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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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解析 ：教育 的生 物起 源说 是教 育史 上第 一个 正式 提出

的有 关教 育起 源的 学说 。教育 的生 物起 源论 者以 达尔 文生 物进 化论 为指

导，把教 育的 起源 归之 于动 物的 本能 行为 ，教育 过程 即按 生物 学规 律进

行的 本能 过程 ，完全 否认 了人 与动 物的 区别 ，否认 了教 育的 社会 性 。代

表人 物： 利托 尔诺 、沛 西• 能。

2.【 答案 】C。解析 ：历史 研究 法是 借助 于对 相关 社会 历史 过程 的史

料进 行分 析、破译 和整 理，以认 识研 究对 象的 过去 ，研究 现在 和冲 刺未

来的 一种 研究 方法 。它的 实质 在于 探求 研究 对象 本身 的发 展过 程和 人类

认识 事物 的历 史发 展规 程，而不 是单 纯地 描述 具体 的历 史事 件或 历史 人

物。

3.【答案 】B。解析 ：人的 注意 是不 能长 时间 地保 持固 定不 变的 ，经

常出 现周 期性 的加 强或 减弱 ，称 为注 意的 起伏 。

4.【答 案】 C。

5.【答 案】 D。解 析： 劳动 与技 术教 育是 以学 生获 得积 极劳 动体 验 、

形成 良好 技术 素养 为主 的多 方面 发展 为目 标 ，且以 操作 性学 习为 特征 的

学习 领域 。

6.【答案 】A。解析 ：基础 教育 课程 改革 的核 心是 实现 课程 功能 的转

变。



7.【答 案】 B。

8.【答案 】B。解析 ：出淤 泥而 不染 等词 语强 调了 主观 能动 性在 人的

身心 发展 中起 到决 定作 用， 人不 是被 动的 接受 环境 的。

9.【答 案】 D。

10.【答 案】 A。解 析： 高者 仰之 ，下 着举 之， 有余 者损 之， 不足 者

与之 的意 思：弦拉 高了 就把 它压 低一 些，低了 就把 它举 高一 些 ，拉得 过

满了 就把 它放 松一 些，拉得 不足 了就 把它 补充 一些 。君子 之所 以教 者五 ，

有如 时雨 化之 者，有成 德者 ，有达 财者 ，有答 问者 ，有私 淑艾 者的 意思 ：

有道 德的 人教 育人 的方 法有 五种 ：有 像及 时雨 一样 启迪 人的 ;有培 养品

德的 ;有培 养才 能的 ;有解 答疑 惑的 ;有感 化他 人使 他们 模仿 的。两者 都强

调结 合学 生原 来的 特点 进行 教育 。

11.【答 案】 B。解 析： 过度 学习 是达 到一 定程 度后 ，仍 继续 学习 的

一种 现象 ，适 当过 度学 习达 到 50%时， 效果 最佳 。即 2× 150%=3，

3-2=1。

12.【答 案】 B。

13.【答 案】 C。解 析： 教师 指导 学生 参加 各种 实践 活动 ，以 形成 一

定的 道德 品质 和行 为习 惯的 方法 即为 实践 锻炼 法。

14.【答 案】 B。解 析： 人本 主义 课程 理论 是以 人本 主义 心理 学为 基

础， 它的 主要 观点 ：(1)教育 的根 本价 值是 实现 人的 潜能 和满 足人 的需

要;(2)教育 的根 本目 的是 培养 完人 ;(3)主张 平行 与并 行课 程 ;(4)组织 意义

学习 。



15.【答 案】 C。解 析： 心理 辅导 的一 般目 标归 纳为 两个 方面 ，第 一

是学 会调 适，包括 调节 与适 应 。第二 是寻 求发 展。这两 个目 标中 ，学会

调适 是基 本目 标， 以此 为主 要目 标的 心理 辅导 可称 为 “ 调适 性辅 导” ;

