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语文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

试卷二【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15 小题 ，每 小题 3 分， 共计 45 分)

1.【答 案】 B。解 析： 克里 斯多 夫是 法国 作家 罗曼 ·罗兰 的长 篇小 说

《约 翰· 克里 斯多 夫》 中的 主人 公。

2.【答案 】D。解析 ：《大自 然的 语言 》是一 篇介 绍物 候学 知识 的科

普文 章， 属于 说明 文范 畴， 而非 议论 文。 其他 三篇 皆属 于议 论文 。

3.【答案 】B。解析 ：《三国 演义 》我国 第一 部长 篇章 回体 小说 ，描

写了 三国 时期 饿历 史故 事， 集中 表现 了统 治集 团之 间政 治和 军事 斗争 。

作者 罗贯 中。

4.【答案 】D。解析 ：本题 考查 诗歌 主题 。李白 的《宣州 谢朓 楼饯 别

校书 叔云 》全诗 灌注 了慷 慨豪 迈的 情怀 ，抒发 了诗 人怀 才不 遇的 激烈 愤

懑，表达 了对 黑暗 社会 的强 烈不 满和 对光 明世 界的 执著 追求 。与题 干要

求不 符， 故不 合适 。

王勃 的《 送杜 少府 之任 蜀州 》， 概括 了 “ 友情 深厚 ，江 山难 阻” 的

情景 ，此诗 意在 慰勉 友人 勿在 离别 之时 悲哀 。高适 的《 别董 大》前两 句

勾勒 了送 别时 晦暗 寒冷 的愁 人景 色 ，后两 句“莫愁 前路 无知 己 ，天下 谁

人不 识君 ”既表 露出 诗人 对友 人远 行的 依依 惜别 之情 ，也展 现出 诗人 豪

迈豁 达的 胸襟 。刘长 卿的《送灵 澈上 人 》描绘 了送 灵澈 上人 辞别 归去 的

情景 ，抒发 了诗 人对 友人 离别 的伤 感与 依依 不舍 之情 ，表达 了对 灵澈 的



深厚 情意 ，也表 现了 灵澈 清寂 的风 度以 及诗 人虽 然失 意却 闲适 淡泊 的情

怀。

5.【 答案 】B。解析 ：《 世说 新语 》主要 记载 的是 汉末 三国 至两 晋时

期士 族阶 层的 言行 风貌 和轶 事锁 语， 而非 南北 朝时 期。

6.【答案 】A。解析 ：本题 考查 文学 作品 文体 。《 曹刿 论战 》是记 叙

文，讲述 了曹 刿在 长勺 之战 中对 此次 战争 的一 番评 论 ，并在 战时 活用“一

鼓作 气，再而 衰 ，三而 竭”的原 理击 退强 大的 齐军 的史 实 ，“ 长勺 之战 ”

