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素质（中小学）模拟卷（三）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

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

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题干中“一

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体现了李老师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符合素质教育的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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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1）实

现课程功能的转变；（2）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3）密切课

程内容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4）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5）建立与素质教育理

念相一致的评价与考试制度，实行三级课程管理制度。其中，改善学生的学习方

式是指：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自

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的学习方式。自主学习是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

通过学生独立地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即主动

地自觉自愿地学习，而不是被动地或不情愿地学习；探究学习是学生在主动参与

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猜想或假设，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方法对问题

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获得创新实践能力和思维发展，自主构建知识体系的一

种学习方式；合作学习是指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助

性学习，鼓励学生为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而一起工作，在完成共同任务的过

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题干中，李老师属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而陈老师注重让

学生自主发现知识，不断提问探索，强调小组合作，符合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的要求，体现了素质教育转变学习方式的目标。因此，陈老师的教学方式有利于



学生养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C项正确。

A项：当代课堂教学观指出，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因此课堂有效教学的最终

检验当以学生来完成，即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主体学生是否能准确理解老师所传

授的内容，是否能较为灵活的运用老师所传授的技能等。陈老师的教学方式有利

于学生养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更加主动深入地理解知识，有利于课

堂有效教学。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陈老师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更

加主动深入地理解知识，有利于学生成绩的提高。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陈老师的教学方式需要教师更加细致巧妙地设计教学过程，并不会减

轻教师的工作量。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3.【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教育公正。教育公正在教育活动中的体现，就是所有的学

生都能够获得同样的教育机会，或者说教育机会对所有的学生来说是均等的。所

谓教育机会均等，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入学机会均等，二是教育过程中机会

均等。入学机会均等就是无论学生的性别、民族、地域、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和

身心发展状况如何，都享有同样的入学机会。在确保入学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教

育过程中的教育机会均等更加重要。D项中，某班级实行轮流座位制体现了在教

育过程中，每个学生都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D项正确。

A项：老师按照考试成绩安排座位有悖于教育公正的原则，未做到面向全体

学生，而是给考分高的学生安排好的座位，这是不公平的体现，没有平等对待每

一位学生。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享有均等的入学机会，该中学校长拒绝明明进该

校上学违背了教育公正。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班主任不让班级成绩最后一名的学生参加期末考试，剥夺了该学生在

教育过程中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违背了教育公正。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4.【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教师劳动的创造性。教师劳动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因材施教；教学方法上的不断更新；教师需要“教育机智”。其中，教

育机智是指教师能根据学生新的特别是意外的情况，迅速而正确地做出判断，随

机应变地采取及时、恰当而有效的教育措施解决问题的能力。题干中，王老师面

对突发状况灵活应变，收回了学生的注意力，临时调整了教学计划，考虑了学生

兴趣的变化，该做法正确，体现了王老师的教育机智。A项正确。

B、C、D三项：均为干扰项。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5.【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的权利。财产权是指具有物质财富内容，直接和经济

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一般而言，学生财产权包括财产所有权、继承权、受赠

权以及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等。其中，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其财产享

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虽然学生年龄小，但任何人不得随意剥夺、

侵犯其权利。题干中，浅川中学的规定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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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20 年修订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20 年修订本）》第二条规定，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相结合，坚持预防为主、提前干预，对

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及时进行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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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

七条（一）（四）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

法的实施；解释法律的职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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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

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

平均的义务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职工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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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

三十一条规定，学校有条件的，应当依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参加学校责任保险。

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鼓励中小学参加学校责任保险。提倡学生自愿

参加意外伤害保险。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前提下，学校可以为学生参加意外伤害保

险创造便利条件，但不得从中收取任何费用。因此，学校无权强制学生购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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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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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中的教师孙某旷工，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给教学工作造成损失，

应该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A项正确。

B、C、D三项：均为干扰项。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11.【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 年修订本）》。《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 年修订本）》第二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



