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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师院西门创业园对面学仕教育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综合素质》（中学）

模拟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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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要在课堂上积极引导学生自由讨论、自主探究，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主体性，

不可以一味讲授知识，让学生单纯、机械地听课。因此，教师应当（ ）。

A. 从“以教育者为中心”转向“以学习者为中心”

B. 从“重结论轻过程”转向“重结论的同时更重过程”

C. 从“关注学科”转向“关注人”

D. 从“教会学生知识”转向“教会学生学习”

2. 班主任张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只要学生犯了一点错，他就会把学生叫到办

公室狠狠地训一顿，让学生反思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不会再犯。张老师的做法（ ）。

A. 忽视学生发展的规律性

B. 忽视学生发展的巨大潜能

C. 忽视学生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人

D. 忽视学生有自身的独特性

3. 某校近日开展“教学公开日”活动，邀请兄弟学校的教师一起听课并进行问题研讨，

最后共同得出最优教学方案。这说明该校注重（ ）。

A. 详细描述 B. 反思日记

C. 行动研究 D. 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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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入初三后，数学老师对初三（6）的班主任王老师说：“你们班学生的数学基础相

对于其他班较差，我建议把音、体、美全部换成数学课。”班主任王老师拒绝了。班主任王

老师的做法（ ）。

A. 不合理，不利于教师之间的团结协作

B. 合理，考虑到学生的全面发展

C. 不合理，不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

D. 合理，增强了班主任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性

5. 张某在高考时，被监考人员发现其携带作弊器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的规定，监考人员（ ）。

A. 可让其继续参加考试 B. 可没收其携带的作弊器材

C. 可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 D. 可取消其考试资格

6. 某学校为了提高中考成绩，将学生分为小班和普通班，其中，小班是全校前 50 名

的学生。学校的做法（ ）。

A. 正确，可以提升学校的升学率

B. 正确，有利于促进因材施教

C. 错误，不利于提高学生的成绩

D. 错误，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7. 学生小倩经常扰乱课堂秩序，教师马某为维持良好的课堂秩序，对小倩进行体罚。

学校按照制度规定给予马某行政处分，马某对学校的处分不服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 ），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 ）日内，作出处理。

A. 提出申诉 15 B. 申请复议 30

C. 提出申诉 30 D. 申请复议 15

8. 某中学初一年级的帅帅经常无故旷课，勾结校外人员殴打同学，并收取低年级学生

“保护费”。学校老师和家长均无力管教帅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相关规定，学校应当（ ）。

A. 予以开除处理 B. 及时与其监护人联系

C. 设立特殊班级管理 D. 将其送至专门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9. 初中生小杨想要临时寄宿在同学小张家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小张家应该征得小杨父母的同意或者在（ ）小时内通知小杨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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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 B. 12

C. 24 D. 36

10. 读初一的小张课间操玩耍时，不小心把小刘推倒在地，导致其面部受伤。依据《学

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对小刘所受伤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的是（ ）。

A. 小张 B. 小张的监护人

C. 小张的班主任 D. 小张的体育老师

11. 一位不懂汉语的蒙古族牧民因为和邻居的草场之争而被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有关规定，当地法院应该用（ ）文字向其下达判决书。

A. 蒙古语 B. 汉语

C. 哈萨克语 D. 维吾尔语

12. 为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增强教师的责任心，某中学规定：在同年级间组织教学评

比活动，并进行排名，排名在末尾的三位老师，当月扣除 500 元的基本工资。该中学的做

法（ ）。

A. 合法，有利于约束不认真工作的教师

B. 不合法，不利于教师之间的团结协作

C. 合法，有利于教师对学生更负责

D. 不合法，侵犯了教师的获得报酬权

13. 吴老师上课时，看到一个女生在偷偷地画画，于是他停止讲课，严厉地说道：“有

些同学，成绩都已经差成那个死样子了，还不好好学习，上课净干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

吴老师的做法（ ）。

A. 正确，有利于让学生的注意力回到课堂

B. 正确，践行了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规范

C. 不正确，违背了关爱学生的职业道德规范

D. 不正确，违背了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规范

14. 下图中，教师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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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合理，职称、晋升非常重要

B. 合理，涨工资需要职称、晋升

C. 不合理，没有做到教书育人

D. 不合理，没有做到为人师表

15. 小小平时看上去是一个冷漠、疏离的孩子，班主任王老师通过家访了解到小小是留

守儿童，性格和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因此王老师平时注意对小小的关心和赞赏，希望通过