寻求 发展 是高 级目 标， 以此 为主 要目 标的 心理 辅导 可称 为 “ 发展 性辅

导” 。因 此， 答案 选 C。

16.【答 案】 B。

17.【答 案】 C。解 析： 桑代 克根 据其 实验 提出 了三 条主 要的 学习 规

律： (1)效果 律： 某一 行为 在某 一情 景下 出现 时， 如果 受奖 励， 那么 它

下次 出现 的几 率就 会增 加;如果 受到 惩罚 ，下 次出 现的 几率 就减 少。 (2)

练习 律：对某 一类 情境 的各 种反 应中 ，只有 那些 与情 境多 次重 复发 生的

行为 才能 得到 巩固 和加 强。 (3)准备 律： 指学 习者 在学 习开 始时 的预 备

定势 ，当某 一刺 激与 某一 反应 准备 联结 时 ，给予 联结 就引 起学 习者 的满

意，反之 就会 引起 烦恼 。题干 中的 老师 有意 降低 难度 ，让学 生获 得满 意

的分 数而 激发 学习 动机 的做 法属 于效 果律 。故 选 C。

18.【答 案】 D。 19.【答 案】 C。

20.【答 案】 A。解 析： 定量 评价 是对 评价 材料 作量 的分 析， 运用 的

是数 理统 计、多元 分析 等数 学方 法，从纷 繁复 杂的 评价 数据 中提 取出 规

律性 的结 论来 。

二、 简答 题

21.【参 考答 案】

小学 生心 理辅 导的 原则 ：

(1)面向 全体 学生 原则 ;



(2)预防 与发 展相 结合 原则 ;

(3)尊重 与理 解学 生原 则 ;

(4)学生 主体 性原 则 ;

(5)个别 化对 待原 则 ;

(6)整体 性发 展原 则。

22.【参 考答 案】

(1)时间 管理 策略 。具 体包 括统 筹安 排学 习时 间 ;高效 利用 最佳 时间 ;

灵活 利用 零碎 时间 。

(2)环境 管理 策略 。具 体包 括注 意调 节自 然条 件 ;设计 好学 习的 空间 。

(3)努力 管理 策略 。具 体包 括激 发内 在动 机 ;树立 良好 信念 ;选择 有挑

战性 的任 务;调节 成败 标准 ;正确 认识 成败 的原 因： 自我 奖励 。

(4)资源 利用 策略 。具 体包 括学 习工 具的 利用 ;社会 性人 力资 源的 利

用。

23.【参 考答 案】

(1)生产 力对 教育 发展 起着 制约 作用 ，主 要表 现在 ：

①生产 力的 发展 水平 影响 着教 育目 的的 确定

②生产 力的 发展 水平 制约 着课 程设 置和 教学 内容 的选 择

③生产 力水 平决 定教 育的 规模 和速 度

④生产 力的 发展 制约 学校 结构

⑤生产 力的 发展 制约 着教 学方 法、 手段 和教 学组 织形 式

(2)教育 对生 产力 发展 起着 促进 作用 ，主 要表 现在 ：

①教育 是劳 动力 再生 产的 手段



②教育 是科 学知 识再 生产 的手 段

③教育 生产 新的 科学 知识 和技 术手 段

三、 材料 分析 题

24.【参 考答 案】

(1)教学 设计 是指 在实 施教 学之 前由 教师 对教 学目 标 、教学 方法 、教

学评 价等 进行 规划 和组 织并 形成 设计 方案 的过 程 。课程 设计 环节 和实 际

授课 出现 问题 的原 因主 要有 以下 几点 ：

①新教 师在 制订 课时 计划 的内 容时 ，把 大量 的时 间用 在课 时计 划的

一些 细节 上;

②新教 师不 会随 着课 堂情 境的 变化 来修 正计 划 ;

