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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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模拟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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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王老师以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并根据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为甲、乙、

丙三类，希望以此激发学生学习的斗志。班主任王老师的做法（ ）。

A. 错误，忽视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B. 错误，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C. 正确，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D. 正确，有利于在班级形成良好的学习竞争氛围

2. 君君是三源中学出了名的校霸，还因为成绩差留级一年。君君的班主任为了不让君

君影响班上其他同学的学习，将他的座位调到教室最后的角落里。班主任的做法（ ）。

A. 违背平等待生的理念 B. 违背分班教学的要求

C. 符合因材施教的理念 D. 符合公平竞争的要求

3. 李老师是当地的“网红老师”，把因材施教四个字贯穿到自己教学的每一刻，她能

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不同，对不同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途径。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来

看，李老师可能处于（ ）。

A. 关注生存阶段 B. 关注情境阶段

C. 关注成长阶段 D. 关注学生阶段

4. 小郑老师、小刘老师是某学校的数学老师，平时两人都很努力，也喜欢暗暗较劲。

学校举办的青年教师说课比赛，小郑和小刘老师都参加了，但赛前两位老师既无教学的交流，

也无比赛想法的讨论，最后双双出局。关于小郑和小刘老师的做法，下列说法中最恰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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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不利于教师树立威信 B. 有利于教师在竞争中成长

C. 体现了教师公平竞争的自觉性 D. 违背了教师间的合作理念

5. 某教育局局长为建设富丽堂皇的教育局办公大楼，将上级拨付的教育专项经费克扣

一部分后再下拨到学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该教育局局长应（ ）。

A. 给予行政拘留 B. 让其自行悔过

C. 给予行政处分 D.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6. 针对丽丽上学迟到的问题，王老师公开批评并要求她在学校走廊双手举过头顶罚站

10 分钟。王老师的做法（ ）。

A. 正确，迟到应该受到惩罚

B. 正确，只要不打学生即可

C. 不正确，老师不能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D. 不正确，老师应该让迟到的学生在操场跑 10 圈

7. 下列情形中，终身不能取得教师资格的是（ ）。

A. 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作弊

B. 曾因醉驾被判处有期徒刑

C. 在校辱骂学生被举报

D. 因个人作风问题被学校开除

8. 下列表述中，做法合理的是（ ）。

A. 某饭馆雇用 14 岁的小米做兼职

B. 某学校附近的网吧未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

C. 有烟瘾的王老师从不在教室抽烟

D. 17 岁的荣荣被安排从事有危险的工作

9. 张老师考上在职研究生后想利用寒暑假去上课，学校以教师假期培训为由拒绝在张

老师的申请表上签字，该学校的做法（ ）。

A. 错误，学校侵犯了教师的人身自由权

B. 正确，学校需要在假期对教师进行培训

C. 正确，学校应该对教师提出工作要求

D. 错误，学校侵犯了教师的进修培训权



学海无涯 仕途有道

玉溪师院西门创业园对面学仕教育

10. 刚上初中的 12 岁的小鱼因父母闹离婚无暇顾及自己，便赌气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住，其父母知道后也只是每月定期打给小鱼生活费，对其他的事情不闻不问。小鱼父母的做

法（ ）。

A. 正确，这样避免影响小鱼的学习

B. 正确，可以帮助小鱼养成独立自主的习惯

C. 错误，其父母不应让小鱼单独居住

D. 错误，学校应当对小鱼父母予以训诫

11. 下列情形造成学生伤害事故，不应由学校承担责任的是（ ）。

A. 器械出现破损后学校明知破损却仍在使用

B. 地震造成学校房屋倒塌压倒学生

C. 学校提供的牛奶检测出大肠杆菌

D. 夏令营时，学校未告知学生安全注意事项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 ）。

A. 谷穗和齿轮 B. 麦子和齿轮

C. 谷穗和镰刀 D. 麦子和镰刀

13. 前不久，某县某中学老师遭到曝光，老师为了让学生都去参加自己开办的补课班，

故意在课堂上不讲授考试的内容。而参加过他的补课班的同学，每一次考试的成绩都很好。

该老师的做法违背了（ ）。

A. 严谨治学 B. 廉洁从教

C. 团结协作 D. 尊重家长

14. 初一（8）班的家长会结束后，晶晶的妈妈找到数学老师，希望老师可以私下给孩

子补补数学，并递给老师一个红包。数学老师回绝红包后，表示会利用课余时间辅导晶晶。

数学老师的做法（ ）。

A. 合理，符合教书育人的师德规范

B. 合理，做到了自觉抵制有偿家教

C. 不合理，没有尊重家长的意愿

D. 不合理，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15. 即将退休的陈老师拒绝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学培训活动，因为他认为教学培训针对的

应当是年轻教师。陈老师的做法不符合（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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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爱岗敬业 B. 为人师表