是中 国战 争史 中以 小敌 大、 以弱 胜强 的著 名战 例。

孟子 的《 鱼我 所欲 也》 用打 比方 自然 引出 中心 论点 “舍生 取义 ” 。

韩愈 的《马说 》以马 为喻 ，谈的 是人 才问 题，表达 了作 者对 统治 者不 能

识别 人才 、不重 视人 才、埋没 人才 的强 烈愤 慨 。《生于 忧患 ，死于 安乐 》

善用 排比 ，层 层深 入对 中心 观点 “生于 忧患 ，死 于安 乐 ”进行 论证 。

7.【答 案】 C。解 析： 本题 考查 诗歌 的内 容及 主题 。杜 甫的 《春 望 》

(国破 山河 在， 城春 草木 深)是诗 人陷 身于 安史 叛军 占据 的长 安， 因忧 乱

伤春 而写 下的 千古 名篇 。面对 纷飞 的战 火 ，破碎 的河 山，诗人 不禁 忧心

如焚 ，感慨 万端 ，诗中 以明 媚的 春色 、美好 的事 物来 反衬 ，更为 深刻 地

表达 强烈 的情 感，令人 闻之 不胜 悲，诵之 愁无 限 。不符 合题 干要 求的 思

想感 情， 故不 合适 。

白居 易的 《钱 塘湖 春行 》通 过写 西湖 早春 明媚 风光 的描 绘， 抒发 了

作者 早春 游湖 的喜 悦和 对钱 塘湖 风景 的喜 爱 ，更表 达了 作者 对于 自然 之

美的 热爱 之情 。贺知 章的《咏柳 》通过 诗人 描绘 刚刚 发出 新芽 的柳 树美

丽的 姿态 ，并对 大自 然的 神奇 发出 了由 衷的 赞颂 ，表达 诗人 对春 天的 热



爱。叶绍 翁的《游园 不值 》写诗 人想 去朋 友的 花园 中观 赏春 色 ，但是 敲

了很 长时 间门 也没 有人 来开 。但是 一扇 柴门 ，虽然 关住 了游 人 ，却关 不

住满 园春 色，一枝 红色 的杏 花，早已 探出 墙来 ，以此 表达 了作 者对 春天

的赞 美之 情。

8.【答 案】 A。解 析： 《义 务教 育语 文课 程标 准 (2011 版)》关 于教

学资 源的 开发 与利 用的 建议 是语 文课 程资 源包 括课 堂教 学资 源和 课外

学习 资源 。

9.【答案 】A。解析 ：学生 是学 习的 主体 ，教师 是学 习活 动的 组织 者

和引 导者 。讲授 法也 可以 启发 学生 ，是我 们语 文课 堂必 不可 少的 教学 方

法，没有 讲授 、没有 引导 ，学生 的学 习终 会是 无目 的、无方 向的 。比如

基本 的创 作背 景、 作者 简历 、文 学知 识还 是需 要教 师的 讲解 的。

10.【答 案】 C。解 析： 教师 并没 有强 制的 将自 己所 认为 正确 的分 层

强加 于学 生，而是 引导 学生 关注 文中 关键 词 ，这样 的方 法不 但注 重了 学

生的 阅读 体验 同时 也在 实践 中培 养了 学生 正确 的阅 读方 法。

11.【答 案】 C。解 析： 本题 考查 对《 义务 教育 语文 课程 标准 (2011

年)版》 的理 解， 具体 考查 对 “综合 性学 习 ”的理 解。 C 项 “讨论 问题 ，

能积 极发 表自 己的 看法 ，有中 心 、有根 据、有条 理 。”考查 的是 教学 目

标中 的“口语 交际 ”的相 关内 容，与“综合 性学 习 ”无关 。因此 ，本题

选 C。

12.【答案 】C。解析 ：本题 考查《义务 教育 语文 课程 标准 (2011 版 )》

中对“教材 编写 建议 ”的理 解。C 项，教材 内容 的安 排要 避免 繁琐 ，简



化头 绪， 突出 重点 ，加 强整 合， 注重 情感 态度 、知 识能 力之 间的 联系 ，

致力 于学 生语 文素 养的 整体 提高 。因 此， 本题 选 C。

13.【答 案】 D。解 析： 综合 性学 习的 确强 调学 生的 参与 ，但 是通 过

打分 ，引入 竞争 机制 ，可以 激发 学生 的兴 趣，增强 活动 的趣 味性 ，而且

打分 也是 一种 评价 行为 ，可 以起 到激 励学 生的 作用 。

14.【答 案】 B。解 析： “教师 没有 学生 厉害 ” 错误 。

15.【答 案】 C。解 析： 本题 考查 的是 教学 实施 中的 导入 环节 。导 入

是实 际教 学的 前奏 ，教师 用学 生的 实际 生活 进行 导入 ，抓住 父爱 这一 情

感，帮助 学生 更好 的体 会文 章的 思想 感情 。C 选项 说法 错误 ，这种 互动

交流 式的 课堂 应该 提倡 ，这样 能够 发挥 学生 的主 体作 用 ，让学 生充 分融

入到 课堂 。

二、 案例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3 小题 ，第 16 题 20 分， 第 17 题 8 分，

第 18 题 12 分， 共 40 分 )

