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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综合素质》（小学）

模拟卷（三）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素质教育的实质。素质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从教育对所有学生

的共同要求的角度来看的。但每一个学生都有其独特性，不同的认知特征、不同的欲望需求、

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创造潜能铸就了个性迥异的学生。因此，教育还

要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差异，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题干中，上海该小学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开设不同的选修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体现了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A 项正

确。

B 项：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素质教育倡导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强调在教

育中使每个人都得到发展，而不是只注重一部分人，更不是只注重少数人的发展。因此，素

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也是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统一的教育。与题干不符，排除。

C、D 两项：说法错误，均为干扰项。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2.【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包括顺序性、阶段性、不

平衡性、互补性和个别差异性。其中，个别差异性的具体表现是由于人的先天素质、环境、

教育以及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同，每个人的发展优势、发展速度、高度（达到的水平）往往

是千差万别的。题干中，“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就如同班上的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优

势”体现了个体身心发展规律中的个别差异性。C 项正确。

A 项：顺序性的具体表现是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顺序性，既不能逾越，也不能逆向发展。

它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到质变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与题干不符，

排除。

B 项：不平衡性的具体表现是个体的发展并不总是按相同的速度直线前进的，主要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同一方面的发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是不均衡的；二是不同方面在不同

发展时期具有不平衡性，即有的方面在较早的年龄阶段已经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有的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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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较晚的年龄阶段才能达到较为成熟的水平。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阶段性的具体表现是个体的发展是一个分阶段的连续过程，前后相邻的阶段是有

规律地更替的，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的过渡做准备。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出身心发展

不同的总体特征及主要矛盾，面临着不同的发展任务。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3.【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职业的劳动特征。教师职业的劳动特征主要包括：①教师劳动的

复杂性和创造性；②教师劳动的连续性和广延性；③教师劳动的长期性和间接性；④教师劳

动的主体性和示范性；⑤教师劳动方式的个体性和劳动成果的群体性。其中，示范性是指教

师的言谈举止，如人品、才能、治学态度等都会成为学生学习的对象。教师劳动的示范性特

点是由学生的可塑性、向师性心理特征决定的。同时，教师劳动的主体性要求教师的劳动具

有示范性特点。题干中，作为教师要严格要求自己，教师的行为会成为学生学习的对象，是

因为教师的劳动具有示范性。C 项正确。

A 项：教师劳动的连续性是指时间的连续性。教师的劳动没有严格的交接班时间界限，

教师要不断了解学生的过去与现状，预测学生的发展与未来，检验教育教学效果，获取教育

教学反馈信息，准备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活动。与题干不符，排除。

B 项：教师劳动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因材施教；②教学方法上的不断

更新；③教师需要“教育机智”。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教师劳动的个体性是指教育教学活动主要是通过一个个教师的个体劳动来完成

的。每个教师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在一定的目标上，都具有很强的个体性特点。所以，

从劳动手段的角度来看，教师的劳动主要是以个体劳动的形式进行的。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4.【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对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师观的理解。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师观要求教师行

为转变：①在对待师生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②在对待教学上，新课程强调帮助、

引导；③在对待自我上，新课程强调反思；④在对待与其他教育者的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合

作。其中，课程的综合化趋势特别需要教师之间的合作，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教师要相互

配合，齐心协力地培养学生。每个教师不仅要教好自己的学科，还要主动关心和积极配合其

他教师的教学，从而使各学科、各年级的教学有机融合、相互促进。题干中，林老师主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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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配合其他教师的教学，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体现了新课程强调的合作。D 项正确。

A 项：“在对待师生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是指：尊重学生意味着不伤害学

生的自尊心，这就要求教师不体罚学生，不大声训斥学生，不羞辱、嘲笑学生，不随意当众

批评学生；另外，教师不仅要尊重每一位学生，还要学会赞赏每一位学生。与题干不符，排

除。

B 项：“教师应该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是指：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一个研究者，这

意味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以研究者的心态置身于教学情境之中，以研究者的眼光审视和分

