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海无涯 仕途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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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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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李老师将期中考试总成绩排前 6 名的同学的座位安排在了一起，并且给予他

们“精英组”的称号。平时上课，李老师总是喜欢提问“精英组”的同学，也习惯表扬“精

英组”的同学。李老师的做法（ ）。

A. 正确，有利于给班级其他同学树立榜样

B. 正确，有利于营造班级浓厚的学习气氛

C. 错误，侵犯了其他同学的受教育权

D. 错误，违背了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2. 作文课上，王老师让全班学生用他提供的作文模板来进行写作练习。他对学生说道：

“应试作文是有模式可循的，只要按模板来写，作文部分的得分就不会低。”王老师的做法

（ ）。

A. 忽视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B. 忽视了学生发展的整体性

C. 尊重了学生发展的全面性 D. 尊重了学生学习的独立性

3. 班主任李老师经常以家访的形式了解学生在家中的学习和生活，以便更好地了解和

引导学生，纠正他们的不良习惯。李老师的做法体现了教师劳动的（ ）。

A. 复杂性 B. 广延性

C. 连续性 D. 创造性

4. 付老师认为严师才能出高徒，因此，付老师不仅对学生严格要求，对自己所教的科

目要求也很严格。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每次课后都认真写教学日记，回顾整个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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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付老师的做法体现了教师在对待自我上应该

（ ）。

A. 注重教学反思 B. 增强与家长的合作

C. 尊重学生的人格 D. 帮助、引导学生学习知识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

益，国家实行教育与（ ）相分离。

A. 经济 B. 政治

C. 文化 D. 宗教

6. 为了陪伴自己的孩子，不错过孩子的成长，小瑾的父母决定外出务工时带着小瑾。

对于初中生小瑾来说，到外地后（ ）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A. 当地教育局 B. 户籍地人民政府

C. 当地人民政府 D. 户籍地教育局

7. 宋老师是某中学的数学老师，因存在不当行为，被学校解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学校解聘宋老师的法定事由不包括（ ）。

A. 常给学生起侮辱性绰号，造成恶劣影响

B. 经常殴打学生，屡教不改

C. 故意旷课，不完成教学任务造成严重损失

D. 教学业绩差，连续三年都排在末位

8. 班主任王老师在同学们上体育课时，在熙熙的书桌里发现了很多信件。王老师认为

熙熙的成绩下降与信件有关，于是拆开阅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合法，班主任有权查阅学生的信件

B. 合法，班主任可以通过信件内容了解学生的心理

C. 不合法，应该在学生面前拆封信件

D. 不合法，侵犯了学生的隐私

9. 小学生明明因为父母很早去世，一直跟随奶奶生活，因为明明总在学校打架斗殴、

辱骂他人，学校希望明明奶奶加强对明明的法制教育。但是奶奶认为自己年纪大了，法制教

育是学校的事，对此不予理会。明明奶奶的做法（ ）。

A. 正确，老人年纪大了，确实无法进行法制教育

B. 正确，法制教育是学校应该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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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错误，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负有直接责任

D. 错误，学校没有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义务

10. 端午节假期，小冬到学校篮球场打篮球。由于假期学校大门紧锁，小冬通过翻围栏

的方式进入学校，结果不小心摔倒了，左腿轻微骨折。小冬的父母认为，此事应该由学校承

担责任。小冬父母的观点（ ）。

A. 正确，小冬是在学校受伤的，学校需要承担责任

B. 正确，小冬是翻学校围栏受伤的，学校需要承担责任

C. 错误，放假期间受伤的，应该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D. 错误，学校行为并无不当，不承担事故责任

11.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体现了公民的哪

项基本权利？（ ）

A. 平等权 B. 政治自由

C. 监督权 D. 受教育权

12. 中学生张某和周某关系不好，张某经常在私下到处宣传说周某品行不端，是个小偷，

搞得周某在学校“知名度”很高。张某的做法（ ）。

A. 不合法，侵犯了周某的名誉权

B. 不合法，侵犯了周某的肖像权

C. 合法，对周某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D. 合法，只是同学之间开的玩笑

13. 因为毕业于全国重点师范院校，所以小李很看不上身边毕业于普通师范院校的同

事，认为他们业务能力不足，缺乏探索教育教学规律的能力。这表明小李（ ）。

A. 具有严谨治学的意识 B. 缺乏团结协作的精神

C. 具有终身学习的理念 D. 缺乏因材施教的能力

14. 赞科夫曾说过：“没有教师对儿童的爱的阳光，学生就会混成模糊不清的一团。”

这句话体现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 ）的重要性。

A. 爱岗敬业 B. 关爱学生

C. 教书育人 D. 为人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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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优秀教师张老师常说，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就必须有一桶水，必须关注学科

发展的新动向，用最新的科研成果来支撑教学，提高教学水平，使自己这桶水成为常新的活

水。张老师的说法（ ）。

A. 正确，体现了为人师表的品质 B. 正确，践行了终身学习的要求

C. 错误，教师应该努力钻研教材 D. 错误，教师应该沿袭优良传统

16. 下图中，女教师的做法（ ）。

A. 正确，作为一名教师拥有追求美的权利

B. 错误，女教师工作期间不可以穿裙子

C. 正确，女教师工作期间可以对自己进行打扮

D. 错误，作为教师要做到衣着得体

17. 下图表示中国上古时期神话传说故事中的（ ）。

A. 女娲造人 B. 嫦娥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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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精卫填海 D. 后羿射日