16.(1)【参 考答 案】

①新课 标要 求学 生能 用普 通话 正确 、流 利、 有感 情地 朗读 ，养 成默

读习 惯，具有 一定 的速 度，能熟 练地 运用 略读 和浏 览的 方法 ，扩大 阅读

范围 。环节 一设 置多 层次 诵读 能够 让学 生读 准字 音 、读熟 课文 、读得 有

感情 ，是 对学 生阅 读能 力的 锻炼 。

②新课 标要 求各 个学 段的 阅读 教学 都要 重视 朗读 和默 读。 加强 对阅

读方 法的 指导 ，让学 生逐 步学 会精 读 、略读 和浏 览。有些 诗文 还要 求学

生诵 读，以利 于积 累 、体验 、培养 语感 。海燕 是一 首外 国诗 ，通过 反复 、



多层 次朗 读能 充分 感受 到诗 歌的 节奏 ，能充 分体 会作 者要 借海 燕抒 发的

情感 ，还 能够 培养 学生 学习 诗歌 注重 朗读 的学 习方 法。

(2)【参 考答 案】

①教学 设计 中的 提问 要针 对实 际， 难易 适度 。环 节二 中 “三步 ” 是

按照 从易 到难 的设 置。先了 解海 燕的 表面 形象 ，再结 合时 代背 景理 解海

燕的 内涵 ，接 着在 把握 情感 的基 础上 理解 作者 用语 的妙 处， 有针 对性 ，

且难 易适 度。

②教学 设计 中的 提问 要顺 序得 当， 发散 思维 。环 节二 中 “三步 ” 按

照从 易到 难的 顺序 进行 ，同时 设置 了发 散思 维题 目“ 找出 正面 描写 和侧

面烘 托海 燕的 段落 或者 句子 ，朗读 、勾画 、体会 和品 味其 形象 给人 带来

的美 感” 。

③新课 改倡 导自 主、 合作 、探 究的 学习 方式 。教 师设 置 “三步 ” ，

提出 三个 针对 性的 问题 ，让学 生思 考 ，并在 授课 中与 学生 一起 探讨“海

燕” 这一 形象 的内 涵， 启发 引导 学生 ，这 体现 了教 师新 课改 倡导 自主 、

合作 、探 究的 学习 方式 ，有 利于 学生 对诗 作内 容的 理解 和情 感的 把握 。

17.【参 考答 案】

①第 ③段 ，“蜿延 ”改成“蜿蜒 ”，第 ④段 ，“越越 欲试 ”改成“跃

跃欲 试” 。

②病句 ：大 家都 不约 而同 地一 “ 起迈 开大 步向 山上 冲。

修改 ：大 家都 不约 而同 地迈 开大 步向 山上 冲。

18.【参 考答 案】



这篇 习作 主体 内容 写的 是爬 山的 过程 ;有详 有略 ，不过 并没 有围 绕标

题“路 ”来写 ，作文 不扣 题 ，有跑 题的 倾向 。整体 来说 ，作者 似乎 还没

有明 确的 立意 意识 ，所以 写出 来的 习作 看上 去比 较随 意 ，因此 需要 培养

明确 的写 作目 标，即为 什么 写此 文 ，想告 诉读 者什 么。目标 明确 了，这

个随 意的 问题 就会 迎刃 而解 。

三、教学 设计 题 (本大 题共 3 小题 ，第 19 题 20 分 ，第 20 题 20 分 ，

第 21 题 25 分， 共 65 分 )

19.【参 考答 案】

首先 ，调 动学 生学 习的 兴趣 ，兴 趣是 最好 的老 师。 在教 学中 我们 可

以利 用这 一点 ，运用 情境 教学 法来 调动 学生 的兴 趣 ，通过 感知 文章 中相

关的 语句 ，激 活学 生的 思维 ，让 学生 感受 文章 流露 的浓 浓亲 情。 (5 分 )