析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究，对

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形成规律性的认识。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在对待自我上，新课程强调反思”是指：新课程强调教师的教学反思，按教学

的进程，教学反思分为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三个阶段；教学反思是教师专业发展和自我

成长的重要因素，能促使教师形成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自我监控的能力。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5.【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十二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学校

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育教学。民族自治地方以少数民族学生为

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实际出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

的语言文字实施双语教育。国家采取措施，为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实施

双语教育提供条件和支持。”因此，题干所述是合法的，可以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和本民族语

言进行双语教学。B 项正确。

A、C 两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可以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普通话

实施双语教育。因此，除普通话外，还可以使用本民族语言授课，但不能够单纯地使用方言

授课。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为干扰项。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6.【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的权利。学生的基本权利包括作为公民应当具备的人身权，以及

作为受教育者应该享有的受教育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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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

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

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因此，学校不能侵犯学生的人身自由，单独禁闭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

利，关心、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

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题干中，小红虽有不良行为，但学校不能开除

学籍或勒令退学。B 项符合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制度，学校对沾染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应当

加强教育、管理，不得歧视。B 项正确。

A、C、D 三项：均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不同程度地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和人身自由权。

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7.【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

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一）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二）

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题干中，李某由于

故意旷工多日，给学校的教学工作造成一定的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学校

可以依法给予李某解聘处理。A 项正确。

B、C、D 三项：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符。与题干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8.【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社会保护”部分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

人的个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

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

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查阅外，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开拆、查阅。”因此，题干所述属于社会保护的范畴。B 项正确。

A、C、D 三项：均为干扰项。与题干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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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正确答案为 B。

9.【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教师的权利。教师的职业权利包括：教育教学权、学术交流权、指导

评价权、报酬待遇权、民主管理权、进修培训权。其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

七条第（四）项规定，教师享有“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

期的带薪休假”的权利。题干中，晏老师休产假是正常的带薪休假，学校将晏老师请假这个

月的工资转发给代课老师，侵犯了晏老师的报酬待遇权。C 项正确。

A 项：题干未体现学校有权对教师的工作进行安排这一内容。与题干不符，排除。

B 项：该学校的做法是错误的，学校无权支配教师的工资，该做法侵犯了教师的报酬待

遇权。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该学校的做法不正确，侵犯了教师的报酬待遇权，而不是教师的教育教学权。与

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10.【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内容。《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严重不良行为’，是指下列严重

危害社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一）纠集他人结伙滋事，扰乱治安；（二）携带

管制刀具，屡教不改；（三）多次拦截殴打他人或者强行索要他人财物；（四）传播淫秽的

读物或者音像制品等；（五）进行淫乱或者色情、卖淫活动；（六）多次偷窃；（七）参与

赌博，屡教不改；（八）吸食、注射毒品；（九）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题干中，张

某经常在学校门口拦截、殴打其他同学，并强行索要同学的财物。这属于严重不良行为，而

非不良行为。D 项表述错误，与题干相符，当选。

A 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可知，张某的行

为属于严重不良行为。与题干不符，排除。

B、C 两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未成年人

实施本法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对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

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送工读学校进

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对未成年人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应当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与题干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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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11.【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下列情形下发生的造成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

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责任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其他有关规定认定：（一）在学生自行

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二）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三）

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

（四）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发生的。”第二十八条规定：“未成学生对学生伤害事故

负有责任的，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学生的行为侵害学校教师及其他工作人

员以及其他组织、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成年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应当依

法予以赔偿。”题干中，寒假期间，晶晶和超超在学校操场玩双杠时，超超不慎将晶晶推下

双杠，导致其摔在地上右手骨折，学校是不承担责任的。但由于超超还是未成年人，所以该

责任应当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因此，晶晶所受的伤害应由超超的监护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B 项正确。

A 项：根据题干描述可知，晶晶所受的伤害是由于超超失误造成的，与晶晶的监护人无

关。因此，超超对晶晶的伤害负有责任，晶晶的监护人无须承担。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根据题干描述可知，学校是不承担责任的。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根据题干描述可知，超超还是未成年人，所以该责任应当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