自己的实际行动融化小小心底的坚冰。王老师的做法（ ）。

A. 正确，体现了爱岗敬业

B. 正确，做到了关心爱护学生

C. 不正确，对其他学生不公平

D. 不正确，过度干涉学生的私生活

16. 小新的老家是大蒜之乡。端午节假期后，小新带着购买的五十斤大蒜送给班主任李

老师，感谢李老师这段时间的照顾和帮助。李老师说：“帮助自己班的学生是作为班主任应

该做的事情。小新，你的情意老师感受到了，东西老师就不收了。”李老师的做法（ ）。

A. 正确，大蒜的价值低，无法与老师的付出相比

B. 正确，老师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C. 错误，辜负了小新的一片真心

D. 错误，大蒜是土特产，可以收

17. 下列音乐中，属于劳动号子的是（ ）。

A. 《探清水河》 B. 《沂蒙山小调》

C. 《走西口》 D. 《黄河船夫曲》

18. 在《向往的生活》第四季中，嘉宾们在西双版纳参加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泼水节。 泼

水节是（ ）的节日。



学海无涯 仕途有道

玉溪师院西门创业园对面学仕教育

A. 藏族 B. 苗族

C. 白族 D. 傣族

19. 下列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地位表述正确的是（ ）。

A.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B. 《汉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C. 《战国策》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

D.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纪传体史书

20. 以下教堂中，能够代表中世纪罗马式建筑的是（ ）。

A. 米兰大教堂 B. 科隆大教堂

C. 比萨大教堂 D. 巴黎圣母院大教堂

21. 长城对于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长城中被称为“天下

第一关”的是（ ）。

A. 山海关 B. 嘉峪关

C. 居庸关 D. 阳关

22. 化学元素周期表是根据原子序数从小至大排序的化学元素列表。表中每个横行叫作

一个周期，每个纵行叫作一个族。元素周期表共有（ ）个周期，（ ）个族。

A. 9 14 B. 8 15

C. 6 15 D. 7 16

23.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是每年的（ ）。

A. 8 月 15 日 B. 8 月 23 日

C. 9 月 3 日 D. 9 月 6 日

24.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拉丁美洲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流派，在它的作品中，被誉为“再

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制”的是（ ）。

A. 《玉米人》 B. 《危地马拉传说》

C. 《百年孤独》 D. 《幽灵之家》

25. “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公车上书”的发起人是（ ）。

A. 谭嗣同 刘光第 B. 康有为 梁启超

C. 梁启超 谭嗣同 D. 康有为 康广仁

26. 在 PowerPoint 中，可以通过（ ）的方式插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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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插入—图示—自选图示” B. “插入—图片—来自文件”

C. “插入—影片和声音” D. “插入—图标”

27. 在 Excel 中，如果想要输入分数，则需要在数据前加（ ），且默认的对齐方

式是（ ）。

A. “=” 左对齐 B. “’” 左对齐

C. “=” 右对齐 D. “0 和空格” 右对齐

28. 下列选项中，对概念做出的限制，正确的是（ ）。

A. 把“松鼠”限制为“动物”

B. 把“柳树”限制为“树”

C. 把“语文书”限制为“书”

D. 把“角”限制为“锐角”

29. 下列选项中，最适合填在问号处，从而能够使图形序列呈现一定规律性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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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回答问题。

30. 材料：

我新接手了一个班级，有 58 名学生，他们总体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平时学生都特别

贪玩，不努力学习。但是我看得出，他们每个人的本质并不坏，就是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应该

努力学习。我每次走进教室，都会拿出几分钟的时间来和他们聊一些要好好学习、怎样提高

成绩的话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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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师，我与学生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用平和的心和他们交谈，有意识地改变与孩子

们沟通的方法和方式，如：了解学生，根据不同的学生特点施以合适的教育方法，用爱心感

化他们，平等对待他们；当学生向我哭诉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倾听，这样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不断进步，这样会使他们对老师产生亲切感，愿意与老师沟

通。对于那些爱调皮捣蛋的学生，要多观察他们，多发现他们身上的一些闪光点，要多鼓励、

表扬他们，让他们对自己树立自信心。令我开心的是，我的这种处理方式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原来那些调皮的孩子没有那么调皮啦，开始慢慢地变得听话了。现在上课的时候，听