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当理

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

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

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题干中，小时的父母

在外地打工，奶奶在家务农说明身心状况良好，因此，小时的父母可以委托小时

的奶奶履行监护职责。A项正确。

B、D两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 年修订本）》第十六条

第（五）项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

的权利，保障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监护职责。第十七条第（五）

项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放任或者迫使应当接受义务教

育的未成年人失学、辍学的行为。题干中小时小学刚毕业，还未完成义务教育。

因此，小时应继续完成义务教育，而不是辍学帮奶奶干农活或者外出与父母一起

干活。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 年修订本）》第二十八条规定，

学校应当保障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开除、变相开除未成

年学生。学校应当对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辍学未成年学生进行登记并劝返复学；

劝返无效的，应当及时向教育行政部门书面报告。题干中小时仍处于义务教育阶

段，因此学校应该尊重小时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帮助小时找工作，应该多关心

小时的学习和生活。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12.【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五十九条规定，国家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和扶持学校在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的前

提下开展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兴办校办产业。题干中，林老师提议，学校为了

筹集教学经费，让全校师生周一至周五的下午不上课，去工厂进行实践劳动。影

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是不合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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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对教师的要求包括：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

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其中，教书育人是指遵循教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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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老师从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对学生因材施教，体现了教书育人的

职业道德规范。C项正确。

A项：爱岗敬业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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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项：关爱学生是指关心爱护全体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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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为人师表是指教师坚守高尚情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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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正确答案为 C。

14.【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职业行为。教师的仪表行为主要表现在，（1）教师的

仪表行为要以学生的欣赏水平为前提。作为一名教师，要慎重地把自己的仪表行

为调整到符合学生的欣赏水平上，对他们施以良好的影响。（2）教师的仪表行为

要与自己的性格特点相得益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特点，有不同的言谈举止

风格，也就具有不同的气质风度。（3）教师的仪表行为要符合自己的年龄特点。

教师的职业特点规定了教师在学生面前，既要有纯真无邪的赤诚的童心，又要有

沉稳持重的师长的成熟，更要有博大精深的知识及崇高向上的精神境界。（4）教

师的仪表行为要与课堂教学的情调相适应。教师仪表行为的总体要求是要持重、

安谧、沉稳、协调，不分散学生的注意力。题干中，李某总是穿着邋遢，不注意

自己的形象，与学生交流时也不注意自己的言行，没有做到为人师表，应反思自



己的行为。B项正确。

A项：教师的仪表行为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要时刻注意，以身作则。与题干不

符，排除。

C项：师生关系是教育活动过程中人与人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建

立良好的师生应了解和研究学生、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发扬

教育民主、热爱、尊重学生，平等对待学生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教师要做到为人师表，学生具有向师性，教师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5.【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 年修订）》。《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 年修订）》要求教师要做到依法执教、爱岗敬业、热爱学

生、严谨治学、团队协作、尊重家长、廉洁从教、为人师表。其中，“廉洁从教”

要求教师“坚守高尚情操，发扬奉献精神，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不利用

职责之便谋取私利”。题干中，杜老师利用毛毛“省状元”的头衔和班主任职务

之便，与培训班合作谋取私利，违反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的廉洁从教。C项正

确。

A项：“爱岗敬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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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项：“关爱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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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题干不

符，排除。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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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正确答案为 C。

16.【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对教师职业道德提出的要求是：爱国守法、爱

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其中，爱岗敬业要求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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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

中，赵老师在工作中认真努力，不断提升自我，说明赵老师勤恳敬业，是爱岗敬

业职业道德的重要表现。C项正确。

A项：诲人不倦是指乐于教诲人而不知疲倦，属于教书育人中的内容。在题

干中并未体现。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关爱学生要求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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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题干不符，

排除。

D项：为人师表要求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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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正确答案为 C。

17.【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的神话传说。这里涉及的神话传说是盘古开天辟地、

女娲炼石补天、精卫衔石填海。盘古开天辟地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认为盘古氏

开辟天地后才有世界，后来用“开天辟地”指有史以来。创世女神女娲是华夏民

族人文先始，福佑社稷之正神。相传女娲抟土造人，并化生万物，使天地不再沉

寂。精卫填海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之一。相传精卫本是炎帝神农氏的小女儿，名

唤女娃，一日女娃到东海游玩，溺于水中。死后其不平的精灵化作花脑袋、白嘴

壳、红色爪子的一种神鸟，每天从山上衔来石头和草木，投入东海，然后发出“精

卫、精卫”的悲鸣，好像在呼唤着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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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艺术常识。中国十大古典名曲，指《高山流水》《梅花三

弄》《春江花月夜》《汉宫秋月》《阳春白雪》《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广陵散》

《平沙落雁》《十面埋伏》。D项，《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传奇。D

项当选。

A、B、C三项：均为干扰项，与题干不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19.【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历史常识。1815 年，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拿破仑率领法