而非自己独立承担。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2.【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相关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

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适龄儿童、少年因身

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由当地乡镇人

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B 项正确。

A、C、D 三项：均为干扰项。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3.【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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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 年修订）》的内容。《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 年修订）》的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求教师：“谦虚谨慎、尊重同事，

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维护其他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关心集体，维护学校荣誉，共创文明

校风。”题干中，齐老师从不参加集体备课，并且不愿意帮助新老师，说明齐老师缺乏团结

协作的精神。B 项正确。

A 项：《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的终身学习的品质要求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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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严于律己的意识即老师严格要求自己。为干扰项。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 年修订）》的严谨治学的态度要求教师：“树

立优良学风，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

高教育、教学和科研水平。”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4.【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的内容。《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的内容包括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和终身学习。其中，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要求教师：“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

质教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良好品行，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题干中，王校长所说的“作为一名合格

的教师，既要努力教授学生知识，又要让学生知晓立身处世的品德”体现了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中教书育人的要求，是合理的。C 项正确。

A 项：终身学习要求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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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题干不

符，排除。

B、D 两项：题干中，王校长的这句话体现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教书育人的要求。是

合理的。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15.【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的内容。《中小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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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的内容包括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和终身学习。其中，关爱学生是师德的灵魂，要求教师“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

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良师益友。保护学生安全，关心学

生健康，维护学生权益。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图片中，老

师大声斥责并且揪住学生耳朵的行为属于体罚，违背了关爱学生的要求。B 项正确。

A 项：爱岗敬业是教师职业的本质要求，要求教师：“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志存高远，

勤恳敬业，甘为人梯，乐于奉献。对工作高度负责，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

导学生。不得敷衍塞责。”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为人师表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要求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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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题干不符，

排除。

D 项：终身学习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要求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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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6.【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正确处理教师与家长的关系。处理教师与家长关

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包括：①尊重，学生家长应当与教师处于平等的地位，应当得到教师的尊

重；②协作，教师的工作需要家长的支持，教师要得到家长切实而有效的支持，就必须得到

家长的理解。家长对教师的理解是建立在协作关系基础上的。在协作过程中，教师能够了解

家长需要得到怎样的指导，家长也知道教师需要得到怎样的支持。题干中，袁老师的做法显

然是不妥当的，没有做到与家长相互协作。A 项正确。

B 项：学生的教育应是学校、社会、家庭三方共同的责任。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袁老师本身做法错误，并且作为教师，要履行教书育人的义务。因此，教师不仅

要教授专业知识，还要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袁老师本身做法错误，虽然老师有上下班时间，但是处理与家长的关系不能一味

抱怨，可以寻找合适的方法，相互尊重理解、团结协作。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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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生活中的科技常识。乙烯是由两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的化合物，

两个碳原子之间以双键连接。乙烯存在于植物的某些组织、器官中，是由蛋氨酸在供氧充足

的条件下转化而成的。它是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塑料（聚乙烯及聚氯乙烯）、合成乙

醇（酒精）的基本化工原料，也用于制造乙醛和炸药等，还可用作水果和蔬菜的催熟剂。题

干中，熟苹果可以帮助芒果成熟，是因为熟苹果释放的乙烯可以促进芒果的成熟。因此，店

家建议用熟苹果催熟芒果是因为熟苹果释放的乙烯是一种天然的植物激素。A 项正确。

B 项：丙烯是最早被采用的石油化工原料，也是生产石油化工产品的重要烯烃之一。它

是除乙烯以外最重要的烯烃。丙烯常温下为无色、稍带有甜味的气体。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乙烷是低级烷烃的一种，能发生很多烷烃的典型反应。乙烷在某些天然气中的含

量为 5% ～ 10%，仅次于甲烷；并以溶解状态存在于石油中。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甲烷（系统名为“碳烷”，但只在介绍系统命名法时会出现，一般用习惯名“甲

