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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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模拟卷（四）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素质教育的内涵。素质教育的内涵包括：①素质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

为根本宗旨；②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③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

④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⑤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

重点的教育。其中，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是指素质教育倡导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

强调在教育中使每个人都得到发展，而不是只关注一部分人，更不是只关注少数人的发展。

面向全体学生，也就是要热爱所有的学生，只爱“金凤凰”不爱“丑小鸭”，不是真正的爱

学生。教师要把自己的温暖和感情倾注到每一个学生的心田，通过真情的流露去拉近教师与

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题干中，李老师因为鑫宇是园长的孙子，就对其特别关注，

违背了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教师不应当只关 注少数人的发展。C 项正确。

A、B 两项：李老师的做法是错误的，因其违背了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与

题干不符，排除。

D 项：李老师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题干中的材料未体现出“违背了素质教育是 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2.【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个体身心发展的顺序性。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顺序性，既不能逾越，

也不能逆向发展。它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到质变的连续不断的发展

过程。例如，在儿童行动能力的发展中，先学会站、走和跑，然后才有可能学习写字、绘画

等精细动作。在教学中，教育工作者应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顺序施教，做到循序渐进。“揠

苗助长”“陵节而施”都是有违个体身心发展顺序性规律的。题干中，朱老师没有按照学生

身心发展的顺序施教，忽视了小朋友们身心发展的顺序性，是错误的。A 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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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两项：朱老师的做法错误，因其忽视了小朋友们身心发展的顺序性，是在“揠苗

助长”。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个体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性是指由于人的先天素质、环境、教育以及自身的主观

能动性不同，每个人的发展优势、发展速度、高度（达到的水平）往往是千差万别的。基于

此，教育必须因材施教，充分发挥每个幼儿的潜能和积极因素，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使每

个儿童都能得到最大发展。题干中，朱老师的做法并没有体现出忽视了个体身心发展的个别

差异性。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3.【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幼儿教师观。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幼儿教师观包

括：①教师是幼儿的倾听者、观察者；②教师是幼儿学习活动中的支持者、引导者；③教师

是幼儿学习活动中的合作者；④教师应成为研究者、学习者、创造者；⑤教师是课程的建设

者和开发者。其中，新课改倡导民主、开放、科学的课程理念，课程与教学相互整合。因此，

教师需要在新课程改革中发挥主体性的作用，积极参与地方课程和园本课程的建设，培养主

动选择和创造性地使用新课程教材的能力。题干中，刘老师“变废为宝”，将废物变为课堂

中的神奇教具，这体现了教师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A 项正确。

B 项：教师是幼儿学习活动中的支持者、引导者，要求教师及时介入和引导幼儿的学习，

使探索深入下去，从而促进幼儿主动学习。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教师是幼儿学习活动中的合作者，要求教师平等地参与到活动的进程之中。与题

干不符，排除。

D 项：教师是幼儿的倾听者、观察者，要求教师要善于观察，捕捉孩子转瞬即逝的 现

象和变化过程，了解孩子的个体差异，获得第一手材料。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4.【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教师的知识结构。《幼儿园教师

专业标准（试行）》将教师的专业知识分为幼儿发展知识、幼儿保育和教育知识和通识性知

识三个部分。其中，通识性知识是指广博的文化素养。题干中，园长所说强调的是教师应具

备丰富的常识，即通识性知识。B 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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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项：幼儿发展知识揭示的是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包括学前心理学和儿童 发

展心理学等知识。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保教知识是指保育和教育知识。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领域知识是指幼儿园五大领域的知识，也包括领域教学知识。与题干不符， 排

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5.【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幼儿的人身权。幼儿的人身权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

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等。其中，人身自由权是指幼儿有支配

自己人身和行动的自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非法拘禁、搜查和逮捕。题干中，孟老师怀疑

小明偷偷拿走小薇的水晶橡皮泥，便将小明强制留在教室并搜身，这侵犯了小明的人身自由

权，是不合法的。A 项正确。

B、C 两项：均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隐私权是指幼儿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

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题干中，孟老师的做法主要侵犯了小明的

人身自由权。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6.【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教

育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调整教育内部、外部相关关系的基本法律准则，是教育法规体系中

