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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综合素质》（幼儿园）

模拟卷（一）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的地域差异与共同发展。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可能比经

济落后地区的学生在教学设施、教师配置等方面享受更好的待遇，但教师不能因学生所处地

域的差异而歧视学生。题干中，王老师认为贫困县的教育条件一定教不出自己那儿那样聪明

机灵的孩子，感觉这里的孩子什么都不懂，这是出于地域差异而歧视学生，是错误的。A 项

正确。

B 项：王老师的说法错误，主要是因为地域差异歧视学生，而不是高估了自己班上 学

生的能力。与题干不符，排除。

C、D 两项：王老师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能因为地域差异而歧视学生。与题干不符， 排

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2.【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教师与幼儿的关系。教师在教育活动中要处理好与幼儿的关系。其中，

尊重幼儿是教师建立师生间平等关系的表现。教师教学的过程，实质上是教师和幼儿之间的

一种情感交流的过程。教师只有尊重幼儿的人格和尊严，公平对待每一个幼儿，才能拉近师

生间的距离，成为幼儿的良师益友。同时，新课改背景下的教师观强调教师是幼儿学习和发

展的促进者，要尊重幼儿、赞赏幼儿，启发和引导幼儿发展。题干中，欧阳老师的做法没有

顾及幼儿的自尊心，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不应简单粗暴地处理问题。B 项正确。

A、C 两项：根据题干描述，欧阳老师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根据题干描述，欧阳老师的做法不合理，但西米上课不遵守课堂纪律，作为教师

应该引导幼儿往好的行为习惯上发展。“不应干预幼儿的行为”的说法错误。与题干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3.【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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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素质教育的内涵。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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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

要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通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的有机融

合，来实现学生的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但是，全面发展不是平均发展，不能

理解为要求学生“样样都好”，全面发展应该建立在学生的个性与特长、兴趣与爱好等方面

的充分发展之上。题干中，“幼儿时期的教育不只是要学习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促进孩子

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的观点与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这一内涵

相一致。B 项正确。

A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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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只注重一部分人，更不是只注重少数人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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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的距

离，滋润学生的心田，走进学生的心灵，感化学生。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是指素质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从教

育对所有学生的共同要求的角度来看的。但每一个学生都有其独特性，不同的认知特征、不

同的欲望需求、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创造潜能铸造了个性迥异的学生。

因此，教育还要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差异，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素质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是指在当代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实

现我国从人口规模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使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提高国

民的整体素质，即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审美素质

和劳动素质等。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4.【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育人为本”的儿童观。“育人为本”的儿童观指出，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的实现途径包括：①我们要用全面的眼光看待幼儿，体现出幼儿的主体地位；②我

们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幼儿，不因性别、民族、地域、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和身心缺陷

等歧视幼儿；③尊重、热爱幼儿；④因材施教，促进幼儿的个性发展；⑤树立为幼儿发展服

务的意识。其中，尊重、热爱幼儿指的是幼儿和老师一样有自己的人格，都是相互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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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对幼儿实施教育过程中，除了“爱”还要“严”，教师要把严格的要求和对幼儿的热

爱紧密结合起来，用全面的眼光看待幼儿的发展，善于发现幼儿的优点，尽可能地去鼓励幼

儿发挥自己的强项和优点，充分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题干中，其他幼儿抢着回答问题，吵

吵嚷嚷，班上乱成一锅粥，所以，要先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再处理问题。B 项正确。

A、C 两项：“不理其他‘抢答’的孩子”和“训斥其他‘抢答’的孩子”均没有做到

尊重、热爱幼儿。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选取部分孩子的‘抢答’予以解决”没有做到公平对待幼儿。与题干不符，排

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5.【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教师的职业权利。我国教师享有教育教学权、学术研究权、指导评价

权、获得报酬权、民主管理权、进修培训权六项职业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第七条第五项规定，教师享有“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

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的权利。题干中，幼儿

园实行园务公开，听取教职工的意见，体现了保障教职工的民主管理权。 C 项正确。

A 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七条第一项规定，教师享有“进行教育教学活

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权利。与题干不符，排除。

B 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教师享有“从事科学研究、

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与题干不 符，排

除。

D 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七条第三项规定，教师享有“指导学生的 学

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的权利。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6.【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

