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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综合素质》（小学）

模拟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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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为保证课堂井然有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规定学生上课只需用眼睛看、用

耳朵听、用手记笔记，不需要讲话。刘老师的做法（ ）。

A. 合理，有利于学生高效地掌握学习内容

B. 不合理，违背了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理念

C. 合理，有利于教会学生学习

D. 不合理，没有以学生为中心

2. 张老师是一名拥有二十年教学经验的教师，在她的眼里，学生的成绩高于一切。只

要是不考试的科目，课时全部调整给语、数、外。张老师的做法（ ）。

A. 合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成绩

B. 不合理，违背了“教会学生学习”的理念

C. 合理，学生要在文化课上全面发展

D. 不合理，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3. 疫情期间，江苏某校为了提高教师网络授课的质量和水平，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组织全校教师观看国家级优秀教师的网络授课视频，分析优秀教师的教学活动，并从中汲取

经验。从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来看，这种方法属于（ ）。

A. 开展微格教学 B. 进行专门训练

C. 反思教学经验 D. 观摩和分析优秀教师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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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瑞瑞励志当一名画家，可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画画天赋。有一次，老师让大家画自己

心目中最崇敬的人，他却画得人不像人、动物不像动物。老师生气地说道：“你根本就不懂

画画的美感，以后肯定当不了画家！”老师的说法忽视了（ ）。

A. 学生的主体性 B. 学生的发展性

C. 学生的创造性 D. 学生的差异性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应保障教育事业（ ）。

A. 超前发展 B. 同步发展

C. 优先发展 D. 起步发展

6. 小学生萌萌原本是某村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由于父母关系不和，争吵打斗不断，

给萌萌的身心造成不良的影响，最终使其抑郁。父母提出让孩子休学半年治疗病情，依法应

当由（ ）批准。

A. 当地乡镇人民政府 B. 学校

C. 市教育局 D. 省教育厅

7. 王老师积极地参与学校的各项集体活动，并对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

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王老师行使的权利是（ ）。

A. 民主管理权 B. 指导评价权

C. 教育教学权 D. 学术交流权

8. 学生王某沉迷网络游戏，为了玩游戏经常旷课，无法继续学业，且多次偷窃他人财

物，屡教不改，校方和父母对其已无力管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可

将其送入（ ）继续接受教育。

A. 专门学校 B. 特殊学校

C. 私立学校 D. 公立学校

9. 某学校为了杜绝学生拿奖学金请客的风气，将请客同学的奖学金收回，以正学校的

风气。该学校的做法（ ）。

A. 合法，维护了学校的风气

B. 合法，促进了学生的发展

C. 不合法，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

D. 不合法，侵犯了学生的人身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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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初中生宋某经常旷课到网吧打游戏，晚上也不回家。宋某父母对他失望透顶，便放

任不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应由（ ）对宋某的父母

（ ），责令其严加管教。

A. 学校予以劝诫 B. 教育行政部门予以劝诫

C. 人民法院予以训诫 D. 公安机关予以训诫

11. 六年级的小阮在上课期间偷偷翻过学校围墙，离开学校。门卫发现后及时联系学校

负责人，并告知班主任，班主任则及时通知其家长。但由于小阮在翻墙时过于紧张，不慎跌

倒致骨折。则小阮受伤应当承担责任的是（ ）。

A. 学校 B. 门卫

C. 班主任 D. 小阮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

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 ）。

A. 继续教育 B. 技术教育

C. 学前教育 D. 老年教育

13.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应当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在平时工作生活中要注意自

己的言谈举止，教育过程中需要言传，更要注重身教。这体现的是教师职业道德中的（ ）。

A. 尊重家长 B. 团结协作

C. 热爱学生 D. 为人师表

14. 漫画中，这位老师的行为体现了（ ）。

A. 教书育人的师德规范

B. 教师勤恳敬业，对工作高度负责

C. 教师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师德规范

D. 教师应团结同事，尊重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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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郭是一名追逐潮流的年轻人，同时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某天，小郭顶着一头时髦