③新教 师认 为自 己不 能冲 刺计 划执 行时 的情 况。

(2)材料 中的 周教 师可 以通 过以 下几 种方 式来 提高 自己 的专 业发 展

水平 ：

①观摩 和分 析优 秀教 师的 教学 活动 。可 以利 用课 余时 间观 看优 秀教

师的 授课 视频 ，或者 利用 不上 课的 时间 去旁 听其 他优 秀老 师的 课来 进行

学习 。

②开展 微格 教学 。可 以利 用课 余时 间通 过微 格教 学的 方法 寻找 自身

的问 题， 得以 改正 。

③进行 专门 训练 。可 以参 加学 校组 织的 在职 培训 ，以 提升 自己 的专

业水 平。

④反思 教学 经验 。可 以通 过写 反思 日记 、写 教学 案例 等方 式， 总结

经验 ，提 升自 己。



25.【参 考答 案】

(1)王老 师对 该课 堂突 发事 件的 处理 是缺 乏科 学性 的 ，值得 我们 进行

反思 ：

首先 ，王 老师 对课 堂突 发事 件的 处理 违反 了教 育性 原则 。在 学生 提

出疑 问时 不耐 烦的 制止 学生 ，批评 学生 爱钻 牛角 尖 ，打击 了学 生的 自尊

心， 没有 让学 生受 教育 ，促 进学 生成 长。

其次 ，王 老师 对课 堂突 发事 件的 处理 违反 了客 观性 原则 。用 自己 已

有的 思维 定势 忽略 学生 提出 的问 题， 以老 眼光 看人 ，以 势压 人。

再次 ，王 老师 对课 堂突 发事 件的 处理 违反 了可 接受 性原 则。 材料 中

老师 对事 件的 处理 方式 无法 让学 生接 受， 导致 其他 学生 开始 顶撞 老师 。

最后 ，王 老师 对课 堂突 发事 件的 处理 违反 了冷 处理 原则 。没 有保 持

冷静 、公 平、 宽容 的心 态， 使得 自己 的权 威大 大受 损。

(2)教师 在处 理课 堂突 发事 件时 ，要 注意 以下 几个 方面 ：

首先 ，沉 着冷 静面 对， 不要 急于 下结 论发 脾气 。

其次 ，要 机智 果断 应对 ，充 分发 挥教 育机 智， 轻松 幽默 有效 的解 决

课堂 问题 。

其三 ，要 公平 民主 处理 ，不 因个 人情 绪迁 怒于 学生 。

其四 ，善于 总结 引导 ，把处 理一 桩突 发事 件看 成一 次了 解班 级情 况 、

教育 引导 学生 的机 会，要允 许有“突发 事件 ”的存 在，从不 良事 件中 找

出学 生的 闪光 点，帮助 学生 分析 问题 ，寻找 解决 问题 的办 法，维护 学生

自尊 心。



最后 ，在处 理课 堂突 发事 件过 程中 ，要注 意不 牵扯 太多 时间 、经历 、

和学 生， 保证 课堂 教学 的氛 围和 进度 。

四、 教学 设计 题

26.【参 考答 案】

(1)课文 开头 首先 提出 问题 ：生 命是 什么 ?下面 的内 容却 没有 从正 面

回答 ，而 是从 飞蛾 求生 、砖 缝中 长出 的瓜 苗、 倾听 心跳 等几 件小 事中 ，

展示 了生 命的 意义 ：虽然 生命 短暂 ，但是 ，我们 却可 以让 有限 的生 命体

现出 无限 的价 值。作者 还表 达了 自己 积极 进取 的人 生态 度 ：一定 要珍 惜

生命 ，决 不让 它白 白流 失， 使自 己活 得更 加光 彩有 力。

这篇 课文 短小 精悍 ，语 言简 洁朴 实， 思想 含蓄 深邃 。形 象描 写与 理

