纠错 ，强 化技 术动 作

教师 活动 ：老师 根据 观察 结果 纠正 学生 普遍 存在 的错 误动 作 (向前 穿

臂翻 转有 困难 、向 后穿 臂翻 转有 困难 、落 地较 重 )并给 出解 决策 略 (在脚

前放 跳箱 盖， 做脚 蹬跳 箱盖 ，另 一脚 蹬杠 ，然 后两 脚依 次过 杠练 习 ;强

调双 脚用 力蹬 地， 收腹 ，举 腿 ;提示 学生 回落 时拉 杠、 收腹 、控 制身 体 ;

加强 帮助 一手 托腿 轻落 ，或 垫高 落地 地面 。 )

学生 活动 ：学 生根 据老 师的 讲解 找出 自己 存在 的问 题并 有针 对性 的

进行 解决 。

d.再次 练习 ，解 决难 点



教师 活动 ：老 师巡 视指 导， 观察 学生 技术 动作 完成 情况 。

学生 活动 ：学 生根 据老 师之 前给 出的 纠正 方法 改进 技术 动作 ，攻 克

动作 难点 。

【设 计理 由】 通过 再次 练习 解决 技术 动作 的难 点问 题， 熟练 技术 动

作。

e.游戏 ：《 我是 体操 小明 星》

教师 活动 ：根 据学 生水 平分 成不 同的 层次 进行 游戏 ，讲 解游 戏规 则

(学生 根据 自己 水平 选择 组别 进行 组内 穿臂 前后 翻晋 级 PK 赛 )，担 任裁

判工 作。

学生 活动 ：根 据自 己学 习情 况选 择组 别完 成比 赛， 争取 优胜 。

【设 计理 由】 游戏 符合 小学 生的 年龄 特点 ，更 易激 发学 生的 兴趣 ，

并且 为学 生提 供了 一个 展示 自己 的平 台 ，也可 以达 到再 次强 化技 术动 作

的目 的。

31.(1)【参 考答 案】

连续 纹样 是相 对于 单独 纹样 而言 的 ，它是 以一 个单 独纹 样 (一个 形象

或者 一组 形象 为单 位的 纹样 )作有 规律 的重 复排 列，成无 限反 复的 纹样 。

可按 重复 排列 的方 向分 为二 方连 续和 四方 连续 。

一个 单位 纹样 沿上 下或 者左 右两 个方 向做 有规 律的 连续 重复 ，沿 左

右方 向连 续重 复的 称横 式二 方连 续 ，沿上 下方 向的 称纵 向二 方连 续 。其

主要 形式 有散 点式 、接圆 式、波线 式 、垂直 式 、斜线 式、折线 式、结合

式。



四方 连续 指以 一个 单位 纹样 沿上 下左 右四 个方 向作 有规 律的 连续 重

复的 排列 ，并 可无 限扩 展的 纹样 。有 三种 组织 形式 ：散 点式 、连 缀式 、

重叠 式。

(2)【参 考答 案】

知识 与技 能： 了解 图案 排列 方法 及组 织规 律， 能够 独立 创作 简单 的

图案 作品 。

过程 与方 法： 通过 赏析 与交 流， 探究 图案 排列 方法 、重 复的 规律 ，

学会 设计 具有 形式 美感 的的 连续 图案 。

情感 态度 和价 值观 ：通 过观 察生 活中 多种 多样 的图 案， 发现 生活 中

的美 ，将艺 术与 生活 紧密 相连 ，从而 培养 热爱 生活 、善于 观察 的好 习惯 。

(3)【参 考答 案】

活动 一： 看一 看

教师 出示“海底 世界 ”的图 片 ，引导 学生 观察 并提 问你 发现 了什 么 ?

学生 观察 并回 答：鱼儿 外形 相似 ，成群 结队 游动 等 。教师 继续 提问 ：鱼

儿是 怎样 结队 排列 的?学生 观察 并回 答： 向上 排列 、向 下排 列等 。

教师 总结 引出 课题 ：除 了能 向上 向下 排列 ，还 可以 怎么 排 ?向左 ?向

右?接下 来进 入我 们这 堂课 的学 习一 起深 入探 究。

【设 计意 图】 美术 课程 关注 文化 与生 活， 具有 视觉 性， 教师 的提 问

是让 学生 联系 生活 实际 ，回 答问 题。

活动 二： 找一 找、 议一 议

1.教师 引导 学生 思考 ，在 我们 日常 生活 和大 自然 中有 哪些 是重 复排

列出 现的 ?



学生 思考 并回 答： 空中 飞翔 的鸟 、路 边的 树木 等。 教师 总结 ：展 示

教室 里的 桌椅 前后 排列 、凤 戏牡 丹等 图片 。

2.教师 继续 展示 图片 ，并 提问 他们 是怎 样重 复排 列的 ?学生 思考 回

答：向下 、向上 、向左 、向右 。教师 引导 学生 实践 ，相同 图形 ，变换 排

列方 式， 探究 最终 得到 的形 象相 同吗 ?

学生 实践 回答 。教师 总结 指导 (改变 方向 、改变 颜色 )：一个 图形 向左

右、 上下 有规 律地 重复 排列 ，就 会形 成一 个新 图形 。

【设 计意 图】 运用 美术 学习 的常 用方 法， 通过 观察 将生 活实 际联 系

到美 术学 习活 动中 ，培 养学 生的 观察 和思 考能 力。

活动 三： 做一 做

1.尝试 运用 拼贴 、绘 画、 剪贴 等方 法表 现设 计有 重复 规律 的图 案。

教师 巡视 辅导 ，鼓励 学生 尝试 运用 独特 的排 列方 式进 行排 列与 设计 。

2.通过 自评 、互 评、 师评 三种 方式 展评 (构思 、排 列方 式等 方面 进行

点评 )。

【设 计意 图】 美术 课程 具有 实践 性， 让学 生动 手完 成美 术作 品的 创

作， 培养 学生 的动 手能 力。

活动 四： 想一 想

1.课堂 小结 ：图 案艺 术与 我们 生活 紧密 相连 。生 活中 有图 案， 图案

来源 于生 活，而且 能美 化生 活。希望 同学 们继 续认 真学 好图 案 ，把我 们

的生 活装 扮得 更加 美好 。

2.课后 用所 学的 知识 创作 一件 作品 ，装 点自 己的 房间 。



【设 计意 图】 将美 术作 品运 用于 生活 实际 场景 ，引 导学 生深 入理 解

美术 学习 的意 义。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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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