C. 教书育人 D. 终身学习

16. 陶行知先生曾说：“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陶行知先生的这

句话（ ）。

A. 不合理，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

B. 合理，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

C. 不合理，违反了教师职业的基本要求

D. 合理，体现出教师应关爱学生

17. 人们常用“滑铁卢”来比喻惨痛的失败，那么“滑铁卢”源于（ ）和英国、普

鲁士等联军的战争。

A. 意大利 B. 葡萄牙

C. 西班牙 D. 法国

18. 下列对天文知识的理解，表述正确的是（ ）。

A. 太阳对地球施加的引力是引起潮汐现象的唯一起因

B. 蓝月亮是一种月偏食现象

C. 天文学中常用的距离单位叫作光年

D. 赤道是地球上最长的经线

19.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是苏轼对一位盛唐诗人的评价，

下列诗句不是该诗人创作的是（ ）。

A.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B.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C.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D.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20. 《傲慢与偏见》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一反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感伤小说的内容和矫揉

造作的写作方法，生动地反映了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

生活和世态人情。其中的女主人公是（ ）。

A. 伊丽莎白

B. 苔丝

C. 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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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简 · 爱

21. 下列对元代戏剧的认识，说法正确的是（ ）。

A. 王实甫的《墙头马上》素材源自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

B. 郑光祖的《单刀会》描述了三国时关羽的故事

C. 《窦娥冤》中窦娥临行前的三桩誓言是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

D. 《汉宫秋》是根据历史上杨玉环和李隆基的故事改编而成的

22. 下列选项中，关于我国古代科技成就表述无误的是（ ）。

A. 北宋时期的蔡伦发明活字印刷术

B. 《农政全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

C. 《水经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学著作

D. 世界上最早有关哈雷彗星的记载出现在《春秋》中

23. 下图出自《历代帝王图》，相传此画是由（ ）创作的一幅历史人物肖像图。

A. 阎立本 B. 吴道子

C. 李公麟 D. 张择端

24. 《c 小调第五交响曲》的演奏像是在告诫人们不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应该掌握自己

的命运，并且随时与厄运抗争、战胜它，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才能建立起丰功伟绩。这

首曲子出自双耳失聪，但是仍然坚持创作的贝多芬，他被人称为（ ）。

A. 交响乐之父 B. 音乐神童

C. 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 D. 西方近代音乐之父

25. 以下属于老庄思想的是（ ）。

A. 重义轻利 B. 好利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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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绝圣弃智 D. 五行相生

26. 在多段落 Word 中进行整篇文档的选取，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拖住鼠标，从始至终

B. 单击头 +“Shift”+ 单击尾

C. 快速三击段中任意位置

D. Ctrl+A

27. 下列关于 Excel 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一个 Excel 文件就是一个工作簿，是计算和存储数据的文件

B. 一个工作簿中默认有 3 张工作表

C. Excel 的扩展名为 .xls

D. “G8”单元格表示第 7 行的第 8 列

28. 某学校挑选了 15 名尖子生参加市英语竞赛，由于成绩还没最后公布，教务老师仅

透露了三个信息，且只有一个信息是真的。三个信息分别是：

① 15 名学生都没有获奖

②晶晶肯定没有获奖

③ 3 班的小美获得了二等奖

由此可以判断：（ ）。

A. 所有学生都没有获奖 B. 仅有一人获奖

C. 晶晶和小美都获奖了 D. 晶晶和小美都没有获奖

29. 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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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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班里，小明是个默默无闻的孩子。个子不是很高，瘦瘦的，平日里沉默寡言，很守纪

律，成绩一般。我对他的印象也仅此而已。我开始关注小明是在一次家长会后，他的父母跟

我说，在学校很少说话的小明，到家之后竟会滔滔不绝地把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全部讲给家里

人听。

那次家长会后，我便有意地观察小明，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外向的孩子。老师不在的时

候，和同学打闹很多，只是他胆子比较小，害怕老师。当然他也有很多优点，如爱看书、很

细心等。于是，我请他每周给全班同学分享一本自己读过的书，他通过充分的准备，在本周

的读书分享会上“侃侃而谈”，获得了全班同学的热烈掌声。在我的鼓励下，渐渐地，小明

上课回答问题的次数变多了，学习也特别积极。此外，我还根据他细心的特点，安排他担任

班级的生活委员，在管理班级的同时，与老师的交流多了，他也就不再害怕老师。

久而久之，小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积极参加班级和学校的活动，在课堂上踊跃发言，

已然成了班级中的“气氛王”。

问题：

请结合材料，从学生观的角度，评析“我”的教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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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材料：