性思 考有 机结 合，是一 篇抒 写感 悟人 生的 好文 章 。选编 这篇 课文 的意 图 ，

一是 继续 引导 学生 思考 人生 、感 悟生 命的 意义 ;二是 继续 学习 联系 上下

文和 生活 实际 ，理解 含义 深刻 的句 子 。教学 本课 的重 难点 是理 解三 个事

例中 蕴含 的道 理。

(2)教学 目标 ：

1.掌握 本课 的生 字新 词;正确 、流 利、 有感 情地 朗读 课文 ，积 累好 词

佳句 。

2.通过 理解 含义 深刻 的句 子， 揣摩 其中 蕴含 的意 思。

3.通过 学习 本篇 课文 ，让 学生 懂得 珍爱 生命 就要 善待 生命 。

教学 重难 点

重点 ：理 解含 义深 刻的 句子 ，揣 摩其 中蕴 含的 意思 。

难点 ：从 三个 事例 中感 悟生 命的 崇高 、伟 大。



(3)导入 环节 ：

首先 ，检 查预 习， 学生 举手 介绍 作者 。

其次 ，教 师小 结， 大屏 幕出 示： 台湾 著名 女作 家杏 林子 在 12 岁时 ，

因患“类风 湿性 关节 炎”，全身 关节 大部 分遭 到损 坏 ，致使 她腿 不能 行 ，

肩不 能举 ，手不 能抬 ，头不 能转 。但是 身残 而志 不废 的她 ，凭着 顽强 的

毅力 坚持 自学 ，成为 了一 名非 常出 色的 作家 。今天 ，我们 就来 学习 杏林

子的 散文 《生 命生 命》 ，去 感受 她强 烈的 生命 意识 、积 极的 人生 态度 ，

学习 她珍 视生 命、 坚强 勇敢 的精 神。

最后 ，质 疑： 题目 中“ 生命 ”一词 ，连 续用 两次 。题 目运 用反 复的

修辞 ，强 调突 出“ 生命 ”的课 题。

设计 意图 ：学 生对 于生 命这 一主 题相 对还 是有 些陌 生， 所以 要采 用

知人 论世 的方 法，让学 生先 去了 解作 者的 生平 经历 ，透过 作者 坎坷 的命

运和 不幸 的遭 遇触 动学 生的 内心 ，暗示 本课 的主 题 “生命 ”;第二 环节 ，

引导 学生 了解 作者 在题 目中 用到 的修 辞 ，引导 学生 明确“ 生命 ”这一 主

旨将 贯穿 全文 ，为 本课 的教 学做 好铺 垫。

27.【参 考答 案】

(1)“ 数与 代数 ”的主 要内 容有 ：数 的认 识， 数的 表示 ，数 的大 小 ，

数的 运算 ，数 量的 估计 ;字母 表示 数， 代数 式及 其运 算 ;方程 、方 程组 、

不等 式、 函数 等。

(2)知识 与技 能 ：理解 比的 基本 性质 ，并能 应用 比的 基本 性质 化简 比 ，

初步 掌握 化简 比的 方法 。



过程 与方 法： 通过 化简 比的 探究 过程 ，初 步渗 透转 化的 数学 思想 ，

提高 利用 旧知 自主 探索 新知 的意 识和 能力 。

情感 态度 与价 值观 ：认 识知 识之 间都 是存 在内 在联 系， 体会 用数 学

知识 解决 问题 带来 的成 就感 ，提 高对 数学 的兴 趣。

(3)首先 复习 回顾 有关 比的 知识 。

预设 ：比 的意 义， 比各 部分 的名 称， 比与 分数 以及 除法 之间 的关 系

等。

提问 ：比 与除 法、 分数 之间 存在 着极 其密 切的 联系 ，而 除法 具有 商

不变 性质 ，分数 有分 数的 基本 性质 ，联想 这两 个性 质，想一 想：在比 中

又会 有怎 样的 规律 或性 质?