烷”）在自然界的分布很广，甲烷是最简单的有机物，是天然气、沼气、坑气等的主要成分，

俗称瓦斯。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18.【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外国雕塑常识。《思想者》是法国雕塑家罗丹创作的雕像，塑造了一

个强有力的劳动男子。这个巨人弯着腰，屈着膝，右手托着下颌，默视下面发生的悲剧。该

模型在罗丹的指导下有多个雕塑，最主要的雕像为青铜，底座为大理石材料，现藏于巴黎博

物馆。C 项正确。

A 项：《掷铁饼者》是大理石雕复制品，高约 152 厘米，罗马国立博物馆、梵蒂冈博

物馆、特尔梅博物馆均有收藏，原作为青铜，为希腊雕刻家米隆作于约公元前 450 年。与

题干不符，排除。

B 项：《大卫》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巨匠米开朗琪罗于 1501 年至 1504 年雕成的大理

石雕塑，它被视为西方美术史上最优秀的男性人体雕像之一，现收藏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

学院。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摩西像》是大理石雕像，高 235 厘米，是米开朗琪罗创作于公元 1513—1516

年的雕像，现藏于意大利罗马圣彼得锁链堂儒略二世教皇墓。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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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历史常识。五四运动是 1919 年 5 月 4 日发生于北京的一场以青年

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课、

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上中

国外交的失败。C 项正确。

A 项：“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日本帝国主义以威胁利

诱的手段，历时五个月交涉，企图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

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这些条款被称为中日“二十一条”。与题干

不符，排除。

B 项：《凡尔赛条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协约国）对战败国（同盟国）的

和约，其主要目的是削弱德国的势力。1920 年 1 月 10 日，巴黎和会宣布《凡尔赛条约》

正式生效，国际联盟宣告成立。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十月革命是发生在俄国的一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着苏联

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20.【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现当代文学。老舍有“人民艺术家”之称。其主要作品有：长篇

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饥荒》）；

剧本《龙须沟》《茶馆》；等等。祥子是老舍的作品《骆驼祥子》里的主人公。祥子是旧社

会劳苦大众的代表人物。王利发是老舍著名话剧《茶馆》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祁瑞宣是老舍

作品《四世同堂》中的主人公，是“四世同堂”的祁家第三代。祥林嫂是鲁迅短篇小说《祝

福》中虚构的人物。她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代表。因此，祥林嫂不属于老舍的“市

民世界”中的人物。D 项与题干相符，当选。

A、B、C 三项：均属于老舍的“市民世界”中的人物。与题干不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21.【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历史常识。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和兵民合一

的制度，使齐国逐渐强盛。当时中原华夏诸侯苦于戎狄等游牧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

“尊王攘夷”的旗号，九合诸侯，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受到周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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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赐。因此，“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D 项正确。

A 项：勾践又名菼执，夏禹后裔，越王允常之子，春秋末年越国国君，《荀子·王霸》

认定的春秋五霸之一。与题干不符，排除。

B 项：楚庄王熊旅又称荆庄王，楚穆王之子，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与题

干不符，排除。

C 项：晋文公姬姓晋氏，名重耳，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君主，晋献公之子。

晋文公文治武功卓著，是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与题干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22.【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文化常识。古人把一夜分为五个时辰，夜里的每个时辰被称为“更”。

一夜即为“五更”，每“更”为现今的两个小时。其中，五更指的是次日凌晨 3 点至 5 点。

题干中，明明对姐姐说自己要从五更开始学习，即从次日凌晨 3 点至 5 点开始学习。D 项

正确。

A 项：19 点至 21 点是一更。与题干不符，排除。

B 项：21 点至 23 点是二更。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次日 1 点至 3 点是四更。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23.【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文化常识。寒食节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寒食节这一天严禁烟火，只

能吃冷食，该节日原为纪念介子推而设。寒食节在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五天，清明前一或二日，

而清明节为公历的 4 月 4 日、4 月 5 日或者 4 月 6 日。因此，距离清明节最近的节日

为寒食节。D 项正确。

A 项：元宵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在农历正月十五，又称正月半、上元节、灯节、元夕、

