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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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知识与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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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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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体制是培养官僚绅士的制度，而近现代则以培养创新实用型的技

术人才为主体。这体现了教育的（ ）。

A. 历史性 B. 统一性

C. 相对独立性 D. 永恒性

2. 《劝学》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文学家荀子创作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到“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这反映了（ ）因素对个体身心发展的影响。

A. 环境 B. 遗传

C. 主观能动性 D. 学校教育

3.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在促进“文明开化”方面，公共教育扮演了先锋的角色。许

多西方人士被邀请到日本，为日本带来了异域现代文化的新内容。这些努力，使日本政府和

社会得以快速西方化。这体现了教育具有（ ）。

A. 传递和保存文化的功能 B. 传播、交流与丰富文化的功能

C. 选择、提升文化的功能 D. 更新、创造文化的功能

4. 语文老师计划一年级的孩子在学完第一单元后能够达到掌握拼音的目标，属于

（ ）。

A. 国家的教育目的 B. 学科的课程目标

C. 学校的培养目标 D. 教师的教学目标

5. 柏拉图认为教育应该按照国家需要来造就个人，这一观点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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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宗教本位论 B. 社会本位论

C. 个人本位论 D. 教育无目的论

6.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18、19 世纪的西欧实行的学制分两轨，这两轨既不

相通，也不相接。该学制是（ ）。

A. 多轨学制 B. 双轨学制

C. 单轨学制 D. 分支型学制

7. 关于在教育教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教师了解学生心理活动特征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是观察法

B. 在教育研究中通过改变某些条件引起被试者某种变化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法

C. 教师在实验室利用实验工具做实验演示，帮助学生理解化学实验，运用的是实验法

D. 教师为了了解学生，到学生家家访，运用的是谈话法

8. 张老师在自然实践课上给学生充分自主体验的机会，比如让学生自己种植一棵蔬菜

并观察记录其生长变化，让学生脱离书本去亲身体验自然的力量，以获得直接经验。张老师

的课程类型属于（ ）。

A. 学科课程 B. 经验课程

C. 隐性课程 D. 分科课程

9. 备课是上课前的准备工作，是教好课的前提。老师备课时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其

中不包括（ ）。

A. 钻研教材 B. 了解学生

C. 设计教法 D. 掌握课标

10. 地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学科，内容涉及多个学科的知识，地理老师为调动学

生求知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精心设计问题，通过对一些问题的提出和作答，来

引导学生主动获取新知识。地理老师运用的教学方法是（ ）。

A. 讲授法 B. 谈话法

C. 讨论法 D. 读书指导法

11. 从教十年的李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的办公桌上永远有一句话警示着我，同

时也是我的座右铭——身教胜于言传。”李老师的座右铭体现了德育方法中的（ ）。

A. 说服教育法 B. 榜样示范法

C. 情感陶冶法 D. 品德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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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明明和同学一起去玩密室逃脱，刚开始进入光线昏暗的游戏室内，感觉什么都看不

清，过一会儿就好了。这种现象属于（ ）。

A. 暗适应 B. 明适应

C. 感觉对比 D. 感觉后效

13. 诗仙李白在《夜宿山寺》一诗中写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运用了夸张的

修辞手法，描绘出一幅壮观的景象，让读者在脑海中根据诗句的描写，不由自主地呈现出诗

句描写的景象。读者在脑海中形成的景象属于（ ）。

A. 无意想象 B. 再造想象

C. 创造想象 D. 幻想

14. 小红这次考试获得了奖学金，心里乐滋滋的，不仅上课时特别有精神，思路敏捷，

反应快，课后做事也觉得格外轻松，与人交谈时兴致勃勃，甚至进进出出还伴随着欢声笑语，

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格外美好而富有生气。这里体现的是情绪中的（ ）。

A. 激动 B. 激情

C. 应激 D. 心境

15. 老师在讲解“哺乳动物”的概念时，运用知识概括的变式，举例说明了“鲸鱼、海

豚、鸭嘴兽”，这样做的目的是（ ）。

A.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B. 丰富学生的想象力

C. 突出概念的本质特征 D. 引起学生的注意

16. 潇潇对自己的同桌说：“这次辩论赛太难了，幸好咱们组有给力的智囊团，不然就

赢不了。”这说明潇潇的归因属于（ ）。

A. 外部的、不稳定的、不可控的 B. 外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

C. 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 D. 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的

17. 物理老师通过实验证明空气是有重量的，改变了小明原来认为空气是没有重量的观

点。小明的认识变化过程属于（ ）。

A. 图式 B. 同化

C. 顺应 D. 平衡

18. 小明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平时只考虑自己，以自身利益为主，遵循自己的本能。