军与英国、普鲁士联军展开激战，法军惨败，这场战争被称为“滑铁卢之战”。

因此，“滑铁卢”后被用来比喻惨痛的失败。A项正确。

B项：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

八国联军侵华，清朝战败。1901 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标志着洋务运

动破产的应为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

弱胜强的战役之一。东汉献帝建安五年，曹操军与袁绍军相持于官渡，在此展开

战略决战。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继而击溃袁军主力。此战奠定了曹操统

一中国北方的基础。赤壁之战是指孙权、刘备联军于建安十三年在长江赤壁一带

大破八十万曹军，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与题干

不符，排除。

D 项：法国大革命是 1789 年在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1789 年 7 月 14

日，革命群众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制宪会议颁布《人权宣言》。

1799 年，拿破仑成为法国第一执政。1880 年，7月 14 日被正式确立为法国的国

庆日，法国人每年都要隆重纪念这个象征自由和革命的日子。因此，应是法国大

革命爆发当天被正式确立为法国的国庆日。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20.【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艺术常识。《兰亭序》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撰写。其书法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为历代书法名家公认的“天下第一行书”。B

项正确。

A项：隶书，有秦隶、汉隶等，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多呈宽扁，

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汉隶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对

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华山庙碑》《史晨碑》

等都是比较有名的作品。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草书的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形成于汉代，是为了书写简便而

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草书分为章草和今草，章草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代

表作如三国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

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狂草出现于唐代，代表作有唐代张旭《肚痛》

等帖和怀素《自叙帖》，都是现存的珍品。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由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

竖直。《辞海》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这种汉字字体端正，

就是现在通行的汉字手写正体字。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

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与题干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21.【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历史常识。卧薪尝胆讲的是吴王夫差大败越国，越王勾践

卧薪尝胆，最终大败吴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B项正确。

A项：夫差，姬姓，吴氏，春秋时期吴国末代国君。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项羽，楚国名将项燕之孙，于巨鹿之战击破章邯、王离领导的秦军主

力。秦亡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公元前 202 年，项羽兵败垓下，突围至乌江边自

刎而死。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刘邦，汉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战略家和指

挥家。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22.【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科技常识。月球绕地球的公转运动，使太阳、地球、月球



三者的相对位置在一个月中有规律地变动。月球本身不发光，且不透明，月球可

见发亮部分是反射太阳光的部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上看到月球被太阳照亮部分

的不同形象，就是月亮的圆缺。C项正确。

A项：地球自转是地球绕自转轴自西向东转动，从北极点上空看呈逆时针旋

转，从南极点上空看呈顺时针旋转。地球自转导致昼夜交替、地方时和区时、沿

地表水平运动物体的偏移等地理现象的出现。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地球公转是地球按一定轨道围绕太阳转动的周期性运动。地球公转导

致昼夜长短变化、正午太阳高度角、五带、四季等地理现象的出现。与题干不符，

排除。

D项：月球公转时在离心力的作用下重心外偏，但在地球的引力作用下重心

又向内偏。月球就在这两种力的作用下完成绕自己的轴心自转的。与题干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23.【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文学常识。《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一篇短篇作品，收录在

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中，它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A项正确。

B项：《阿 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阿 Q正传》以辛亥革命

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

的农民的典型。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朝花夕拾》是鲁迅唯一一部回忆性散文集。“朝”表示早年时候，“夕”

表示晚年时期。书名的意思是早晨盛开的鲜花，傍晚的时候摘掉或捡起，这里指

鲁迅先生在晩年回忆童年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的人和事。与题干不符，排

除。

D项：《药》是鲁迅先生写于 1919 年 4 月 25 日的短篇小说，作品通过描写

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

压革命，愚弄人民的罪行，颂扬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惋惜地指出

了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24.【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科技常识。海啸就是由海底地震、火山爆发、海底滑坡或

气象变化产生的破坏性海浪，多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日本、菲律宾等地，我国

比较少见。D项表述错误。D项当选。

A项：台风是我国东南沿海常见灾害，多发于 7—9月。它本质上是产生于

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强烈热带气旋。发生在亚洲西太平洋及南中国海海域的热带气

旋叫台风，发生在北美、欧洲大西洋或北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则称飓风。

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寒潮是指来自高纬度地区的寒冷空气，在特定天气形势下迅速加强南