元夜。元宵节的习俗有赏花灯、包饺子、闹年鼓、迎厕神、猜灯谜等。宋代始有吃元宵（汤

圆）的习俗。距离清明节 2 ～ 3 个月。与题干不符，排除。

B 项：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又称端阳、重午、重五，在农历五月初五。一般认为，

该节日与纪念屈原有关。屈原忠而被黜，投江自尽，于是人们以吃粽子、赛龙舟等方式来悼

念他。端午节习俗有喝雄黄酒、挂香袋、吃粽子、插花、挂菖蒲、斗百草、驱“五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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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清明节 1 个月左右。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乞巧节又称女儿节或七夕，现又被称为“中国情人节”。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晚上，

妇女们趁织女与牛郎团圆之际，摆设香案，穿针引线，向织女乞求织布绣花的技巧。距离清

明节 3 个月左右。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24.【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外国文学。“多余人”是 19 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

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

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

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

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不满现状，却又无力

改变这种现状，最终成为一个苦闷忧郁的多余人。阿巴贡出自莫里哀喜剧《悭吝人》，阿巴

贡是个典型的守财奴、吝啬鬼。他不仅对仆人及家人十分苛刻，甚至自己也常常饿着肚子上

床，以致半夜饿得睡不着觉，便去马棚偷吃荞麦。他不顾儿女各有自己钟情的对象，执意要

儿子娶有钱的寡妇，要女儿嫁有钱的老爷。当他处心积虑掩埋在花园里的钱被人取走后，他

呼天抢地，痛不欲生，描绘出一个视钱如命的守财奴形象。因此，阿巴贡是吝啬的代名词，

不属于“多余人”。C 项不属于“多余人”与题干相符，当选。

A 项：叶甫盖尼 · 奥涅金出自普希金的《叶甫盖尼 · 奥涅金》。他是第一个也是最

重要的一个“多余人”，他厌恶首都彼得堡的世俗社交生活，来到了气息清新的乡村。他拒

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又在决斗中枪杀了自己的挚友连斯基。待他像拜伦一

样从各地漫游归来，在彼得堡再次同达吉雅娜邂逅，反过来向达吉雅娜求爱，此时，已成为

社交界贵妇人的达吉雅娜却拒绝了他。奥涅金既愤世嫉俗，同时又远离人民，空虚无为。与

题干不符，排除。

B 项：别尔托夫出自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他本来有着“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

抱负”“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着心扉”，而一进入社会，却处处碰壁，而被迫成为“多

余”的人。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罗亭出自屠格涅夫的《罗亭》，他聪明、热忱、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憧

憬未来；但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加之本人脱离人民、缺乏毅力。他无论是在社会事业上还

是在爱情事业上都碰了壁，遭到惨败。绝望之余，他只好承认自己“无用”“多余”“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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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无根的浮萍”，最后默默地在 1848 年 6 月巴黎巷战中牺牲了，临死前手里还拿着一

面红旗。与题干不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C。

25.【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二十四节气。惊蛰时间为每年 3 月 5 日—6 日，谷雨时间为每年 4

月 19 日—21 日，立冬时间为每年 11 月 7 日—8 日，冬至时间为每年 12 月 21 日—23

日，而圣诞节为每年的 12 月 25 日，故离圣诞节最近的节气是冬至。D 项正确。

A、B、C 三项：均为干扰项。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26.【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 Word 的实际操作。格式刷是 Word 中的一种工具。用格式刷“刷”

格式，可以快速将指定段落或文本的格式应用到其他段落或文本上，从而实现快速格式复制

操作。C 项正确。

A 项：编辑菜单一般用于对文件的常规编辑，如复制、剪切、粘贴等。与题干不符，排

除。

B 项：使用段落命令可以对段落格式进行设置。段落的格式主要包括段落缩进、段落间

距、首行缩进、行距、对齐方式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格式菜单位于标题栏下方，主要包括对段落、字体等格式的设置。与题干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27.【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 PowerPoint 的相关知识。在 PowerPoint 中，幻灯片有多种放映方

