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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综合素质》（幼儿园）

模拟卷（二）

注意事项：

1. 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满分为 150 分。

2. 请按规定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在试卷上作答无效，不予评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9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8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

应题目的答案字母按要求涂黑。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 阳光幼儿园的教育理念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陈老师要求每一位小朋友都

要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而不必考虑个性差异。陈老师的教学观念（ ）。

A. 正确，教师应该贯彻全面发展的学生观

B. 正确，不能因为个性不同而忽视小朋友的全面发展

C. 错误，小朋友全面发展要以承认个性差异为基础

D. 错误，个性发展比全面发展更重要

2. 张老师上课时，从头到尾都在讲授知识，小朋友们只能单纯、机械地听课，从来没

有机会讨论和探究。张老师的做法（ ）。

A. 正确，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小朋友掌握更多的知识

B. 错误，违背了“教师是幼儿学习活动中的支持者、引导者”的教师观

C. 正确，单纯、机械地听课是最适合小朋友的学习方法

D. 错误，这样的方式让老师上课过于辛苦

3. 幼儿心理学家观察发现：当老师无意间做一个动作时，百分之九十的幼儿都会跟着

模仿。这说明教师劳动具有（ ）。

A. 连续性 B. 长期性

C. 复杂性 D. 示范性

4. 某幼儿园一直都注重教育质量的提升，因此，向幼儿详细讲解“九九乘法表”，并

检查幼儿的认读、背诵情况。部分家长对此很满意。该幼儿园的做法（ ）。

A. 不正确，忽视了幼儿教育的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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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正确，忽视了幼儿教育的公平化

C. 正确，提升了幼儿的计算能力

D. 正确，打牢了幼儿的数学基础

5. 朱老师教幼儿跳舞，小玲有个动作总是做错，朱老师很生气地说：“没见过你这么

笨的孩子，除了吃你还能干什么？”还让小玲在墙边罚站。该老师的做法 （ ）。

A. 合法，教师有批评教育幼儿的权利

B. 不合法，侵犯了幼儿的名誉权

C. 不合法，侵犯了幼儿的人格尊严权

D. 合法，有利于提高幼儿的课堂秩序

6. 下列选项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相关规定的是（ ）。

A. 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必须以国家通用的语言教学

B. 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C. 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

D. 国家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7. 兮兮一家是村里的贫困户，今年兮兮刚好到入小学的年纪，其父母认为读书不如帮

家里干农活，便未送兮兮去村里的小学读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

定，兮兮父母的做法（ ）。

A. 合法，脱贫后再送兮兮去接受义务教育

B. 不合法，村委会应给予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

C. 合法，家庭贫困应当在家做力所能及的事补贴家用

D. 不合法，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应给予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

8. 刘老师班的期末总成绩全年级排名第四，未达到学校要求的前三名，作为惩罚，学

校扣除刘老师暑假期间的工资。学校的做法（ ）。

A. 错误，学校的做法侵犯了刘老师的报酬待遇权

B. 正确，刘老师未完成任务，应当扣除工资

C. 错误，暑假期间刘老师本身无工资，无法扣除

D. 正确，扣除工资的方式有利于激励刘老师提高教学成绩

9. 下图是某视频网站青少年守护模式的提示界面，该网站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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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确，有助于阻止青少年沉迷网络

B. 正确，有助于帮助家长监视青少年

C. 错误，侵犯了青少年的人身自由权

D. 错误，侵犯了青少年的隐私权

10. 依据《幼儿园工作规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幼儿园可分为全日制、半日制，不存在寄宿制

B. 幼儿园应当每周向家长公示幼儿食谱

C. 幼儿园应当将体育作为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形式

D. 幼儿园应当每年体检一次，每年量体重一次

11. 某幼儿在餐后水果时间吃了芒果导致浑身过敏，而幼儿园事先并不知其过敏体质。

事后，该幼儿家长带人去幼儿园殴打园长及老师，学校应报告（ ）予以处理。

A. 人民政府 B. 公安局

C. 教育局 D. 人事局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上不包括（ ）。

A. 谷穗 B. 齿轮

C. 天安门 D. 镰刀

13. 小星星幼儿园为了扩大办学规模，招聘了一批新教师。校长在会议上希望老教师以

身作则，利用空余时间带一带新教师。但王老师不想带新教师，于是以最近教学任务重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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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拒绝了这一要求。王老师的做法（ ）。

A. 正确，新教师理解能力差，不好带

B. 正确，王老师应该把时间用在有利的地方

C. 不正确，违背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的为人师表

D. 不正确，违背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的团结协作

14. 吴老师深受幼儿园小朋友的喜爱，因为她总是能变着花样教大家唱歌、跳舞、做游

戏。大家都说吴老师不仅课上得好，还对学生非常有耐心，对工作十分负责。这说明吴老师

的做法（ ）。

A. 体现了教师对工作的高度负责

B. 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

C. 表明教师应当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

D. 符合为人师表的师德规范

15. 下图中幼儿老师“发喜帖”的做法违背了（ ）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A. 关爱学生 B. 教书育人