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

班和非重点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 变相改变公

办学校的性质。”图中，教育资源全部配置在了重点学校上，这是不合法的，应当促进学校

均衡发展，均衡配置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C 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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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两项：图中，教育资源全部配置在重点学校上，是不合法的。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图中，教育资源全部配置在重点学校上，是不合法的。但减少重点学校教育资源

的配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7.【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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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作

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

作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可以向

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应当作出处理。”题干中，小李老师对于学校侵犯其进修培训权的事情，向当地教育

行政部门提出了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C 项正确。

A、B、D 三项：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与题干不符，

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8.【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结伙斗殴、寻衅滋事，扰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教学秩序或

者破坏校舍、场地及其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题干中，钱某和孙某双方纠集校外人员进行结伙斗殴，破坏了学校的公共秩序，

应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B 项正确。

A、C、D 三项：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为干扰项。与

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9.【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

保证未成年学生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题干中，王老师给

学生布置的家庭作业太多，学生经常要写到晚上 10 点多，这不利于保证未成年学生的睡眠、

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会加重其学习负担。因此，王老师的做法错误，老师应该和家长配合，

保证学生睡眠，适当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B 项正确。

A 项：说法过于绝对。与题干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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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两项：王老师的做法错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条

的规定。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0.【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对《幼儿园工作规程》的了解。《幼儿园工作规程》第三十三条规定：

“幼儿园和小学应当密切联系，互相配合，注意两个阶段教育的相互衔接。幼儿园不得提前

教授小学教育内容，不得开展任何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活动。”题干中，幼儿园在课程

上设置了小学阶段的课程，提前教授小学的内容，该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幼儿园不得提前教

授小学教育内容。D 项正确。

A、B 项：该幼儿园的做法是错误的，虽然幼儿园和小学应当密切联系，但不能直接在

幼儿园阶段教授小学阶段的内容。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该幼儿园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不是要多设置音、体、美的课程，而是要提供丰富

多样的教育活动。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11.【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997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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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从教是指“坚守高尚情操，发扬奉

献精神，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不利用职责之便谋取私利”。题干中，李老师拒绝家

长的礼物，属于不利用职责之便谋取私利，此做法是正确的，符合廉洁从教的师德规范。B 项

正确。

A 项：题干中，李老师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教师若收个人礼物，则违背了廉洁从教对教

师的要求。与题干不符，排除。

C、D 两项：题干中，李老师的做法是正确的。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2.【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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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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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题干中，秦奋认为幼师应当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

因材施教，从小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和品行，这体现了教书育人的要求。D 项正确。

A、B 两项：题干中，秦奋的行为符合教书育人的师德规范，但并未体现出不切实际、

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题干中，并没有提到教师应当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与题干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13.【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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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

不当的，无法律责任：（一）地震、雷击、台风、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A 项

中，突然地震导致走廊塌陷，学生被砸伤，属于由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学校不需要承担

事故责任。A 项正确。

B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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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 管理

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

的……”该项中，间隙活动时，儿童在教室门口打架，老师没有及时制止，导致其中一名学

生眼部被戳伤，学校应承担事故责任。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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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

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意的……”该项中，老师坚持让有

心脏病的小明参加“老鹰抓小鸡”活动，导致其入院，学校应承担事故责任，并可向老师追

偿。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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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 相体罚

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 规定的……”

该项中，老师体罚学生导致其轻度失聪，学校应承担事故责任。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14.【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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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抗议”不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权利。D 项表述错误，与题干相符，当选。

A、B、C 三项：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享有的权利。与题干不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15.【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教师与学生家长的关系。在教师与家长的关系中，教师起主导作用，

但教师和家长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尊卑之分。因此，教师必须尊重学生家长的人

格，特别是尊重社会地位低和所谓“差生”的家长的人格。教师要避免向家长“告状”，不

要当众责备其子女，不要说侮辱学生家长人格的话，不要做侮辱学生家长人格的行为，否则

会造成教师与家长的对立，不利于教育效能的提高。题干中，李老师批评学生的话语包含对

学生家长人格的侮辱，违背了尊重家长人格的要求。C 项正确。

A 项：教师和家长都以教育好学生、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为共同目标，应该建立彼

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平等关系。只有平等，才有沟通的可能；只有平等，双方才不会陷入误