【设 计意 图】 通过 复习 、回 忆让 学生 沟通 比、 除法 和分 数之 间的 关

系，重现 商不 变性 质和 分数 的基 本性 质 ，为类 比推 出比 的基 本性 质埋 下

伏笔 。同时 ，还有 机渗 透了 转化 的数 学思 想 ，使学 生感 受知 识之 间存 在

着紧 密的 内在 联系 。激发 了学 生的 学习 兴趣 ，同时 也很 好地 培养 了学 生

的语 言表 达能 力。

28.【参 考答 案】

(1)① 不能 独立 教授 单词 ，要把 音 、形、义 、用法 结合 起来 ，并在 句

子中 或语 言环 境中 应用 ，让 儿童 在运 用中 把握 和理 解单 词， 发音 定位 ，

词不 离句 。

②教师 要把 握好 教学 量 ，一次 不要 太大 ，太大 了学 生会“消化 不良 ”。

③教师 在教 学过 程中 要少 讲如 何读 ，而要 设法 让他 们多 读;少讲 如何

用， 多创 设语 境让 他们 应用 。



④让单 词复 现频 率更 高一 些， 游戏 活动 更丰 富一 些。

⑤记忆 和理 解相 结合 ，多 种感 官配 合活 动。

⑥奖励 机制 服务 于教 学， 趣味 性强 。

(2)Knowledge aim: students can listen, read and recognize

the new words: draw write jump run and fly.

Ability aim: students can express their opinions by using the

target language through group work.

Emotional aim: students can cooperate with other group

mates actively and complete the tasks together.

(3)Step 1 Warming-up:

Greeting with students and listen an English song together

named “If you happy and you know it”. During this section,

students can do some actions according to the lyrics.

(Justification: In this way, I can form a better English learning

surrounding for th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can lead to my

new class.)

Step 2 Presentation

With the help of pictures on the blackboard, I show the new

words such as ( draw write jump run and fly). In order to master

the new words, I will set a word game to my students.

(Justification: in this way, I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of learning English.)



Step 3 Practice

Then I ask students to have a role-play to change the words in

the sentence into the new words that they have learned.

(Justification: by this way it can consolidate the new words

and sentence patterns. )

Step 4 Production

I will let my students to make a survey to check if they can use

them correctly, and ask them to finish the table on the book.

(Justification: By doing this, students can practice the

knowledge in a real situation and also they can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cooperation.)

Step 5 Summary and homework

Ask students to have a brief summar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class, and ask students to make a new conversation

according to the sentence pattern and share it to the whole class.

29.【参 考答 案】

(1)歌曲 特点

本课 第一 首歌 曲《 摇篮 曲》 是奥 地利 作曲 家、 “歌曲 之王 ” 舒伯 特

的著 名代 表作 之一 ，这 是他 19 岁时 以克 劳蒂 乌斯 的诗 谱写 的。 歌曲 为

带再 现的 两段 体结 构，每个 乐段 分为 两个 乐句 ，每乐 句都 是 4 小节 ，因

此， 结构 十分 规整 ：



第一 乐段 的两 个乐 句除 句末 终止 音外 基本 相同 。旋 律以 级进 为主 ，

节奏 平稳 而有 规律 ，歌 曲充 满了 温馨 、静 谧的 气氛 。第 二乐 段开 始时 ，

出现 了一 个由 附点 四分 音符 构成 的附 点节 奏 “ X.X”突出 了 “摇 ”的感

觉，加上 装饰 音的 运用 ，与前 面的 音乐 形成 了小 小的 对比 ，使歌 曲洋 溢

着母 亲对 孩子 无限 温存 慈爱 的万 千柔 情 。第四 乐句 是第 二乐 句的 完全 重

复， 使歌 曲前 后呼 应， 自始 至终 处于 安详 柔美 的意 境之 中。

作为 艺术 歌曲 ，除 了旋 律与 歌词 外， 伴奏 也是 参与 塑造 艺术 形象 的

一个 不可 缺少 的手 段，是歌 曲必 不可 少的 组成 部分 。歌中 伴奏 音型“XX

XX”以及 和声 布局 上采 用主 和弦 与属 和弦 的交 替 ，造成 了安 详的 意境 和

摇篮 摇动 的形 象， 使这 首著 称于 世的 《摇 篮曲 》更 具艺 术魅 力。

(2)教学 目标

【情 感态 度与 价值 观】

感受 舒伯 特的 音乐 魅力 ，理 解歌 曲所 表达 的纯 洁深 沉的 母爱 。

【过 程与 方法 】

运用 视听 结合 的方 式， 提升 学生 的歌 唱能 力和 对作 品的 分析 能力 。

【知 识与 技能 】

用甜 美、 柔和 声音 以及 连贯 气息 演唱 歌曲 。

(3)新课 导入



1.教师 出示 表达 亲情 和母 爱的 图片 ，学 生欣 赏， 教师 提出 问题 ：看

了这 些图 片， 大家 想一 想都 跟谁 有关 ?你又 有什 么感 受 ?