式，可以根据演示文稿的用途和放映环境进行选择。放映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三种：①在展台

浏览；②观众自行浏览；③演讲者放映。在 PowerPoint 中，可以通过“单击幻灯片放映—

设置放映方式”选择采取何种方式。B 项正确。

A 项：PowerPoint 的默认视图是普通视图，是编辑演示文稿时常用的视图，可添加、

删除、移动、复制幻灯片，改变幻灯片的顺序。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以幻灯片的缩略图形式按顺序排列显示在主窗口，可同时观察多张幻灯片是浏览

视图而非大纲视图。与题干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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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在 PowerPoint 中，可以在幻灯片中插入超链接，超链接是实现一个演示文稿快

速跳到其他演示文稿或文件的捷径，它可以是幻灯片中的文字或图形，也可以是网页。与题

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28.【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推理判断能力。交叉关系是指对于任意两个概念 A、B，如果 A 的部

分外延与 B 的部分外延相同，A 的部分外延与 B 的外延不相同，B 的部分外延与 A 的外

延也不相同（即有的 A 是 B，有的 A 不是 B；有的 B 是 A，有的 B 不是 A），就称 A 和

B 之间是交叉关系。例如，共产党员—大学生。题干中，“导演—诗人”两个概念属于交叉

关系，即有的导演是诗人，有的导演不是诗人；有的诗人是导演，有的诗人不是导演。B 项

中，“辅导员—博士生”同属于交叉关系，即有的辅导员是博士生，有的辅导员不是博士生；

有的博士生是辅导员，有的博士生不是辅导员。B 项正确。

A 项：全异关系是指对于任意两个概念 A、B，如果 A 的外延与 B 的外延完全不相同

（即所有的 A 不是 B，所有的 B 不是 A），就称 A 和 B 之间是全异关系。例如，狗—猫。

河北和湖南属于不同地区，完全不同，属于全异关系。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全同关系亦称为同一关系，即对于任意两个概念 A、B，如果它们的外延完全相

同，就称 A 和 B 之间是全同关系。例如，北京—中国的首都。番茄是西红柿的别称，同属

一个物体。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包含关系亦称属种关系，即对于任意两个概念 A、B，如果 B 的外延完全在 A

的外延之中，而 A 的外延只有部分与 B 的外延相同（即所有的 B 是 A，而有的 A 是 B，

有的 A 不是 B），就称 A 与 B 之间是包含关系。蔬菜是一个集合，包括白菜，属于包含

关系。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29.【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数字推理。依据题干得出，前两位数之和减 3 得到后一位数：1+5

–3=3；5+3–3=5；3+5–3=5；5+5–3=7。因此，空缺处的数字是 7。C 项正确。

A、B、D 三项：均为干扰项。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二、材料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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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参考答案】

材料中班主任的教育行为符合“以人为本”的学生观。

首先，“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强调，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正处于发展过程中，是有巨

大发展潜能的人。材料中，班主任并没有因为何勇同学的问题而指责他，而是选择包 32 容

他，找到原因，引导他发展，体现了学生是发展的人。

其次，“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强调，学生是独特的人。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独特性。材

料中，班主任发现何勇有绘画的天赋，并能利用这个特点因材施教，让他办黑板报，体现了

学生是独特的人。

最后，“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强调，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不以教师的意志为转移，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材料中，班主任通过对何勇的教育，使他有了进步，能自己主动地请教

老师问题，自己主动学习，体现了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

综上所述，班主任的教育行为体现了新课改的学生观，促使学生得到了发展，值得我们

学习。

31.【参考答案】

材料中李老师的行为践行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教师做到爱岗敬业。爱岗敬业要求教师对工作高度负责，

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学生，不得敷衍塞责。材料中，李老师坚守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 25 年，并且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写批注，说明李老师对工作认真负责。