这里表现出的小明的人格特征属于“三我”结构中的（ ）。

A. 本我 B.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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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超我 D. 尊我

19. 九年级学生菲菲马上要参加中考。她总认为如果这次考试没有考好，自己一辈子就

完了，没有发展前途可言了，她特别害怕、特别苦恼。如果对菲菲进行心理辅导，可以采用

（ ）。

A. 强化法 B. 系统脱敏法

C. 惩罚法 D. 合理情绪疗法

20. 张老师在反思日记中写道：今天，校长和老师来听我的公开课，在课后对我提出表

扬和给予肯定，学生们也渐渐地接纳了我，课下还来找我聊天，这种感觉真好。由此可知，

张老师正处于（ ）。

A. 关注教学阶段 B. 关注生存阶段

C. 关注情境阶段 D. 关注学生阶段

21. 晏老师认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就要服从命令，坚决执行老师的要求，即使学生达到

老师的要求也很少给予表扬，怕宠坏学生。晏老师对班级的领导方式属于（ ）。

A. 强硬专断型 B. 仁慈专断型

C. 放任自流型 D. 民主型

二、辨析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32 分）

22. 生产力决定教育的领导权和受教育权。

23. 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之间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24. 学生将成败归因于努力程度比归因于能力会产生更强烈的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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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认为不管学习任务的性质如何，学习动机水平都是一样的。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26. 简述全面发展教育的构成及作用。

27. 简述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表现。

28. 简述如何培养中学生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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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简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知识观、学生观、学习观。

四、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8 分，共 36 分）

30. 材料：

王凯是一个对上网非常痴迷的孩子。由于工作需要，他的爸爸买了一台电脑在家中上网。

起初，他同爸爸一起玩，父母也没有表示反对。到后来，他发展到每天起床后就去上网，连

中午、晚上休息时间也不放过。王凯俨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网虫”，沉迷于互联网上紧

张、激烈的游戏和无拘无束的网上聊天而无法自拔。

班主任张老师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并没有全盘否定他的上网行为，而是与他聊了互联网，

聊了比尔 · 盖茨，充分肯定了他上网学习电脑技术的积极性，并通过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他

的内心世界。针对他的情况，张老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鼓励他多参加集体活动，加

强与同学的交流。例如，让他担任小组长，每天收发、检查作业，在劳动值日中协调合作，

建立互帮互助的关系。第二，针对他喜欢电脑的特点，成立了计算机兴趣小组，并让他担任

组长，定期给其他同学讲解互联网知识。第三，利用各种机会表扬他，与他沟通，拉近师生

之间的距离。

此后，王凯对自己有了信心，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

大胆发言，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班级工作中为老师出谋划策，有活抢着干。任课老师都反映

王凯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问题：

（1）班主任张老师对王凯的教育体现了哪些德育原则？

（2）该案例中张老师的教育运用了哪些德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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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材料：

张老师拿到砖头时，问学生：“大家说砖头是用来干什么的？”学生抢着回答：“盖房

子、砌墙、修小桥、铺路、当凳子、垫脚……”也有的同学喊道：“做武器、打人……”大

家哄堂大笑但也觉得在理。安静下来后，赵子涵站起来说：“做艺术品。”大家一愣，不知

所云。 赵子涵平静地说：“过去人们经常拿来进行艺术雕刻。”老师点点头，赞同道：“对，

那叫砖雕。”这时学生们活跃了起来：“可以当粉笔在地上写字，放在乒乓球台中间当网子，

敲成小碎块做游戏……”

问题：

（1）请根据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对上述案例进行分析。

（2）教师应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