的“母法”。《教育法》作为我国的教育基本法，在教育法规各个层次中处于最高层次，具

有最高效力。《教育法》作为有关教育的总法，主要对教育领域的全面性重大问题作出规定，

规定我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基本制度以及教育活动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题干中，

在教育法规各个层次中处于最高层次，具有最高效力，并有“母法”之称的是《教育法》。

D 项正确。

A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宪法而制定的法律。与题干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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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根本大法。与题

干不符，排除。

C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基本精神就是用法律来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保障

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加强教师队伍的规范化管理，确保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断优

化和提高。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7.【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义务教育

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

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

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

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题干中，“方方在绘画活

动中呼呼大睡，老师让其罚站”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违反了老师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的规

定。C 项正确。

A、B 两项：老师的做法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定，是错

误的。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根据题干描述，老师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但并未体现出没有关注到学生的个别差

异。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8.【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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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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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和当

地教育局的做法是正确的。张老师经常侮辱、殴打幼儿，而且被多次教育后仍不改正，影响

恶劣，根据规定，幼儿园或教育局可以因张老师的不当行为给予其行政处分或解聘。D 项正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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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两项：均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根据题干描述，幼儿园和当地教育局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给予老师行政处分

或解聘需要符合法律规定。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9.【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下列

原则：（一）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二）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三）

教育与保护相结合。”因此，C 项“学校保护与社会保护相结合”不属于《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规定的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应遵循的原则。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均负有教育

和保护的责任。表述错误，与题干相符，当选。

A、B、D 三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的规定。与题干不符，

排除。本题为选非题，

故正确答案为 C。

10.【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

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 大

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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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第九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一）

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 生活设

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题干中，幼儿 园重新粉

刷的墙面有强烈油漆味，导致幼儿身体不适，对此应负主要责任的是幼儿园。 D 项正确。

A、B、C 三项：均不符合《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干扰项。与题 干

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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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国家的权力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

关。”D 项正确。

A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 理、

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 号，发

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与题干不符，排除。

B、C 两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八条

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均与题干不

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13.【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 年修订）》的内容。《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 年修订）》的基本内容包括：依法执教、爱岗敬业、热爱学生、严

谨治学、团结协作、尊重家长、廉洁从教和为人师表。其中，严谨治学要求教师“树立优良

学风，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

育、教学和科研水平”。题干中，张老师学习新的知识，总结并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

平，该做法正确，说明张老师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学习新知识，符合严谨治学的要求。B 项

正确。

A 项：热爱学生要求教师“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

对学生严格要求，耐心教导，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保护学生

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全面、主动、健康发展”。题干中，张老师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并没

有体现关爱学生。与题干不符，排除。

C、D 两项：均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4.【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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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

订）》的基本内容包括：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和终身学习。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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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中，这位老师骂幼儿是笨蛋，幼儿的表情很痛苦，

说明该老师是在讽刺、挖苦幼儿，没有做到关爱学生。A 项正确。

B 项：爱国守法要求教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

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权利。不得有违背党和

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与题干不符，排除。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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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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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5.【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

订）》的基本内容包括：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和终身学习。

其中，教书育人是指教师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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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的看法是合理的，符合教书育人的要求。B 项正确。

A、C 两项：均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关爱学生是师德的灵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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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的看法合理，但题干中

并未体现教师应关爱学生。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6.【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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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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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内容包括：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和终身学习。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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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中，潘老师喜

欢新潮的打扮没有错，但是超短裙不符合对教师仪容仪表的要求，没有做到衣着得体。因此，

潘老师的做法是错误的。D 项正确。

A、B 两项：均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严慈相济是指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相结合。潘老师的做法错误，但是与违背 严

慈相济的教育理念无关。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17.【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传统节日的习俗。元宵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定于每年的农历正月

十五，又称正月半、上元节、灯节、元夕、元夜。元宵节的习俗有赏花灯、闹年鼓、迎厕神、

猜灯谜等。宋代开始有吃元宵（汤圆）的习俗。题干中，有赏花灯、吃汤圆等习俗的节日是

元宵节。B 项正确。

A 项：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定于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

年”“新年”。春节的习俗有蒸年糕、贴春联、贴年画和拜年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又称端阳、重午、重五，定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 一