C. 为人师表 D. 爱岗敬业

16. 汉代扬雄曾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唐代韩愈也提出过：“道之所存，师之所

存也。”这些都说明，教师职业的（ ）是中华民族教育的一个优良传统。

A. 爱岗敬业 B. 为人师表

C. 关爱学生 D. 教书育人

17.“苍山洱海、风花雪月滋养着他们的心灵，孕育出一种雅致精美的民族文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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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丽的歌声，有三道茶的茶香，还有璀璨的建筑、雕刻、绘画艺术成就。”上面这段话描

述的是我国哪一民族？（ ）

A. 傣族 B. 壮族

C. 白族 D. 维吾尔族

18. 英国作家乔纳森 ·斯威夫特创作的一部长篇游记体讽刺小说，通过主人公在“小

人国”“大人国”“飞岛国”“慧骃国”的游历，反映了当时现实中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

部作品是（ ）。

A.《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B.《绿野仙踪》

C.《格列佛游记》 D.《夏洛的网》

19.“1937 年哪，鬼子嘛进了中原哪……鬼子嘛放大炮哇，八路军就拉大栓。” 歌曲

《八路军拉大栓》真切体现了 1937 年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景象。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的

标志是（ ）。

A. 遵义会议 B. 南昌起义

C. 七七事变 D. 百团大战

20. 朱老师在生命安全教育课上，教给学生两种常用的人工呼吸方法。世界上首次记载

人工呼吸治疗方法的医学著作是（ ）。

A.《神农本草经》 B.《黄帝内经》

C.《千金方》 D.《伤寒杂病论》

21.《天仙配》讲述了七仙女不顾天规，私自下凡与董永结为伉俪，憧憬美好生活，最

终却被玉帝生生拆散的爱情故事。它是首部以电影方式出现的（ ）。

A. 京剧 B. 黄梅戏

C. 越剧 D. 豫剧

22. 舒曼把（ ）的音乐誉为“藏在花丛中的大炮”。

A. 贝多芬 B. 巴赫

C. 肖邦 D. 莫扎特

23. 在太阳系中，质量和体积最大的天体是（ ），质量和体积最小的天体是（ ）。

A. 木星、水星 B. 木星、土星

C. 火星、土星 D. 水星、金星

24. 文渊阁建于乾隆四十一年，坐落于北京市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其阁制仿自浙江

宁波范氏天一阁，外观为上下两层。这座建筑在当时的主要功用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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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议政 B. 讲学

C. 藏书 D. 祭祀

25. 酒中含有酒精，饮酒过多或经常饮酒，会造成酒精中毒，使身体受损。饮酒对人体

的（ ）器官最为有害。

A. 肝脏 B. 肾脏

C. 心脏 D. 肺

26. Word 2003 提供了五种视图方式，该视图切换按钮 表示的是（ ）。

A. 普通视图 B. 页面视图

C. 大纲视图 D. 阅读版式视图

27. 在 PowerPoint 中，播放演示文稿（ ）。

A. 只能从第一页开始 B. 可以从任意一页开始

C. 只能从单数页码开始 D. 只能从双数页码开始

28. 某校举行论文分享会，邀请了 A、B、C、D、E 五名学术专家。为表示对专家的尊

敬，学校特意设置主席台，共有五个座位，各位专家从左到右依次就座。根据前期了解：

（1）专家 A 不想和专家 C 相邻，想和专家 D 相邻。

（2）专家 B 和专家 D 是好朋友，想要挨着坐。

（3）专家 C 喜欢坐在左边。

（4）专家 D 不想和专家 C 相邻，也不想坐在双数座位上。

（5）专家 E 不想和专家 C 相邻，并且想和专家 A 相邻。

由此可知，下列（ ）的排座方式可以满足五位专家的要求。

A. A—B—C—D—E

B. B—D—C—A—E

C. C—B—D—A—E

D. D—A—C—E—B

29. 找规律填数字是一种很有趣的游戏，特别锻炼观察和思考能力。下列选项中，填入

数列“1，3，5，11，21，43，（ ），171”空缺处正确的是（ ）。

A. 85 B. 86

C. 67 D. 68

二、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14 分，共 42 分）阅读材料，并回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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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30. 材料：

在搭建区，两个小朋友把积木搭成一个宽长条，正无聊地玩着。过了一会儿， 他们把

积木放在另一块积木上，搭成了一条斜坡路，并拿着一辆无轮车在玩滑行（他们附近只有这

辆车）。见他们已有滑行的意识，正在探索，李老师静静地走过去，拿了一个圆形的积木放

在上面，积木滚下来了，他们一见，开口笑了，也找来类似的圆形物放在上面玩了起来。李

老师站在旁边静静地待着，并没做什么解释。他们玩得非常开心，吸引了旁边的幼儿参与，

他们有的拿车子，有的拿轮子，有的拿圆柱形积木，有的拿花片，有的拿方积木……这时拿

方积木的龙龙叫了起来：“老师，它是滑下来的！”“对，请你们仔细观察谁是滚下来的，

谁是滑下来的。”李老师又请小朋友搭了一条积木车道，让幼儿站在桌子两边，李老师手里

拿着一个圆积木和一个方积木，同时放在两条积木车道上，幼儿都说：“圆的是滚下来，方

的是滑下来。”“观察真仔细，请你们再去试试别的吧 !”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李老师找来关于物体滑行的科普视频和孩子们一起观看，同孩子们