区，形成扯皮、推诿、渎职等状态，才能齐心合力教育好学生。与题干不符，排除。

B 项：形成良好的沟通习惯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教师要积极主动地与家长建立

联系，通过家访、家长会、联系手册、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与家长互通情况，共同商讨、

协调教育方法、步骤。其次，教师要树立服务意识，尊重家长，全面、客观地介绍孩子在校

学习、生活的情况，热情、耐心地与家长进行沟通，虚心地听取家长的 批评和建议，经常

向家长征求意见。再次，教师要及时地通报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 动态，特别是出现异

常情况或突发事件时，要第一时间与家长沟通，及时分析原因，商讨对策，共同实施最有效

的教育方法。最后，教师要认真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教师要放下“教育权威”的架子，

经常向家长征求意见，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找出 和确立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有效方

法和途径，以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样，家长会觉得 教师可亲可信，有利于维护教师的

威信。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教育的成功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题干中并未体现李老师违背了与家长形成

合力。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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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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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中，耿老师罚小

莎在墙边站一节课，属于体罚，不符合关爱学生的师德要求。因此，耿老师的做法是不合理

的。D 项正确。

A、C 两项：题干中，耿老师的做法属于体罚幼儿，不符合关爱学生的师德要求。因此，

耿老师的做法不合理。与题干不符，排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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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中，耿老师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违反

的是关爱学生的师德要求，而不是为人师表。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17.【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电影相关内容。华语三大电影奖项分别是中国电影金鸡奖、香港电影

金像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其中，香港电影金像奖创办于 1982 年，是由香港电影金像奖协

会在中国香港地区举办的电影奖项。题干中，电影《少年的你》讲述了在高考前夕，被一场

校园意外改变命运的两个少年，如何守护彼此成为想成为的成年人的故事。该电影获得第 39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等 8 项奖项。B 项正确。

A 项：中国电影金鸡奖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电影奖

项，创办于 1981 年，是中国大陆电影界权威、专业的电影奖。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台湾电影金马奖是由中国台湾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的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在

中国台湾地区举办的华语电影奖项，创办于 1962 年。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电影奖

项。其创办于 1962 年，是中国大陆电影界的观众奖。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8.【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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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化学常识。煤矿瓦斯爆炸的主要气体是甲烷（化学式 CH4），其原因

是矿井中通风不良，甲烷与空气混合而达到爆炸极限，遇明火发生爆炸。所以，为防止煤矿

瓦斯爆炸，矿井中要常常保持通风，严禁烟火。D 项正确。

A 项：二氧化硫（化学式 SO2）是最常见、最简单、有刺激性的硫氧化物，大气主要污

染物之一。火山爆发时会喷出该气体，在许多工业过程中也会产生二氧化硫。与题干不符，

排除。

B 项：二氧化碳（化学式 CO2）是无色无味的气体，固体二氧化碳俗称“干冰”，是分

子晶体，能升华，汽化时吸热，常作制冷剂。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过氧化钠（化学式 Na2O2）在空气中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与水发生剧烈反应；

对呼吸系统和皮肤有刺激性；加热至 460℃分解；溶于稀酸，不溶于碱，在醇和氨中分解放

出氧；有吸湿性，在空气中吸收水分和二氧化碳生成氢氧化物和碳酸盐。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19.【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借代词语配对。丝竹是中国传统民族弦乐器和竹制管乐器的统称，亦

泛指音乐。因此，借代词语配对正确的是“丝竹∶音乐”。B 项正确。

A 项：黔首指代平民，是中国战国时期和秦朝对百姓的称呼。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寸管指代毛笔。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桑梓指代家乡。在古代，人们喜欢在住宅周围栽植桑树和梓树，后来人们就用桑

梓借指故乡。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20.【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少数民族特色饮食。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每年的三月初三，壮族人民普遍会制作糯米饭，糯米饭为黑、红、白、 紫、

黄五种颜色，又称“乌饭”，是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象征。因此，“五色糯米饭” 是壮

族的特色美食。A 项正确。

B 项：回族的特色美食是馓子。馓子属于油炸食品，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等，回族人

民要用馓子来招待客人、馈赠亲友。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藏族的特色美食主要包括青稞酒、酥油茶。其中，青稞酒由青稞制成，特点是不