的渐变发色，身着吊带衫和破洞牛仔裤到校上班。小郭的做法（ ）。

A. 合理，年轻人就应追逐潮流

B. 合理，让学生接触新的潮流趋势

C. 不合理，没有做到关爱学生

D. 不合理，没有做到以身作则

16. 下课期间，宁宁在走廊里被一位同学猛扇耳光，李老师路过看见了，他认为这只是

学生之间的矛盾，便默默走开了。李老师的行为（ ）。

A. 正确，学生之间的问题应当由学生自己解决

B. 正确，学生课下打闹，与教师无关

C. 错误，李老师应该大声训斥宁宁和该同学

D. 错误，李老师的行为违背了关爱学生的要求

17. 下列作品中，不属于我国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是（ ）。

A. 《官场现形记》 B. 《儒林外史》

C. 《孽海花》 D.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8. 《墨子 · 经说下》中说：“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

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这体现了（ ）。

A. 万有引力定律 B. 杠杆原理

C. 惯性定律 D. 能量守恒定律

19. 中国戏曲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剧种繁多有趣。下列剧种中，被称

为“百戏之祖”的是（ ）。

A. 越剧 B. 昆曲

C. 黄梅戏 D. 粤剧

20. 李大同先生编创的笛子独奏曲《帕米尔的春天》取材于（ ）民族的民歌。

A. 傣族 B. 塔吉克族

C. 藏族 D. 维吾尔族

2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了商讨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和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安

排，同盟国举行的国际会议是（ ）。

A. 雅尔塔会议 B. 开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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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德黑兰会议 D. 波茨坦会议

22. 下列故事，选自《伊索寓言》的是（ ）。

A. 《穿靴子的猫》 B. 《龟兔赛跑》

C. 《白雪公主》 D. 《丑小鸭》

23. 科举考试是我国历史上用于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从公元 605 年开始实施，到清

朝光绪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届考试，共经历了（ ）年。

A. 1100 B. 1200

C. 1300 D. 1400

24. 天干地支是我国古代的纪年方法。公元 1977 年为农历丁巳年，那么，己未年是

（ ）。

A. 1976 年 B. 1978 年

C. 1979 年 D. 1980 年

25. 下列急救常识正确的是（ ）。

A. 对骨折患者急救时，应该背起患者尽快赶往医院

B. 遇见他人触电时，应该尽快将其拉走，远离电源

C. 蜜蜂蜇伤症状较轻的，可以用肥皂水冲洗叮咬处

D. 若有人误服腐蚀性物品，应该立即对其进行插胃管洗胃处理

26. Excel 默认的文件扩展名是（ ）。

A. .txt B. .doc

C. .ppt D. .xls

27. 在 PowerPoint 中，下列哪个方式不能添加幻灯片？（ ）

A. 快捷键 Ctrl+M

B. 在幻灯片上右击，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新幻灯片”命令

C. 选择一张幻灯片，直接按 Enter 键

D. 选中若干张幻灯片后，按住 Ctrl 键后拖动选中的幻灯片

28. 将选项中的图形填入下面空格中，最符合格子中另三个图形的一致性规律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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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29. 找规律填数字是一项颇有趣的活动，特别锻炼观察和思考能力。下列选项中填入数

列“1，4，3，10，27，266，（ ）”空缺处的数字，正确的是（ ）。

A. 385 B. 7177

C. 7717 D.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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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班有一个叫李振的男孩，头脑机灵。在学校，没有他不认识的学生，很是有“大哥”

的风范，连我都早有耳闻。开始，他虽然很安静，但是我对他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从他的眼

神中我早已看到：他也在用心地观察我，想摸清我的脾气和工作的风格。刚开学的几天里，

我把他的座位安排到第一排，而且每天都会用很温柔、鼓励的眼神看他几次。我打算按兵不

动，探查“敌情”，等待时机，迎刃而上。

一天，有学生跑来告诉我，李振和同学打架了，我想机会来了。于是，我端起师长尊严

的架子准备去清理现场。孰料，两人来办公室报到了。我深思一会儿后，笑了。“你们两人

有进步，该表扬。”面对两人诧异的目光，我说出了三点理由：“第一，这次因为值日而打

仗比上次抢篮球好多了。第二，打架是错误的，但这次中途停手找我评理，说明你们理智了。

第三，你们找老师评理，说明你们愿意服从真理，开始明辨是非了。”两人听得满脸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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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再提出分个对错，也没各自威胁对方，而是鞠了一躬便手拉手走了。从此之后，李振再也

没用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也没有了“大哥”的作派，而且学会了遇事冷静处理。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在教学日志中写道：“作为一个教师，处理学生的问题时，要多

一些夸奖，多一些关爱。”