一道观察、实验，并一起围绕“什么物体可以滑行”“怎么让滑行距离变长”等问题查阅资

料、分享资料……以“滑行”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陆续在班里开展起来。

问题：

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观角度，评析材料中李老师的行为。

31. 材料：

高阳是我班一个很调皮的男孩，平时他的表现很“突出”：如果被老师批评，他会一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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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的样子，好像批评的不是他，过一会儿老毛病就又犯了；在集体活动时，孩子们都按

老师的要求在动手操作，高阳却像疯了似的满教室到处跑，还破坏其他孩子的操作成果，使

得那些孩子手足无措。我并没有像其他老师一样直接批评高阳，而是每次都耐心地给他讲道

理，但效果似乎不好。经过了解，我知道了高阳的父母由于工作比较忙，很少照顾他，更别

说和他交流了，这使得孩子的内心比较孤独。 于是我主动找高阳的父母交流，并给予了一

些教育建议。

之后，我发现高阳在活动时不是很积极。但有一次，他上课听得比较认真，还举手回答

了问题，我及时表扬了他，并给他贴上了小红花，他开心极了。这以后，他每次上课都非常

认真。一段时间后，高阳的行为明显有所好转。

问题：

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职业道德角度，评析材料中“我”的行为。

32. 材料：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渊源和特点。认清中国文化的渊源与特点，才

能认清中西文化的差别，从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应有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走自

己的文化道路。

中国汉字的最早起源与祭祀、巫术、占卜有关，代表了人与天、地、神灵的沟通。一画

开天，二分阴阳，三为天、地、人，汉字体现的这种神圣性，实际是“天人感应”和“天人

合一”的思想。中国的汉字文化一脉相承。汉字从甲骨文、金文，演变到楷书、宋体，前后

相继又特色鲜明；从李斯的小篆到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毕昇的活字印刷到清代的《康熙

字典》，中国文字、文化的演变有非常清晰的传承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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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字成千上万，它的发生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汉字虽以象形造字开始，但绝大

多数是形声字，既表音又表义；汉字结构有左右、上下、内外之分，但都有一个中心，都是

一个四四方方的方块字。同时，作为书写性文化，汉字最能体现中国人的艺术个性与审美情

趣。真、草、隶、篆、行，五体变化，气韵生动。书法家的一笔一画，结构章法，都有情感

和个性因素在里边。中国汉字还具有地域性特点。

一方面各地方言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另一方面它又基于共同的文字表述获得了多样的

统一性，这种方言和汉字加强了人们的交往，促进了人们的感情。

然而，近一百年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人迷失了自己的文化方向，丧失了应有

的文化自信和理性认知。他们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应该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就有人主张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倡导文字改革，

即推行简化字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人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事实证明，这两项改革的效果

并不理想。

中国汉字是否非要走西方拼音化的道路？笔者认为，汉字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它是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个性。与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汉

字主要是一种“以形表意”的文字，集形、音、义三位一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明、最形

象、最丰富的一种文字体系。况且，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历来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这种吸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翻译融入中国文化，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如我

们的许多日常用语，如世界、平等、 相对、清规戒律等都来自佛教用语。正是基于上述道

理，汉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是谁优谁劣、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各自在保持文化个性和文

化特点的同时，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发展的问题。正如《论语 · 子路》中讲的“君子和

而不同”。

（节选自汪振军《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

问题：

（1）如何理解画线句“君子和而不同”？请简要概括。（4 分）

（2）请简要分析中国汉字的渊源与特点。（10 分）

三、写作题（本大题 1 小题，50 分）

33. 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学海无涯 仕途有道

玉溪师院西门创业园对面学仕教育

一位商人发现并买下一块晶莹剔透、大如蛋黄的钻石。他请专家检验，专家大加赞赏，

但为钻石中有道裂纹表示惋惜，并说：“如果沿裂纹切割成两块，能使钻石增值；只是一旦

失败，损失就大了。”怎样切割这块钻石呢？商人咨询了很多切割师，他们都不愿动手，说

是风险太大。

后来，一位技艺高超的老切割师答应试试。他设计了周密的切割方案，然后指导年轻的

徒弟动手操作。当着商人的面，徒弟一下子就把钻石切成两块。商人捧起两块钻石，十分感

慨。老切割师说：“要有经验、技术，更要有勇气。不去想价值的事，手就不会发抖。”

综合上述材料所引发的思考和感悟，写一篇论说文。

要求：

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角度自选，立意自定，标题自拟；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