上头、不口干、醒酒快、男女皆宜。酥油茶是由浓茶和酥油加工而成，酥油是乳制品，藏区

常用牦牛产的酥油。与题干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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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朝鲜族的特色美食是泡菜和打糕。其中，泡菜是朝鲜族特别重要的饮食部分， 种

类繁多，如桔梗、大白菜。泡菜卡路里比较低，含有维生素。打糕是糯米经反复捶打而成，

制作打糕是力气活。因为制作不易，所以朝鲜族历来把打糕作为上等美味，每逢佳节、接待

贵宾时都要制作。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21.【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儿童文学。《青鸟》是比利时作家莫里斯 · 梅特林克创作的儿童文

学经典杰作。《青鸟》描写的是在圣诞节前夕，樵夫的两个孩子梦见仙女请他们为她病重的

女儿去寻找象征幸福的青鸟。这对兄妹用一块有魔法的宝石召来了面包、糖、狗、猫等精灵，

在光神的引导下走遍思念之乡、夜之宫、树林、幸福之宫、未来之国，历尽千辛万苦，青鸟

得而复失。梦醒以后，女邻居为她生病的女儿来讨圣诞节礼物，兄妹俩决定把心爱的鸽子送

给她的女儿，不料鸽子一下子变成了青鸟。卡洛 · 科洛迪创作的童话是《木偶奇遇记》。

因此，A 项对应错误，与题干相符，当选。

B、C、D 三项：均对应正确。与题干不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A。

22.【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世界历史。1640 年查理一世召开议会，企图征税讨伐苏格兰人；反

对派不仅拒绝了征税，而且要求限制王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由此开始。直至 1688 年 “光

荣革命”，推翻封建统治。1689 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对王权进行明 确制

约，确立了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因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B 项正确。

A 项：总统制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与议会内阁制相对，指由选

民分别选举行政和立法机关，由总统担任国家元首，同时担任政府首脑的制度。与题干不符，

排除。

C 项：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统治者君主拥有统治国家和公民的所

有权力，而没有法律或法定的程序告诉君主如何行使权力，虽然有的宗教权威可能有能力阻

止君主的某些行为。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体形式。这种形式萌芽于 16 世纪，到 18 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正式确立，并在以后的 200 年间被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 度的

国家所接受。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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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因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的不同，这种制度又可分为议会共和制和总统共和制。与

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23.【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成语典故。成语“悬梁刺股”由“头悬梁”和“锥刺股”两个故事组

成。头悬梁：晋朝的孙敬读书时把自己的头发拴在屋梁上，以免打瞌睡。锥刺股：战国时苏

秦读书每到疲倦时就用锥子刺大腿，以振作精神继续读书。因此，“悬梁刺股”对应的人物

是孙敬与苏秦，而不是苏武。苏武对应的成语是“苏武牧羊”。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大臣苏

武等为使者出使西域，同匈奴单于修好，但由于汉朝降将鍭侯王的反叛，单于大怒，扣押了

苏武等人，强迫其投降。苏武宁死不屈，坚决不降，被迫沦为匈奴的奴隶，在茫茫草原上放

羊，19 年后才回到汉朝。因此，D 项对应错误，与题干相符，当选。

A 项：“老马识途”出自《韩非子 · 说林上》。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带兵

打败了山戎国的侵犯，山戎国国王密卢逃到孤竹国请求救兵。管仲跟随齐桓公打败了孤竹国

的援兵。在回国途中，被假向导引入迷谷，使齐军受困。管仲建议用一匹老马带路，从而化

险为夷。与题干不符，排除。

B 项：“纸上谈兵”出自《史记 · 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的儿

子赵括饱读兵书，能健谈用兵之道，连父亲也难不倒他，赵括自认为是天下无敌。赵奢认他

是纸上谈兵，不知变通。后来赵王让赵括顶替廉颇带兵，蔺相如等人极力反对，赵王坚持，

结果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兵 40 万。与题干不符，排除。

C 项：“问鼎中原”出自《左传》。据说楚庄王在推行霸业的过程中，曾率军在周王室

所在的洛邑郊外耀武扬威，并遣使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鼎象征王权，庄王问鼎，表明夺权之

心。与题干不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24.【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古代科技成就。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是中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奠

基人之一，在中国数学史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著作有《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