其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教师做到为人师表。为人师表要求教师做到作风正派，廉

洁奉公。自觉抵制有偿家教，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材料中，当有学生家长提出支付可

观的补课费让李老师进行有偿补课的请求时，李老师没有接受，抵制住了诱惑，婉言相拒，

体现出其做到了为人师表。

最后，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教师做到终身学习。终身学习要求教师崇尚科学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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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李老师利用暑假去参加培训，学习其他老师的授课经验，体现出其做到了终

身学习。

综上所述，作为教师要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坚持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终身学习，促进

学生的健康成长。

32.【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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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现“泾渭分明”风景的先决条件是，相汇的两水颜色要有足够差异，通常是一

黄一绿，有时也会是一深一浅。河水颜色与含沙量有关。除了泥沙之外，人为污染、藻类暴

发等也会使河水变成不同颜色。

（2）因为两股颜色不同的水流交汇，总有一个相互掺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有长有短。

两水混合的快慢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河水的密度、温度以及酸碱度等因素会影响混合 33

的快慢，而水量、流速以及交汇河道的角度，也会影响分界线的长短。在两条河水量相当的

情况下，两河交汇角度如果呈比较小的锐角，就不会很快交融，而是出现绵延很长的分界线，

即“泾渭分明”；如果以接近直角的方向交汇，水流的方向相互交叉，很快就能融合到一起，

即不会出现“泾渭分明”的情况。两河如果水量差异很大，也不会出现“泾渭分明”的现象。

三、写作题

33.【参考范文】

为人师者，敢于“犯错”

古人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人师者，我们不是无可挑剔的完人，也不是完

美无缺的圣贤，我们只是大千世界中的普通一员，怎能要求自己不犯错误呢？作为教师，在

学生面前犯错，固然有失脸面，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遮盖错误的理由，相反，我们需要直面

错误，敢于“犯错”，做学生亦师亦友的陪伴者，引导学生在犯错后知错、补错。

敢于“犯错”，那是一首教育的插曲。课堂，就如一部电视剧，与播出的电视剧唯一的

区别就是，课堂没有彩排，每一节课都是现场直播，所以也会出现一些错误。如果我们的课

堂只有平淡的情节，一如既往地平稳，总会让人觉得缺少了风暴，缺少了奋进的情绪。我们

得容许我们的课堂出现错误，一点小小的错误或许可以让整节课的气氛轻松活泼，或许可以

让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得以拉近，或许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如沐春风。

敢于“犯错”，那是一种行为的潜移默化。作为教师，如果我们犯了错后，敢于直面自

己的错误，那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正确对待错误。学生有一种“向师性”，他们会从

教师的身上习得行为习惯，更会敬佩教师的行为。索福克勒斯也说过：“一个人即使犯了错，

只要能痛改前非，不再固执，这种人并不失为聪明之人。”承认错误并不是自卑，也不是自

弃，而是一种诚实的态度，一种生活的智慧。而这种生活的智慧是对学生内在优秀品质的塑

造。

敢于“犯错”，那是一场美丽的人生蝶变。一次错误就是一次教训，改过自新，才能不

断成熟。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写过著名的《忏悔录》，他要做的是“把一个人真实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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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因此在书中，他直面自己的隐私，痛责自己的过错。他曾写道，

自己少年时当仆人，偷过主人家一条用旧的丝带，主人发现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此嫁祸

于诚实的女仆玛丽永，破坏了她纯洁、善良的名声。那时的卢梭是可恶的，自己偷东西还嫁

祸于人。但后来他仍受人敬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勇于承认错误，并能及时改正错误，

而不是掩饰自己的错误。敢于“犯错”，就是教师的人生蝶变，是一场美丽的转换，是一种

直面人生的阳光态度。

聪明的人并不是不犯错误，而是不犯重大错误，并且能迅速纠正错误。做一个会“犯错”

的教师，将会收获教育的精彩；做一个会“犯错”的教师，将会启迪学生的品质；做一个会

“犯错”的教师，将会感悟职业的幸福。从今天起，让我们做一个会“犯错”的教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