2.教师 引导 学生 思考 画面 中的 描述 的场 景 ，体会 妈妈 的对 我们 的爱 ，

并提 出音 乐作 品可 以表 达这 种无 私的 爱， 并引 入新 课。 (学一 首好 听的

作品 、听一 个好 听的 故事 、还有 了解 一位 才华 横溢 的音 乐家 ，你们 有兴

趣吗 ?)

【设 计意 图】

课程 伊始 ，播 放亲 情和 母爱 的图 片， 提出 问题 ：看 到图 片中 的内 容

想到 了什 么?学生 通过 图片 的视 觉冲 击自 然联 想到 妈妈 ，教 师再 通过 语

言的 引导 提示 学生 有很 多作 品可 以形 容我 们的 妈妈 ，还可 以了 解一 位才

华横 溢的 音乐 家，从而 引出 新课 。这一 系列 的教 学步 骤通 过由 浅入 深的

一步 步感 受，图片 引导 的教 学活 动，学生 可以 自主 思考 ，明确 课堂 教学

目标 ，开门 见山 的了 解本 课的 情感 态度 价值 观的 走向 ，为课 程的 展开 树

立良 好的 开端 ，同时 教师 深化 感情 烘托 ，既锻 炼学 生的 思考 的能 力 ，又

能从 课下 到课 上良 好过 渡。

30.【参 考答 案】

(1)重点 为手 臂弯 曲略 内旋 ，前臂 和手 腕前 迎推 压来 球 ;难点 为挥 拍击

球的 时机 与判 断来 球。

(2)教学 目标



知识 与技 能： 学生 能够 基本 说出 正手 推挡 球的 动作 方法 ， 85%学生

能做 到准 确击 球。

过程 与方 法：通过 练习 和游 戏等 方法 ，发展 速度 、灵敏 等身 体素 质 ，

提高 运动 能力 。

情感 态度 与价 值观 ：表 现出 自信 以及 互相 帮助 、相 互配 合的 品质 ，

养成 终生 体育 锻炼 意识 和习 惯。

(3)易犯 错误 及理 由

易犯 错误 一： 推球 不过 网。

纠正 方法 ：体会 握拍 手势 和动 作的 正确 方法 ，伸臂 快推 球动 作协 调;