其中，《九章算术注》中第一次提出了极限思想，并创造性地运用割圆术，计算出圆周率的

精确值为 3.1416。B 项正确。

A 项：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进一步把圆周率精确到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

间。与题干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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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周髀算经》记载了周代的数学家商高提出的直角三角形的“勾三股四弦五”的

关系。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秦九韶是南宋著名数学家，著作是《数书九章》，其中的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

方程组问题的解法，也就是现在所称的中国剩余定理）、三斜求积术和秦九韶算法（高次方

程正根的数值求法）是有世界意义的重要贡献，表述了一种求解一元高次多项式方程的数值

解的算法——正负开方术。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25.【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人文常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出自《荀子 · 天论》，

作者荀子。C 项对应错误，与题干相符，当选。

A、B、D 三项：均对应正确。与题干不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C。

26.【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 Word 的基本功能。为快速将指定段落或文本的格式沿用到其他段落

或文本，可使用 Word“格式刷”功能。首先，选取好需要复制的格式，然后单击常用 工具

栏上的“格式刷”按钮 ，并拖动鼠标选中目标文本或段落，即可实现格式的复制粘贴。如

果需要多次粘贴格式，则需双击“格式刷”按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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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 PowerPoint 的应用。在 PowerPoint 中，包含了多张幻灯片，除了

幻灯片的文字、图片可以设置动画，在放映演示文稿时，也可以为每一张幻灯片设置放映效

果，如切换效果的速度、声音以及换片方式等。通过单击工具栏中的“切换”菜单，可以对

幻灯片放映的换页效果进行设置。题干中，若想把幻灯片放映的换页效果设为 “横向棋盘

式”，可以单击“切换”，然后在效果中选择“棋盘”即可。C 项正确。

A 项：自定义动画是根据使用者自己的需要，给每个页面或页面内的元素定义不同或相

同的动画。与题干不符，排除。

B 项：动画方案是程序自动给出一套编排，使用者根据需要，在方案里面选择合适的一

个，然后方案会根据已经编排好的文稿加入动画。与题干不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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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幻灯片放映”菜单下的“隐藏幻灯片”命令，或者在选中的幻灯片上右击，然

后在快捷菜单中执行“隐藏幻灯片”命令，都可以隐藏幻灯片。隐藏的幻灯片仍然包含在当

前的演示文稿当中，但在幻灯片放映时将不会出现，而其他的幻灯片则按原有的逻辑顺序依

次放映。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28.【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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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不是法官”“钱二是一名教师”可以得到赵一是一名

律师，且根据题干“第三名是一个律师”可以得到“赵一是一名律师，本次比赛获得了第三

名”。同时，根据题干中“钱二不是第二名，第三名是一个律师，钱二是一名教师”可以得

到“钱二是一名教师，并且本次演讲比赛钱二是第一名”。由此可知，孙三是一名法官，在

本次比赛中获得第二名。C 项正确。

A、B、D 三项：均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29.【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图形推理。上面一组 5 个图形的规律是分别由 1、2、3、4、5 部分

组成。下面一组图形中，A、C、D 三项均由 6 部分组成，延续了前面的规律性。B 项由部

分组成，不具有这种规律性。与题干相符，当选。

A、C、D 三项：均由 6 部分组成，延续了前面的规律性。与题干不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B。

二、材料分析题

30.【参考答案】

材料中班主任的教育行为符合“素质教育”的教育观，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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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只注重一部分人，更不是只注重少数人的发展。材料中，

班主任并没有因为王明表现不好而放弃对他的教育，相反，班主任采用了合适有效的教育方

法，体现了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学海无涯 仕途有道

玉溪师院西门创业园对面学仕教育

其次，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实现学生在德、智、体、

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材料中，班主任不仅注重促进王明的体育发展，而且还培养了他勇于

承认错误的品德，体现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

最后，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由于每个人先天禀赋、环境影响、接受教

育的内化过程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所以存在多样的个性。材料中，班主任了解到王明热爱

皮球，便从皮球入手进行教育，体现了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

综上所述，班主任的教育行为诠释了“素质教育”的教育观，促进了学生的发展，是值

得提倡的。

31.【参考答案】

材料中“我”的做法遵循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教师做到教书育人。教书育人要求教师遵循教育规律，实