般认为，该节日与纪念屈原有关。屈原忠而被黜，投江自尽，于是人们以吃粽子、赛 龙舟

等方式来悼念他。端午节的习俗有喝雄黄酒、挂香袋、吃粽子、插花、挂菖蒲、斗 百草、

驱“五毒”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又称团圆节，定于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的 习

俗有赏月、祭月、观潮、吃月饼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8.【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地理学常识。《山海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学著作，是中国先秦

重要古籍，其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地理、矿物、民族、物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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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相关内容在内的 脍炙人口

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A 项正确。

B 项：《水经注》是北魏晚期郦道元所著，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 史

遗迹、人物典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 还记

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题 干不符，

排除。

C 项：《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所著。在书中，徐霞 客

详细考察并科学记述了喀斯特地貌的特征，纠正了文献记载中有关水道源流的一些错误，观

察记述了很多植物的生态品种，调查了云南腾冲打鹰山的火山遗迹，如实记述了 所到之处

的人文地理情况。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老残游记》是清末文学家刘鹗的代表作。这篇小说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

为主线，对社会矛盾开掘很深，尤其是他在书中敢于直斥清官（清官中的酷吏）误国，清官

害民，独具慧眼地指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贪官更甚。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19.【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儿童文学的相关内容。《安徒生童话》是丹麦作家安徒生创作的童话

集，由 166 篇故事组成。该作品爱憎分明，热情歌颂劳动人民，赞美他们善良和纯洁的优

秀品德；无情地揭露和批判王公贵族们的愚蠢、无能、贪婪和残暴。《安徒生童话》是儿童

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以独特的魅力征服了丹麦以及全世界读者的心。安徒生在《丑小鸭》

《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夜莺》《皇帝的新装》《坚定的锡兵》等童话中塑造的

形象，给人们带来了美的陶冶、情的升华。童话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安徒生那里达到了高

峰。C 项正确。

A 项：《格林童话》是由德国语言学家雅可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收集、整理、 加

工完成的德国民间童话集。它包括《白雪公主》《灰姑娘》《青蛙王子》《不莱梅镇的音 乐

家》等 200 多个童话。与题干不符，排除。

B 项：《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品讲述相传古代

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

后每日娶一少女，翌日晨即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

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夜讲到最精彩处，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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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她下一夜继续讲。她的故事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她白首偕老。《一

千零一夜》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

碑”。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伊索寓言》相传为公元前六世纪被释放的古希腊奴隶伊索所著的寓言集，并加

入印度、阿拉伯及基督教故事，共 357 篇。《伊索寓言》内容大多与动物有关。书中讲述

的故事简短精练，刻画出来的形象鲜明生动，每则故事都蕴含哲理，或揭露和批判社会矛盾，

或抒发对人生的感悟，或总结日常生活经验。该寓言集通过描写动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当时

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寓言作者谴责当时社会上人压迫

人的现象，号召受欺凌的人团结起来与恶人进行斗争。与题干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20.【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古代绘画知识。郑燮，号板桥，为“扬州八怪”之一，其画中以

兰竹之作最负盛名，作品有《兰竹荆石图》等。A 项即为他的代表作《兰竹荆石图》。 A 项

正确。

B 项：是齐白石的代表作《虾》。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是黄公望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局部图）。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是朱耷的代表作《荷石水禽图》。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21.【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对古代雅称的了解。古时候的稿费笼统称为“润笔”。“润笔”一词

典出《隋书 · 卷三十八 · 郑译传》：“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

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因此，后人把稿费、书

画酬金称为“润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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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古代史。大泽乡起义，又称“陈胜吴广起义”，是秦朝末年陈胜、

吴广在大泽乡发动的农民起义。大泽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陈胜、

吴广的革命首创精神鼓舞了千百万劳动人民起来反抗残暴的统治。陈胜吴广起义从根本上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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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了秦王朝的统治，为之后项羽、刘邦灭秦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C 项正确。

A 项：绿林起义指中国古代新莽末的农民起义。王匡、王凤组织了以绿林山（今湖 北

省京山市大洪山）为根据地的武装起义，史称“绿林军”。与题干不符，排除。

B 项：东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广大农民与豪强地主及封建国家的矛盾激化，黄

巾起义正是在农民斗争蓬勃开展的基础上爆发的。该起义是由张角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准