下，造成沿途大范围的剧烈降温、大风和风雪天气。我国北临西伯利亚高原，冬

天易受寒潮侵扰。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我国沿海、内陆季风并存，夏季风强弱和进退的迟早、降水季节和年

际变化导致我国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夏季风强时，带来的水汽多，降水多，易出

现洪涝灾害；夏季风弱时，带来的水汽少，降水少，易出现旱灾。当雨带移动快

时，出现北涝南旱；当雨带移动慢时，出现北旱南涝。与题干不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25.【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生活常识。在火车站或地铁站的站台边，要站在安全线以

外，才能保证安全，应用的是气体的流速与压强的关系原理。C项正确。

A项：发生雷电时，不能在高大的建筑物下或树下躲避，容易遭到雷击。与

题干不符，排除。

B项：坐在行驶的汽车前排的人要系上安全带，是为了避免刹车时由于人的

惯性而持续向前运动从而被甩出车外或遇到强烈撞击带来的伤害，惯性不能减小。

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发生电火灾要先切断电源，再打开消防栓用水灭火。如果先用水灭火，

会发生触电事故。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26.【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Word 的应用。Word 中“剪切”的快捷键是“Ctrl+X”。

因此，当小刚的键盘“X”键失灵时，将不能再使用“剪切”的快捷键。D项正



确。

A项：“查找”的快捷键为“Ctrl+F”。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复制”的快捷键为“Ctrl+C”。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粘贴”的快捷键为“Ctrl+V”。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27.【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 PowerPoint 的应用。PowerPoint 演示文稿制作软件可将图

片、声音、影视、动画等汇集在一起，生成生动、形象的多媒体演示文稿。在

PowerPoint 的大纲中编辑幻灯片，可不用手动切换幻灯片，直接进行内容编辑，

比较方便，而且普通编辑模式下的幻灯片编辑，在大纲模式下均可实现。D项，

同一文本框中，不同段落无论在哪种模式下都不能设置出现顺序，若想设置出现

顺序，需要在自定义动画中实现。D项当选。

A项：在 PowerPoint 的大纲模式下，可以直接用鼠标拖曳调整幻灯片的顺序

和位置。与题干不符，排除。

B、C两项：在 PowerPoint 的大纲模式下，可以进行修改幻灯片中的内容、

新建幻灯片、删除幻灯片等操作。与题干不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28.【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真假话逻辑推理。题干中四位老师的话只有一个人的话与

结果相符，因此为“三假一真”。由四位老师的话可知，周老师选择冯老师参加

比赛，冯老师说不要选自己，两者的话相矛盾，因此，周老师和冯老师的话中有

一个为真，一个为假。这说明王老师和何老师所说的话一定均为假。王老师说选

周老师或者何老师他都同意，其否命题是把“或”变为“且”，也就是既不选周

老师，也不选何老师。何老师说让王老师去，其否命题是不让王老师去，也就是

不选王老师。因此应选冯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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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朴素逻辑。朴素逻辑是自发的、不系统的逻辑过程。所谓



自发，就在于很多时候，我们在使用着朴素逻辑，但是却没有意识到。所谓不系

统，即朴素逻辑的具体过程可以单独存在。朴素逻辑题目的解答根据题干给出的

要求作答即可，做题时可以根据要求使用排除法。选择中符合要求（1）丁要紧

挨着甲；（2）戊、乙相邻；（3）丁在丙的右边；（4）戊、丙不能相邻的摆放顺序

可以为丙、甲、丁、戊、乙。C项正确。

A项：根据要求丁要紧挨着甲，“甲、乙、丙、戊、丁”的顺序不符合要求。

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根据要求戊、丙不能相邻，“乙、戊、丙、丁、甲”的顺序不符合要

求。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根据要求丁在丙的右边，“丁、丙、甲、戊、乙”的顺序不符合要求。

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二、材料分析题

30.【参考答案】

材料中老师的行为是不恰当的，不符合教师观的相关要求。

首先，教师观强调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材料中的教师平时老点“我”

发言，但考试时却常常教训“我”，叫“我”不要自作聪明，还说选做题目要选

择自己擅长的、简单的、有把握的。这些都没有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没有更好

地引导学生。

其次，教师观强调教师对待学生要做到帮助和引导。材料中教师对待学生的

问题，并没有耐心引导，反而一直批评学生，拿分数衡量学生的好坏，让学生一

度陷入困惑，并没有帮助和引导学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再次，教师观强调教师在对待师生关系上要做到尊重和赞赏。材料中教师对