退休已久的张老师回忆起她当老师的那些年，想起有一年教师节来临之际，她

收到了许多毕业多年的学生来信，其中有一封信让张老师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曾经

班里各方面中等的小玲写来的：

张老师，我不会忘记，是您陪我走过了与病魔斗争的那些日子。那一年，突如其来的一

场大病使我没办法坚持去学校上课，情绪消沉，对生活失去信心。是您无微不至的关心，每

天放学给我补习功课，不断地给我加油打气，给了我战胜病魔的信心与勇气。让我学会了面

对人生中的挫折和逆境。我也不会忘记，您为了能和班里同学有交流的话题，开始回家看热

门动画片，开始学习小视频制作，就连“男生女生向前冲”都略知一二；您关注足球、篮球

赛事，查阅脑筋急转弯，为了让同学们上课不犯困，您私下学习《笑话大全》；对于我们的

问题，不管多简单您都认真地回答……张老师，您还记得吗？升学考试前您送给我们每人一

张我们入学时候的照片，并在每张照片背面写下您的鼓励，然后看着我们走进升学考试的考

场。我看着照片里稚嫩的自己，照片背面写着：“相信自己，阳光总在风雨后，梦想就在不

远处！”这句话至今依然给予我前进的动力，我把它贴在床头，它不断激励着我实现梦想。

问题：

请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价材料中张老师的教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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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材料：

从古至今，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和互动，都有艺术相伴。艺术是温润和滋养丝绸之路的精

神源泉和情感溪流，也是贯通丝绸之路的文化血脉。丝绸织锦、陶瓷器、乐器、歌舞、建筑、

绘画等，以其物质与艺术属性的和谐统一、实用与审美功能的相得益彰满足了丝绸之路沿线

人们的各种需求。同时，艺术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沟通了民族情感，化解了文化冲突，丝绸

之路由此千年不绝，绵延至今。人类的交流从物质交换开始，通过各种生活用品和器物的交

换，沟通着不同族群人与人的关系，而物质被赋予艺术审美特性，则改变和丰富着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美学风尚，也化解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中国丝绸、瓷器被西方人推崇，印度、波

斯、中亚音乐舞蹈对中国乐舞的影响等，是在艺术差异性中建立的新型审美关系，并发挥了

长久而特殊的功能。丝绸之路艺术从物质实用性与精神审美性两方面满足了东方与西方社会

的需求，也穿越了国家民族地域界限。丝绸之路艺术史与以往的国别艺术史、区域艺术史、

世界艺术史不同之处之一，就在于它不是“纯艺术”的历史，而是与物质结合在一起的交流

史。从学术的角度说，在人类艺术史乃至人类史的视域中研究丝绸之路艺术，避免了在狭义

的艺术视域下建构艺术史的发展逻辑，同时，提出一个艺术理论问题——“物的艺术表达”。

“物的艺术表达”的概念 ，意指物质交流负载艺术元素，同时，艺术创作及其传播对

于物质载体、材料、质地的要求、利用和催生，使得“物”蕴含丰富的艺术性和审美性，也

具有了艺术表达功能和文本叙事功能。“物的艺术表达”的研究将使丝绸之路艺术的意蕴获

得新的理解，也使得丝绸之路物质与艺术之关系获得新的阐释。瓷器和其他器物、丝绸和织

物、乐舞和乐器、建筑风格和雕塑手法等，不仅以物的实用性而且以其艺术性沟通人类审美

情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精神滋养。可以说，蕴蓄艺术审美性的丝绸之路物质交

流，或者说具有艺术品格的物质交流，就是心灵对话，就是审美意识的表达，它在一定程度

上弥合了经济利益和文化冲突造成的裂痕，这是人类艺术史上特殊的艺术现象，是丝绸之路

艺术的独特意义之所在。

丝绸之路艺术作为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艺术整体，体现了一种彼此欣赏、和而不同、

包容差异的文化精神，它的艺术趣味是异中有同，它的审美特质蕴含更多共性，它的精神追

求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和演变，其重要意义包括物质交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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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时尚和审美趣味的改变。在古代，西方曾因为远东地区的瓷器和

茶叶等的进口而创制出大量新型器物和艺术产品；中国的青花瓷餐具，改变了欧洲的饮食习

惯和室内设计。同样，来自欧洲、南亚、西亚和中亚的丰富的物质产品交流，也极大地改变

了中国和东亚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新的艺术样态。由对艺术的彼此欣赏而加深相互之间情感

交流和文化认同，可以说，不同艺术的接受就是对不同文化差异的包容和融合，艺术是温润

和滋养丝绸之路的精神源泉。

（程金城《艺术对丝绸之路的温润和滋养》）

问题：

（1）文中“物的艺术表达”的含义是什么？请简要概括。（4 分）

（2）请结合文章，对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予以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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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汉语里，“和”是一个多音字，有“和平”“和谐”之意，也可理解为“应和”

“掺和”。人与人之间相处融洽，称为“和”；社会没有战争、配合适当称为“和”；两数

相加，所得的结果也是“和”……不同的场合，它的含义不尽相同。中国人历来十分注重“和”：

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一个“和”字可引发我们许许多多的联想。

综合上述材料所引发的思考和感悟，写一篇论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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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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