课的学生也变多了。这些孩子们的进步都让我感到很欣慰。

问题：

请结合材料，从学生观的角度，评析“我”的教育行为。（14 分）

31. 材料：

有一次，在上课时，班上有几名男生利用空余时间玩小汽车。这几名男生平时守纪观念

差，自我意识强，当课程结束时，我并没有指名道姓，而是指出这类错误的危害，并由此及

彼地把平时上课的其他不良现象联系起来，如在老师讲课时自行操作，随便说话，等等，引

起大家的反思。

然后话锋一转，我认真地说，学生犯错误，老师责无旁贷。这样师生间的距离拉近了。

事后，我把这几名学生叫到办公室，他们精神很紧张，认为准挨训，可我避而不谈。聊了一

会儿，师生间的隔阂消除了，情感逐渐融洽起来，我便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正面教育，并培养

他们对老师的亲近感。当时，这几名同学马上承认了错误，并在班级做了自我批评，使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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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都受到了教育。后来这几名同学的纪律明显进步，学习也认真勤奋起来。有位同学在日

记中写道：“在温暖中我感悟到了错误，我非常喜爱我的老师。”

在以后的教学中，对于课堂中发生的类似事件，我懂得了要把握教育契机，充分利用偶

发事件开展教育工作。而且我买了教育类相关书籍，将自己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

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问题：

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材料中老师的行为。（14 分）

32. 材料：

对于任何学科发展来说，创新都是内在要求。就史学研究而言，创新主要体现为提供新

的史料、进行新的论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补充、有所进展甚至开拓新的领域，形成

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甚至是推翻旧说的研究成果。创新的最大意义在于“新的”比“旧的”

好，而不是相反。但从史学创新的实际情况看，并非没有在创新的名义下走向反面的情况，

这是推进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问题。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新是要突破陈规，但这并不意

味着不要一切规矩。就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经过长期发展，在微观上已经积累了一套必须

遵循的研究规矩。比如，史讳、年代、地理、职官、版本目录、古汉语训诂等一整套科研基

本功或史学专门知识，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时必须遵循的，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知识积累

方能了然于胸。如果在这方面想通过“创新”来规避基本功的修炼，就会出现硬伤。例如，

“邱”字是清朝为避孔丘名讳而新造的字，在清代之前并无此字。清人习惯于依据自己的名

讳改古书。如果今天的学者不注意这一点，在研究清代之前的史学作品中使用诸如“雍邱县”

“闾邱”之类的称谓，就会成为硬伤。举此例是要说明，史学创新要有必需的基本功和细致

扎实的研究，要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推进史学创新，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有正确的史

观和史识。就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近年来这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在一

些文章中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只有摆脱意识形态的主宰，史学方能创新。所谓意识形态，

对治史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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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指史观和史识。自古迄今，任何史家治史均不可能不受本人史观和史识的影响。

那些主张在史学研究中摆脱意识形态主宰的人，看他们的作品，又何尝没有他们本人的意识

形态在主宰呢？就治史而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至今仍然颠扑不破。现在，有的人为了史

学创新而刻意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这无疑是南辕北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

指导，我们可以在史学研究中分辨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共性与个性。

如此，才能分析和判断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的本质。比如，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分析方法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具有重要作用。史观和史识不正确，创新还会出现许多乱象。

比如，近些年来，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污蔑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种所谓的“创新”，

事实上所要贬损和否定的是中华民族的爱国正气和优良传统。

再说一点文风问题。目前，追求文字的生僻、晦涩和朦胧甚至刻意创造一些新词，逐渐

成为某些史学作品的一种时髦，成为其“创新”的一种表现。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必

然需要不断创造新词。但是，新词应当含有旧词不具备或不能包容的词义。如果词义与旧词

相同，那似乎无须多此一举。但目前有的学者以编造一大堆生僻、晦涩的新词为荣，似乎此

类新词创造得越多，自己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就越强。这显然不是一种正确的倾向。治史者都

希望求得学术上的创新，但真正拿出经得起推敲的史学研究创新成果又很不易。正因为不易，

更需治史者潜心努力。

（选自《人民日报》2019 年 1 月 14 日）

问题：

（1）文章认为推进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请简要概括。（4 分）

（2）治史者如何才能做到学术上的创新？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10 分）



学海无涯 仕途有道

玉溪师院西门创业园对面学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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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奥运会的口号是“影响一代人”。体育如何影响一代人？伦敦奥组委的一位官员回

答：“体育教会孩子们如何去赢，同时，教会孩子们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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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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