18. 《水调歌头 · 贺金沧洲花甲》中有这样一句：“偻指六旬逾一，过眼流光两世，

花甲又从头。”其中，“花甲”是指（ ）。

A. 三十岁 B. 四十岁

C. 六十岁 D. 七十岁

19. 下图是一幅书法作品，下列对其书体判断正确的是（ ）。

A. 楷书 B. 隶书

C. 行书 D. 草书

20. 由我国医学家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并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

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的某著作，被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该著作是（ ）。

A. 《千金方》 B. 《唐本草》

C. 《本草纲目》 D. 《神农本草经》

21. 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被称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

事散文的成熟的作品是（ ）。

A. 《春秋》 B. 《战国策》

C. 《左传》 D. 《尚书》

22. 下列不属于汉武帝推行的措施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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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颁行推恩令

B. 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

C. 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

D. 大力修筑驰道，统一车轨

23.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在社会不断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民居建筑形式。下图中所示的民居属于（ ）。

A. 窑洞 B. 开平碉楼

C. 福建土楼 D. 平遥古城

24. 被尊称为“西方近代音乐之父”和“复调大师”，将复调音乐的技巧发展到登峰造

极的音乐家是（ ）。

A. 巴赫 B. 贝多芬

C. 舒伯特 D. 肖邦

25.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

话出自海明威的名著（ ）。

A. 《太阳照常升起》 B. 《老人与海》

C. 《丧钟为谁而鸣》 D. 《永别了，武器》

26. 在 Excel 中，要显示随时间而变化的数据趋势，应该选择的图表类型是（ ）。

A. 柱形图 B. 折线图

C. 饼图 D. XY 散点图

27. 在 PowerPoint 中，从当前页开始放映幻灯片的快捷键是（ ）。



学海无涯 仕途有道

玉溪师院西门创业园对面学仕教育

A. F5 B. Shift+F5

C. Ctrl+M D. Ctrl+C

28. 某盒子中有红、蓝、黄三种颜色的球，其中有一种颜色的球是写有数字的，称为“幸

运球”。抽到盒子里“幸运球”的人会获得一份小礼物。已知：

①盒子里一共有 13 个球

②每种颜色的球都至少有 2 个

③每种颜色的球的个数不同

④红色球和蓝色球共有 8 个，蓝色球比红色球多

⑤“幸运球”是三种颜色球中个数最少的

请问，抽到“幸运球”的概率是（ ）。

A. 5/13 B. 4/13

C. 2/13 D. 3/13

29. 若将下列数字填入数列“6，–12，24，– 48，（ ），–192”，则空缺处应

为（ ）。

A. 57 B. – 69

C. 96 D.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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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班上有个男孩上课非常“活跃”，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很高，思维很活跃，学习成绩

也不错，老师们都挺喜欢他的。但是他也困扰了我：他话很多，常常脱口而出。不分时机地

讲话，常常影响周围同学的听课状态，打断他们的听课思维。周围同学对他都有点不满。课

间他也非常顽皮，喜欢招惹同学，常常有被他捉弄的同学打他的小报告。为了给全班同学营

造一个更好的学习氛围，我把“整治”的目标瞄准了他。

在课堂上我常常创造机会让他展示优点，然后肯定他的积极性，但是在表扬之余我也会

向他提出我的期望。我发现这样做，他能主动愉快地接受老师对他提出的要求，并且愿意去

做。课下我也会找时机和他谈心，了解他和同学们相处的情况，关注他的情绪变化，引导他

学会换位思考，用合理的方法和同学们相处。经过一段时间，感觉他确实改变不小，周围的

小伙伴也不再找我打他的小报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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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请结合材料，从教育观的角度，评析“我”的教育行为。（14 分）

31. 材料：

刘老师怀揣一个教师梦，坚守乡镇中学多年，从年轻小伙熬成了中年大叔，从青年教师

发展成了优秀教师。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认认真真，兢兢业业。虽然教育局曾多次想提

拔刘老师去从事研究员的工作，但都被刘老师婉言谢绝了，他表示要坚守一线教学岗位，对

学生负责，为教学付出。

刘老师总是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位学生，面带微笑给他们最真诚的鼓励。因此，每

接到一个新的班级，刘老师都能快速地走进孩子的心中。他对班上的每一位学生都很了解，

他会根据每一位学生的特点，以他们喜欢的方式引导他们爱上学习。碰到家庭困难的学生，

刘老师就会在学习、生活中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碰到有学习偏科的学生，刘老师也会

在教学中不断提醒和引导。同学们都很喜欢刘老师。

而且，刘老师还积极参加各种类型的教育研讨活动，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

的能力。刘老师常说：“人就该活到老，学到老；多学习，总有一天会用到的。”

问题：

请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刘老师的教育行为。（14 分）

32.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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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为君者若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

民牢牢地控制在手中，而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的分封制

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地结合在一起。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

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大，其以“授民授疆

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

名叫盂的贵族土地和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

当时也举足轻重。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

产关系开始出现，由此引发了政治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

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

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

上保持了稳定。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统治。对此，大儒

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纳。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豪

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数百年的门阀政

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对土地关系、

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顿。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

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隋朝建立后，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方面效

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显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

的李唐政权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均田制，使得唐朝开始走向强大；但自天宝之后，

中央政权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为依托的均

田制度也随之走向消亡。此后，北宋政权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的，

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

其财赋”的局面。

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

致的。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明显加强，而“摊丁入亩”等政

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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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

体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

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土地与君权出

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迭，这又促使掌权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缓

解矛盾冲突。

（摘编自刘伟《土地问题决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有删改）

问题：

（1）文章第一段为什么说“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请结合文本，简

要概括。（4 分）

（2）作者是如何评价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的？请结合文本，

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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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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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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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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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