备的全国性农民起义，因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帜，史称“黄巾起义”。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太平天国运动是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 韦

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

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是 19 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23.【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生物常识。碘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有“智慧元素”之称，是

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是促进小儿生长、维护正常新陈代谢、促进大脑

发育必不可少的激素，对儿童智力发育和骨骼发育有至关重要的作用。A 项正确。

B 项：硒有“生命之火”和“抗癌之王”之称，对机体免疫力的提升有促进作用， 有

助于体内重金属消散排出，对自由基有清除作用，还有抗癌作用，人体缺硒易患肝 癌、肺

癌、胃癌、食管癌、肾癌、前列腺癌、膀胱癌、宫颈癌、白血病等。与题干不符， 排除。

C 项：铁为细胞色素、肌红蛋白、血红蛋白以及某些呼吸酶的组成元素，参与体内 氧

的运送以及组织呼吸过程。其中，铁作为血红蛋白的主要成分，可以维持造血功能的 正常

运行。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锌能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对维持人体正常食欲、增强人体免疫力、促进伤 口

和创伤的愈合，以及保持性机能正常等有重要作用。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24.【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对我国林区的了解。我国一共有三大林区，分别是东北林区、东南林

区和西南林区。其中，东北林区和西南林区是天然林区，而东南林区则以人工林和次生林为

主。东北林区以中温带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西南林区山下河谷里生长着常绿阔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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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腰上是落叶阔叶树，再上面是针叶树。由此可知，以温带针阔叶混交林为主要植被的地区

是东北林区。B 项表述错误，与题干相符，当选。

A 项：东北林区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林区。以中温带

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据近年统计，全区共有森林面积 6.8 亿亩，占全国森林总面

积的 37%。木材蓄积量达 32 亿立方米，占全国木材总蓄积量的三分之一。其中黑龙江省有

24 亿立方米，占全国木材蓄积量的四分之一；吉林省有 7 亿立方米；辽宁省有 1 亿立方

米。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西南林区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和西藏三省区交界处的横断山区，以及西藏东南

部的喜马拉雅山南坡等地区。这里山峰高耸，河谷幽深，山麓有滔滔江河，山沟有股股泉水，

山脚和山顶高低悬殊，气候也随着高度变化，真是“一山有四季”，所以树的种类特别多。

山下和各地里生长着常绿阔叶树，山腰上是落叶阔叶树，再上面就是针叶树。主要树种有云

杉、冷杉、高山栎、云南松等，这些树也都是很好的建筑材料。还有珍贵的柚木、紫檀、樟

木等。1949 年后，在云南省还种植了成片的橡胶树和咖啡树，成为我国重要的热带经济林

区。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东南林区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云贵高原以东的广大地区，属于我国第三

个大林区，以人工林和次生林为主。这里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生长条件良好，树木种

类很多，以杉木和马尾松为主，还有我国特有的竹木。这个林区南部，是我国热带和亚热带

的森林宝库，经济林木更是丰富多样，有橡胶林、肉桂林、八角林、桉树林 等，后面的三

种经济林，盛产名贵的药材和香料。祖国的宝岛——台湾地区的森林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

的一半以上，樟树是宝岛的特产，它的枝叶可以提制樟脑。台湾地区的樟脑产量，最高曾达

全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被誉为“樟脑之乡”。与题干不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

题，

故正确答案为 B。

25.【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苏轼的《题西林壁》。宋代大文豪苏轼在游览庐山美景后作了一首《题

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

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C 项正确。

A 项：“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是李白《望庐山瀑布》中的诗句。与题 干

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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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是李白《登庐山五老峰》中的诗句。与 题

干不符，排除。

D 项：“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是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 诗

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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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本操作。“格式刷”是快速将指定段落或文本的格式应用