问题：

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观的角度，评析“我”的教育行为。

31. 材料：

班主任张老师是一位非常认真的老师，在工作岗位上坚守近 20 年，一直勤勤恳恳，每

次上课前都会非常认真地备课。他说：“每节课都是我的新课，学生都是全新的学生，我一

定要认真对待。”同学们经常能看见张老师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的身影。

在张老师心中，学生是希望，要小心呵护学生的成长，要尊重爱护他们。在张老师心中，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要关心爱护，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成材。

在张老师的付出下，很多孩子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因为张老师的充分信任，每个

孩子都在各行各业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张老师并不会觉得成绩不好的学生，人生就终结了，

因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他会从各个角度去发现每个人的优点。在学生心中，张老

师更像一位父亲，教给学生的不只是知识，还为学生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问题：

请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班主任张老师的行为。

32.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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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艺术仿佛在兴致勃勃地享受一场技术的盛宴。戏曲舞台上眼花缭乱的灯光照射，

3D 影院里上下左右晃动的座椅，魔术师利用各种光学仪器制造观众的视觉误差，摄影师借

助计算机将一张平庸的面容修饰得貌若天仙……总之，从声、光电的全面介入到各种闻所未

闻的机械设备，技术的发展速度令人吃惊。然而，有多少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技术到底赋予

了艺术什么？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神秘莫测的人心——技术增添了哪些发现？在许多

贪大求奢的文化工程、文艺演出中，我们不难看到技术崇拜正在形成。

技术是艺术生产的组成部分，艺术的创作与传播从来没有离开技术的支持。但即便如此，

技术也从未扮演过艺术的主人。《史记》《窦娥冤》《红楼梦》……这些之所以成为经典，

是因为它们的思想光芒与艺术魅力，而不是因为书写于竹简，上演于舞台，或者印刷在书本

里。然而，在现代社会，技术的日新月异造就了人们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以致许多人没有察

觉艺术生产正在出现一个颠倒：许多时候，技术植入艺术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工业社会的技术

消费，而不是艺术演变的内在冲动。换言之，这时的技术无形中晋升为领跑者，艺术更像是

技术发明力图开拓的市场。

中国艺术的“简约”传统隐含了对于“炫技”的不屑。古代思想家认为，繁杂的技术具

有目的迷惑性，目迷五色可能干扰人们对于“道”的持续注视。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诫“文胜

质”可能导致的危险，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人文情怀。当然，这并非号召艺术拒绝技术，而是

敦促文化生产审慎地考虑技术的意义。如果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题，繁杂的技术只能沦为虚

有其表的形式。

这种虚有其表的形式在当下并不少见，光怪陆离的外观往往掩盖了内容的苍白，譬如众

多文艺晚会和其他娱乐节目。大额资金慷慨赞助，大牌演员频频现身，大众传媒提供各种空

间……形形色色的文艺晚会如此密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个社会真的需要那么多奢

华呈现吗？除了晚会还是晚会，如此贫乏的文化想象通常预示了主题的贫乏——这种贫乏多

半与技术制造的华丽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技术业已游离了艺术的初衷，众多的娱

乐节目而不是艺术充当了技术的受惠者。

技术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怎么使用。对于技术的盲目崇拜无异于

对工具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的实质，是重技而轻道，重物而轻人。如果任由其泛滥，容易

遮蔽掉技术背后真正关键的东西——使用技术的人的作用与良知。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舆

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

粉、毒胶囊的制作到利用电话、互联网精心设计的钱财欺诈，舆论同声谴责的是无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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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而技术研发者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

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人员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

——文化领域的事情也似乎常常如此。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需要让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重回人们的视野之中，如此我们方可避免陷入技术盲目崇拜的陷阱与误区。

问题：

（1）对技术盲目崇拜的实质是什么？请简要概括。（4 分）

（2）作者认为对技术盲目崇拜有哪些消极结果？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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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购物，视频聊天，线上娱乐，已成为当下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业内人士指出，不远的将来，我们只需在家里安装 VR（虚拟现实）设备，便可以足不

出户地穿梭于各个虚拟场景：时而在商店的衣帽间试穿新衣，时而在诊室与医生面对面交流，

时而在足球场观看比赛，时而化身为新闻事件的“现场目击者”……

当虚拟世界中的“虚拟”越来越成为现实世界中的“现实”时，是选择拥抱这个新世界，

还是刻意远离，或者与它保持适当距离？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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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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