教师 提示 ，在 来球 的反 弹上 升前 期时 推球 。

理由 ：水 平二 的学 生注 意力 不集 中， 易分 散。 对于 击球 上升 期把 握

不准 ，教 师通 过口 令反 复提 示集 中学 生注 意力 ，改 变学 生击 球节 奏。

易犯 错误 二： 落点 不正 确。

纠正 方法 ：引 导学 生体 会球 拍迎 球顺 势方 向一 致， 前臂 和手 腕迅 速

向前 略向 上推 出去 ，球 拍面 稍前 倾， 击球 中上 部。

理由 ：击 球时 缺乏 前迎 的意 识， 击球 时多 用大 臂用 力， 对于 击球 时

技术 细节 不够 重视 ，把握 不到 位 。教师 多进 行无 球徒 手模 仿练 习 ，击固

定位 置球 ，强 调落 点。

31.【参 考答 案】



(1)后印 象主 义广 义上 是指 继承 印象 主义 并加 以变 革的 各个 不同 流

派，狭义 上是 指塞 尚 、高更 、凡高 等人 的创 作方 法 。他们 接受 印象 主义

的用 色方 法又 加以 革新 ，不满 足于 印象 主义 对自 然的 客观 描绘 ，而强 调

主观 感受 再创 造，一般 不表 现光 ，而注 重色 彩的 对比 关系 、体积 感及 装

饰性 等。 对立 体主 义、 野兽 主义 和表 现主 义影 响很 大。

(2)知识 与技 能： 了解 凡 ·高的 生平 、绘 画风 格及 艺术 成就 。

过程 与方 法：通过 对凡 ·高作 品的 欣赏 ，讨论 并用 简单 的语 言对 凡·高

的作 品进 行欣 赏评 述， 提高 审美 素养 与能 力。

情感 态度 与价 值观 ：感悟 凡·高的 艺术 精神 ，养成 尊重 多元 文化 的意

识， 提升 对艺 术的 热爱 。

(3)活动 一： 设置 情境 ，导 入新 课

2012 年 ，美国 宇航 局的 航流 星云 图观 测到 地球 表层 ，竟然 和一 位画

家在 100 多年 前创 作的 一幅 名为《 星月 夜》的作 品极 为相 似 。这让 人不

禁感 叹，究竟 是大 自然 创作 了艺 术作 品 ，还是 这位 画家 早就 拥有 了一 双

创世 者的 眼睛 ?大家 知道 这位 伟大 的画 家是 谁吗 ?这位 画家 就是 著名 的

艺术 大师 文森 特· 凡高 。

【设 计意 图】 美术 课程 关注 文化 与生 活， 通过 实际 案例 ，并 设置 悬

疑， 更容 易激 发学 生兴 趣。 更好 地引 入课 题。

活动 二： 赏析 作品 ，初 步感 知



1.提出 问题 ：同 学们 对凡 · 高了 解多 少?结合 教材 思考 回答 。

学生 回答 ，教 师总 结凡 ·高的 生平 。

2.展示 凡· 高的 两幅 自画 像， 引导 学生 观赏 并思 考： 这两 幅作 品给 你

什么 感受 ?

学生 回答 ，教 师总 结： 不真 实、 严肃 、神 秘等 。

活动 三： 形式 分析 ，比 较鉴 赏

1.继续 多媒 体展 示凡 · 高的 《自 画像 》， 引导 学生 观赏 ，小 组讨 论：

这两 幅自 画像 有什 么共 同点 ?

学生 交流 回答 ，教师 总结 ：① 构图 大方 饱满 ;② 色彩 明亮 热烈 ;③ 笔触

奔放 粗犷 。

2.播放《 唐基 老爹 》《嘉塞 医生 的画 像 》两幅 作品 ，引导 学生 观赏 ，

并尝 试从 构图 、色 彩、 笔触 三个 方面 进行 分析 。

3.展示 作品《吃马 铃薯 的人 》这幅 作品 ，引导 学生 观赏 并小 组讨 论 ：

这幅 作品 与其 他作 品有 什么 不同 点 ?

学生 交流 回答 ，教 师总 结：

①内容 为生 活场 景 ;

②色彩 昏暗 单一 。

【设 计意 图】 美术 课程 建议 多给 学生 感悟 美术 作品 ，鼓 励学 生充 分

发表 感受 与认 知， 提高 学生 的审 美品 味和 审美 判断 能力 。

活动 四： 领悟 探究 、感 受风 格

1.总结 凡·高的 绘画 特点 ：色彩 对比 强烈 、明快 ;线条 扭曲 、流畅 、奔

放;构图 饱满 等。



2.展示 《星 月夜 》， 学生 欣赏 ，并 结合 凡 · 高的 艺术 特色 ，从 构图 、

色彩 、线 条、 情绪 四个 方面 分析 作品 。

学生 交流 ，教 师总 结： 构图 俯视 ，色 彩对 比强 烈， 线条 奔放 有力 ，

情绪 焦躁 不安 。

【设 计意 图】 通过 对凡 高多 幅作 品的 赏析 ，学 生可 以更 深入 地理 解

画家 凡高 作品 的艺 术特 点。

活动 五： 概括 回顾 ，小 结作 业

2.总结 回顾 凡· 高的 艺术 特点 。

3.布置 作业 ：课 后搜 集凡 · 高的 相关 图片 、文 章或 影像 资料 ，加 深对

凡· 高的 深入 认识 ，下 一节 课分 享。

【设 计意 图】学生 除了 通过 欣赏 获得 审美 愉悦 之外 ，用语 言 、文字 、

动作 等多 种方 式表 达自 己的 感受 与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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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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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