到其他段落或文本上的工具，可以帮助使用者避免进行格式的重复设置。“格式刷”位于“格

式”工具栏上，就是一把“刷子”的样式。双击“格式刷”按钮后，可将相同格式应用到文

档中多个位置，再次单击“格式刷”按钮或者用键盘上的“Esc”键，或者键入文字后，格

式刷功能则会取消。D 项表述错误，与题干相符，当选。

A项：“格式刷”快捷键是“Ctrl+Shift+C”（复制文本格式）和“Ctrl+Shift+V”（应

用到其他文本格式）。与题干不符，排除。

B项：使用“格式刷”之前要先用光标选中文档中带格式的文字，才可将所选中的格式

应用到其他文本上。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若想每次只要复制一次格式，之后继续不断地应用格式刷，可用鼠标双击“格式

刷”按钮，鼠标左边便会一直存在一个小刷子，这样就可以连续不断使用格式刷。与题干不

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27.【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 PPT 视图。PowerPoint 界面主要有四种视图，分别是普通视图、大

纲视图、幻灯片浏览视图和幻灯片放映视图。其中，普通视图是主要的编辑视图，可用于撰

写或设计演示文稿，也是 PowerPoint 的默认视图方式。题干中，张老师想对《诗经》演示

文稿进行修改，可以在普通视图下进行。C 项正确。

A 项：幻灯片浏览视图是以缩略图形式整齐排列显示幻灯片的视图，可方便地查看 全

局。其特点是可以实现在一个窗口中同时查看多张幻灯片，幻灯片的编号位于右下角。 与

题干不符，排除。



学海无涯 仕途有道

玉溪师院西门创业园对面学仕教育

B 项：幻灯片放映视图占据整个计算机屏幕，在这种全屏幕视图中，用户所看到的 演

示文稿就是将来播放幻灯片时观众看到的。用户可以看到图形、时间、影片、动画等 元素，

以及幻灯片的切换效果。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Web 版式视图专为浏览和编辑 Web 网页而设计，它能够模仿 Web 浏览器来显 示

Word 文档。在 Web 版式视图方式下，用户可以看到背景和为适应窗口而换行显示的 文本，

且图形位置与在 Web 浏览器中的位置一致。也就是说，当 Word 文件以网页形式 保存时，

在 Web 浏览器中的查看效果与该视图是一致的。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28.【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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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使用朴素逻辑，但是却没有意识到。所谓不系统，是指朴素逻辑的具体过

程可以单独存在。在解答朴素逻辑题时，可以使用一些常见的解题方法，如代入排除法、连

线法、位置排序法等。根据题干中（1）（3）（4），新新、冉冉、阿望都不负责小学科目

二的教研工作，可知负责小学科目二的老师是梅梅；根据题干中（1）（2）（3），新新、

梅梅、冉冉不负责综合素质的教研工作，可知负责综合素质教研工作的老师 是阿望；根据

（5），阿望负责综合素质，新新负责中学科目二，则冉冉负责语文学科教 研工作。因此，

梅梅负责小学科目二、阿望负责综合素质、新新负责中学科目二、冉冉负责语文学科。A 项

正确。

B、C、D 三项：均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29.【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数字推理。观察数列“1，6，4，7，8，（ ）”可以发现规律为：前

一项数字加后一项数字再减 3 等于第三项数字，即：1+6–3=4；6+4–3=7；4+7–3=8；

7+8–3=12。因此，填入空缺处的数字应为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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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材料分析题

30.【参考答案】

“我”的行为符合新时期素质教育观的要求，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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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素质教育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教育。素质教育不只是注重幼儿单方面的发展，

而是要实现幼儿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材料中，“我”没有唯成绩论，而是开

展“真正的”活动课，让孩子们在活动中既锻炼了弹跳能力，又体验到了合作的快乐，促进

了幼儿的全面发展。

其次，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幼儿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教育。培养具有创新 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新一代人才，是素质教育的时代特征。材料中，“我”设计了户外游戏——

小白兔采蘑菇，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蹦蹦跳跳中锻炼了弹跳能力，培养了实践能力。

最后，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幼儿的教育。素质教育要求老师促进每一个幼儿的发展。材

料中，“我”发现有的孩子很害羞，不敢和大家一起玩耍，“我”会积极鼓励，耐心引导，

让他也能参与进去，说明“我”不只是注重一部分人的教育，而是真正做到了促进 全体幼

儿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的行为促进了幼儿活泼、全面地发展，很好地贯彻了素质教育的教 育

观。

31.【参考答案】

上述材料中，汪老师的行为违背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第一，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教师做到教书育人。教书育人要求教师诲人不倦，培养学