第二 ，引导 想象 和联 想 ，初中 生是 想象 力丰 富活 跃的 时期 ，因此 教学 中

应注 重利 用教 材采 用多 种形 式 ，启发 学生 对作 品进 行再 加工 ，帮助 学生

由再 造想 象过 渡到 创造 想象 ，在结 尾“ 拓展 延伸 ”部分 可以 多引 导学 生

抒发 自己 的感 想， 在课 文的 基础 上进 行联 想， 更好 的体 味作 者的 情感 。

(5 分 )第三 ，精 心设 疑质 疑。 学生 在学 习中 的疑 是积 极思 维的 表现 ，是

探索 问题 的动 力。需要 教师 利用 好学 生中 的疑 问，因势 利导 ，发展 学生

的智 力， 培养 学生 创造 性思 维。 通过 让学 生拟 题， 启发 学生 积极 思考 。

让学 生鉴 赏文 中难 理解 的句 子和 词语 ，激起 学生 的求 知欲 ，进而 增强 学

生的 分析 能力 和归 纳能 力。 (5 分 )最后 ，巧 借语 文实 践活 动。 在课 后通

过家 庭作 业促 使学 生能 够自 己设 计安 排活 动 ，补充 必修 课课 堂教 学的 不



足，反映 社会 生活 对学 生语 文知 识和 能力 的要 求 ，促使 学生 语文 素质 的

提高 ，又 能给 学生 具体 生动 的感 受。

20.【参 考答 案】

教学 目标 ：

①知识 与能 力 ：准确 、流利 、有感 情地 朗读 课文 ;揣摩 词句 含义 ，品

读文 章清 新质 朴的 语言 。

②过程 与方 法： 在合 作探 究的 过程 中， 学生 学会 阅读 ，理 解， 品味

一篇 美文 ，养 成良 好的 学习 习惯 。

③情感 态度 与价 值观 ：引 导学 生用 心去 发现 感情 、感 受亲 情并 珍爱

亲情 ，做 一个 富有 爱心 的人 。

设计 依据 ：

①教学 目标 的设 立要 符合 基础 课程 改革 的要 求， 从知 识与 能力 、过

程与 方法 、情感 态度 与价 值观 三个 维度 进行 设立 ，并完 成三 个维 度目 标

的整 合。

②朗读 的目 标中 都要 求 “有感 情地 朗读 ” ，这 是指 ，要 让学 生在 朗

读中 通过 品味 语言 ，体会 作者 及作 品中 的情 感态 度 ，学习 用恰 当的 语气

语调 朗读 ，表现 自己 对作 者及 其作 品情 感态 度的 理解 。朗读 要提 倡自 然 ，

要摒 弃矫 情做 作的 腔调 。所以 在“ 知识 与技 能”目标 要求 学生 通过 不断

的朗 读， 品味 语言 。

③欣赏 文学 作品 ，有 自己 的情 感体 验， 初步 领悟 作品 的内 涵， 从中

获得 对自 然、社会 、人生 的有 益启 示 。对作 品中 感人 的情 境和 形象 ，能



说出 自己 的体 验;品味 作品 中富 于表 现力 的语 言。 所以 在情 感方 面， 我

确定 了学 生能 够发 现、 感受 珍爱 亲情 ，做 有爱 心的 人的 目标 。

21.【参 考设 计】

本段 教学 设计 力求 完成 制定 的 “ 过程 与方 法” 目标 。

一、 带着 问题 初读 课文 ，感 受故 事情 节发 展。

1.散步 过程 中有 什么 分歧 ?分歧 是怎 样解 决的 ?

2.面对 分歧 ，“ 我” 为什 么感 到责 任的 重大 ?

3.这一 家四 个人 当中 ，谁 的权 力最 大， 谁又 具有 真正 的决 定权 ?

明确 ：在 这个 家庭 中， 并没 有哪 个人 的权 力最 大， 他们 之间 都是 相

互联 系的 ，就如 一串 链条 一样 ：全家 人听 从于“ 我”--“ 我”顺从 母亲

--母亲 心疼 孙子 ，由此 可看 出全 家人 的相 亲相 爱 ，相互 尊重 ，流露 出一

份浓 浓的 亲情 。

二、 小组 讨论 思考 ：这 是怎 样的 一个 家庭 ，你 有什 么感 受呢 ?

--和睦 、温 馨、 平等 、互 相关 爱。

--和美 ，因 为全 家人 都能 相互 尊重 ，和 谐美 满。

(体会 家庭 的温 暖)

(由学 生个 体学 习探 究到 小组 活动 全员 参与 ，既 让每 个人 都活 动起

来，又可 以提 高学 生的 学习 欲望 和参 与意 识及 竞争 意识 。教师 则适 当帮

助有 困难 的小 组，到一 定时 候提 醒小 组总 结，准备 交流 。老师 在学 生讨

论结 束之 后，再总 结全 班同 学的 发言 ，加以 归纳 明确 这一 家人 的权 力无

大小 之分 ，只 有平 等的 关系 。 )

三、 学生 总结 归纳 人物 的优 秀品 质



“我 ”：孝 敬体 贴， 有责 任感 。

母亲 ：善 解人 意， 疼爱 小辈 。

妻子 ：温 柔贤 惠， 尊老 爱幼 。

儿子 ：聪 明乖 巧， 非常 懂事 。

(培养 学生 的归 纳能 力， 学会 运用 精炼 的词 语来 概括 人物 的性 格特

征。 )

四、 重点 理解 句子 “我和 妻子 都是 慢慢 地， 稳稳 地， 走得 很仔 细，

好像 我背 上的 同她 背上 的加 起来 ，就 是整 个世 界。 ”

句子 的含 义： “我 ”和妻 子都 是中 年人 ，要 担任 家庭 责任 感， 母亲

曾经 也承 担了 家庭 的重 担，而儿 子将 来也 要承 担这 一责 任 。母亲 的曾 经

付出 让“ 我”这一 代人 知道 要担 负责 任 ，而“我 ”现在 要把 母亲 的责 任

传承 给我 的儿 子，让儿 子也 能继 续延 续“ 我”的脚 步，将来 也能 成为 一

个勇 挑重 担的 一个 人，于是“我 ”和妻 子这 一代 人担 负了 承前 启后 ，继

往开 来的 历史 责任 。

语句 很朴 实， 但向 读者 说明 了深 刻的 道理 。这 是 “ 以小 见大 ”的写

作手 法：通过 描写 生活 中的 小事 情散 步 ，反映 出尊 老爱 幼这 个社 会大 主

题。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语文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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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