待学生一直是批评教育，没有用鼓励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没有很好地利用学生

身上的闪光点，造成了学生的困惑，没有做到尊重和赞赏。

最后，教师观强调教师在对待自我上要做到反思。材料中的教师从来没有发

现自己的问题，也没有反思自身过失，及时调整教学方法。这种行为是不值得提

倡的。

综上所述，该教师的行为违背了新课改背景下的教师观，值得深思。



31.【参考答案】

材料中卢老师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他认真践行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卢老师践行了“关爱学生”的职业道德规范。关爱学生是指关心爱护

全体学生，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材料中，卢老师了解到学生小莉的实际情况，亲

切地关心小莉，帮助她疏导压力，指导她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并能够积极地走

近学生，真正践行了师德的灵魂——关爱学生。

其次，卢老师践行了“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规范。爱岗敬业是指勤恳敬业，

对工作高度负责。材料中，卢老师能够做到对工作高度负责，课上认真授课，课

下仔细批改作业，并利用休息时间为学生答疑解惑，做到了认真辅导学生，在教

学中尽职尽责，充分展现了其敬业精神。

最后，卢老师践行了“终身学习”的职业道德规范。终身学习是指不断拓宽

知识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材料中，卢老师像学生一般在知识的海洋里孜孜不倦

地学习，并努力学习制作有趣的教学课件，应用于教学，做到了与时俱进，自觉

更新教育观念，体现了其终身学习的精神。

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每位老师只有认真践行教师的职业道德，始终以

学生为主体，真正做到关爱学生，才能促进学生积极健康地发展。

32.【参考答案】

（1）①标准、准则；②谱系；③有待实践的“本”。

（2）①舞台艺术要尊重历史传统，遵循规则，继承家法，依据曲谱、身段、

脸谱来表演；②舞台艺术还要积累经验，把握火候，挥洒灵气，创造出活生生的

人物形象。

三、写作题

33.【参考范文】

点燃“趣”的火花

什么是学生取得优秀学业成绩的必要因素？不同的教师面对这个问题时，答

案必然不尽相同，诸如勤奋、坚持、刻苦、毅力、专注……然而，这诸多因素其

实都有着同一个根源，那就是“兴趣”。所谓兴趣，是积极探究某种事物或进行



某种活动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和一定的情感联系着的，也是形成学习动机的重要

因素。教师应该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征，精心设计教学活动，点燃“趣”

的火花，使他们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点燃“趣”的火花，为学生提供生动新颖的学习材料。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

教师对教学内容大多是通过粉笔、黑板来进行描述的，很容易使课堂陷入沉闷中。

教师应该跟上信息化的脚步，利用好多媒体技术，通过文字、声音、动画、图片、

图像等形式，把教学内容生动形象地展示在学生面前，给学生以新颖感和惊奇感，

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器官，使学生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都保

持高度的兴奋，使教学内容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使课堂教学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点燃“趣”的火花，把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相联系。在教学设计中，教师要

善于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生活背景出发，联系生活，把生活问题教学化、

教学问题生活化。在课堂中创设生活情境，使学生从周围熟悉的事物中学习和理

解，体会到课堂知识其实就在身边，感受到知识的魅力。学生在实践体验、实际

生活中感受到学习乐趣的同时，更达到了学以致用的目的。

点燃“趣”的火花，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究意识。“发明千千万，起点

在一问。”因为有了牛顿对于苹果为什么会掉在自己头上产生的疑问，所以得出

了“万有引力定律”；因为有了伽利略对于亚里士多德两个铁球为什么不能同时

落地的质问，所以揭开了“自由落体”的奥秘；因为有了李四光对于中国“贫油

论”的反问，所以发现了大庆、胜利等油田，解决了我国石油资源匮乏的难题。

教师只有在课堂中建立起平等的师生关系，创设和谐民主的氛围，保护学生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才能激活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

有了兴趣，学生就能够在学习中产生满足感，获得快乐的情感体验，觉得知

识是他的良师益友；失去兴趣，学生只会形式地、勉强地去学习，认为获得知识

的过程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教育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发、唤醒和鼓舞”，

只有点燃课堂中“趣”的火花，才能唤醒学生沉睡的潜质，不断鼓舞他们前进，

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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