生良好品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材料中，汪老师看到孩子在生活上需要帮助时总 是避开，

甚至看到孩子课间打架也不管，没有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未对学生进行品德、行为上的引

导。

第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教师做到关爱学生。关爱学生要求教师平等公正对待学生，

对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良师益友。材料中，有些家长向幼儿园反映汪老师不关心孩子，园

长了解情况后，找汪老师谈话。汪老师说，我是老师，不是保育员，那些是保育员做的事情，

这表明汪老师未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关心爱护全体学生。

第三，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教师做到为人师表。为人师表要求教师严于律己，以身作

则，关心集体，团结协作，尊重同事，尊重家长。材料中，有家长找汪老师沟通，汪老师也

是爱答不理，表明汪老师未尊重家长、未与家长耐心平等地沟通，违背了为人师表的要求。

综上所述，教师在教学中要践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做到教书育人、关爱学生、为人师表。

32.【参考答案】



学海无涯 仕途有道

玉溪师院西门创业园对面学仕教育

（1）“很重要的东西”是指可以使原创戏剧产生“人学深度”，在戏剧创作中绝不能

丢失的深切而真挚的人文情怀和强有力的人道主义精神。

（2）文章认为当代原创戏剧从整体上看缺少深切而真挚的人文情怀，缺少强有力的人

道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学”含量不足，观众感受不到内在的人学力量，

感受不到艺术家对人的独特发现、独特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层体验；二是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愈

来愈薄弱，真正的有深度的现实主义戏剧日渐式微，对时代生活有高度概括力和深刻表现力，

充满思想力度和情感真诚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已成为“稀有品”。

文章认为，当代原创戏剧的发展既要扬弃、要创新，也要承接，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现实

主义戏剧传承链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后来的优秀剧作家都是从曹禺、老舍的戏剧中长

出来的果实，当今中国话剧仍然需要有一批人沿着曹禺、老舍等现实主义大师的路继续前行。

三、写作题

33.【参考范文】

做好启蒙教育  奠定人生之基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只“石狮子”，如何找到并唤醒这只“石狮子”是启蒙教育的重

担。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都是从启蒙开始的，启蒙教育直接决定了被教育者以后的人

生态度和行为。启蒙教育就如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一定要扣好、扣正。好的启蒙教育将会让

被教育者以一种积极、勇敢、主动的态度去书写人生的壮丽篇章。

所谓好的启蒙教育，就是引导被教育者任何时候都抱以正面的眼光和积极的态度。因为

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问题都具有双面性。至于是能看到积极的一面，还是消极的一面，基本

上完全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性。好的启蒙教育犹如护身符一样，确保在任何情况下，被教育者

都能准确直接地看到积极的一面，从而以更加昂首挺胸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挑战。

为什么需要好的启蒙教育？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改变，每个人都会逐渐独自面

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问题又具有很强的独特性，而且没有什么经验或建议可供参考。在

这个时候，就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内心的态度和看法就会影响做出的决定。此时的决定看起

来好像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的，而实际上，这些决定都是启蒙教育种下的结果。启蒙教育

给人带来的影响是伴随一生的，而且很难被改变，因为启蒙教育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具有

决定性的意义。以后无论如何改变，也都需要建立在启蒙教育的基础之上。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启蒙教育决定人生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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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启蒙教育不仅仅需要教师和家长的言传，更需要身教。在启蒙教育阶段，人普遍具

有很强的模仿性，再加上对父母和教师有一定程度的崇拜心理，就很容易把教师和父母作为

自己模仿的对象。此时，榜样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孩子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作为父母和教师，

任何时候都需要严格要求自己，表现出顽强的作风和坚韧的品格。因为这些优良的品格将会

缓缓地渗透到自己学生、孩子的血液中，伴随他们一生，保护他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无往

不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作为教师，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知识

是有限的，而人生需要面临的状况是无限的。只有学会了做人，才可以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

问题。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授学生以人生的“渔”。

如果说，人生是一篇乐章，那么启蒙教育就决定了这篇乐章的基调；如果说，人生都有

一只“石狮子”，那么启蒙教育就是驯服这只雄狮的关键。总而言之，启蒙教育是人生最重

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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