施素质教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材施教。材料中，“我”发现阳阳的动手操作能力很

强，于是因材施教，让他来当小老师教别人做手工作品。之后，“我”又在班里开展讲文明、

懂礼貌活动，营造一种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氛围来影响阳阳。这都体现了遵循教书育人的

教师职业道德要求。

第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教师做到爱岗敬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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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针对阳阳的问题，“我”没有敷衍塞责、

放任不管，而是一直关注着他，想办法帮助他改掉坏毛病。这体现了遵循爱岗敬业的教师职

业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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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材料中，阳阳的妈妈看到阳阳的变化

非常开心，送了很多礼品给“我”，“我”感谢了她的好意，委婉拒绝了。这体现了遵循为

人师表的教师职业道德要求。

综上所述，材料中“我”的行为践行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做到了教书育人、爱岗敬业、

为人师表。

32.【参考答案】

（1）传统节日主要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在：人们希望通过各种节日庆典和

仪式取得与自然的沟通。因为在传统观念中，自然属特定神灵的支配，而且传统节日从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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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看几乎都与神灵信仰有关，人们通过传统节俗活动密切了人神之间的联系，获得一种身心

的放松和精神的自足。

（2）古今节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功能，就是调节民众生活。但是由于古今社会文化背

景的不同，古今节日形态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古今节日的异同如下。

①古今节日都注意节日在一年中的适度分布，以适应个人与社会的需要，但节期选择的

观念古今有着根本的区别。如传统节日注意自然时序与人文节序的对应，现代节日在节期选

择上已很少或不再考虑自然物候变化，是一种纯粹的社会选择。

②古今节日都注重人们的身心调节。但传统节日主要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现代

节日调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③古今节日都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传统节日不仅是民众生活时段切分转换

的标志，而且总表现为一种新旧的沟通与过渡；而现代节日与生活实践没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三、写作题

33.【参考范文】

莫让“道德”成为绑架的绳子

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在网络信息飞速传播的今天，片面言论可

能会对事件当事人造成极大的困扰与影响。合理表达自己的想法，全面了解事情的经过，防

止“键盘侠”式的道德绑架，的确是一种善良。

道德绑架就是以自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对别人指指点点、评头论足，以自己的行为准则去

约束、影响他人的工作与生活，给他人带来伤害。在网络搜索引擎和网络社交媒体 广泛使

用的今天，想要通过网络获得一个人的信息易如反掌。在网络面前，“透明人”一旦遭到人

肉，自己的过往很容易暴露在大众面前，被人指指点点，承受压力之大可想而 知。江苏南

京幼童被狗咬伤，父亲将狗摔死，全家遭人肉搜索，妻子割腕自杀；四川德阳女医生与小孩

在泳池起冲突，遭人肉搜索后不堪压力，服药自杀身亡……一桩桩血泪事件让我们看到网络

暴力的狰狞，道德绑架是导致这些悲剧的隐性力量。道德绑架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是以己

度人、以己约人的畸形心理。人们往往只看到富人的财富、成功和光鲜的生活，却没有看到

他们为今天的美好生活而付出的努力；只要想到名人，人们便往往以双重尺度对其加以评判。

现如今，社会名人倘若不做公益，便会被人嘲讽。马云，中国首屈一指的创业达人，在事业

成功之后默默设立了公益基金， 用于支持乡村教育发展。然而，天津爆炸案之后，无数网

友纷纷在马云的微博评论中留 言逼捐：“你这么有钱，为什么不捐一个亿？”“你不捐款，

我们就抵制淘宝！”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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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绑架是网民的畸形心理所致，反映了网民的“孤陋寡闻”，是片面地以“道德”为

准绳对马云进行的攻击。名人做慈善也非理所当然，站在道德的高地对他人指手画脚，只会

让善人伤心，让捐赠变味。

道德是一种修养，而不是一种义务；道德绑架是一种暴力，不该是一种常态。道德绑架

源于人们对他人的苛责，是一种畸形的心理。因此，不要让“我的想法”成为禁锢交流的枷

锁，不要让“为你好”成为阻碍感情深化的屏障，不要让“道德标准”成为绑架他人的绳子，

不要让“语言”成为伤害他人的利器。

让我们一起努力，让道德绑架化为同情和理解，化为体贴与共融，让真诚的关心和理解

成为人与人交往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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