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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综合素质》（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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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宇小朋友是幼儿园园长的孙子。在幼儿园里，李老师总是特别关注鑫宇， 给鑫宇

更多的表现机会。李老师的做法（ ）。

A. 正确，有利于和园长搞好关系

B. 正确，有利于促进鑫宇的成长

C. 错误，违背了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D. 错误，违背了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

2. 幼儿园大班的朱老师认为，幼儿园教学应该为升入小学做好准备，所以总是教给小

朋友们一年级甚至更高年级的知识，难度远超小朋友们的能力范围。朱老师的做法（ ）。

A. 错误，应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顺序施教

B. 正确，这样做是为孩子的未来考虑

C. 错误，忽视了个体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性

D. 正确，有助于提高幼儿园的教学水平

3. 幼儿园的刘老师经常会将矿泉水瓶、快递纸箱、卫生纸卷筒等废物变为“宝物”，

使之成为课堂中的神奇教具。这体现了（ ）。

A. 教师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B. 教师是幼儿学习活动中的支持者、引导者

C. 教师是幼儿学习活动中的合作者

D. 教师是幼儿的倾听者、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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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园长在指导新教师的时候说道：“幼儿对于新的事物总是充满了好奇，我们作为老

师，要学习和掌握丰富的知识，为学生答疑解惑，激发他们探索与求知的兴趣，这是十分重

要的。”园长此处强调教师应当具备的是（ ）。

A. 幼儿发展知识 B. 通识性知识

C. 保教知识 D. 领域知识

5. 幼儿园大（3）班的小朋友小薇，某天放学的时候发现她的水晶橡皮泥找不到了，急

得大哭起来。孟老师怀疑是小薇的同桌小明偷偷将其拿走了，便将小明强制留在教室，并进

行搜身。孟老师的做法（ ）。

A. 不合法，侵犯了小明的人身自由权

B. 合法，这是为了帮小薇找到遗失物

C. 合法，教师有管理幼儿的权利

D. 不合法，侵犯了小明的隐私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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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D.《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7. 5 岁的方方在绘画活动中呼呼大睡，老师发现后大发雷霆，将其提到走廊上罚站。

老师的做法（ ）。

A. 正确，老师可适当对学生实施体罚

B. 正确，老师有权维护课堂秩序

C. 不正确，违反了老师不得体罚学生的规定

D. 不正确，没有关注到学生的个别差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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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讨，幼

儿园和当地教育局准备解聘张老师或者给予张老师行政处分。幼儿园和当地教育局的做法

（ ）。

A. 错误，幼儿园或教育局不能解聘老师

B. 错误，幼儿园或教育局不能给予老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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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确，幼儿园或教育局可以以任何理由给予张老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

D. 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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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未成年人工

作应遵循的原则的是（ ）。

A. 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B. 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C. 学校保护与社会保护相结合

D. 教育与保护相结合

10. 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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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一种首要考虑。

A. 儿童的身体健康 B. 儿童的最大利益

C. 儿童的身心健康 D. 儿童的最大权利

11. 近期，某幼儿园各个楼层及教室墙面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重新粉刷，教室内能够闻

到强烈的油漆味道，导致多个幼儿回家后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经医院检测，结果为轻度

中毒。对此应负主要责任的是（ ）。

A. 幼儿园老师 B. 教育局

C. 幼儿家长 D. 幼儿园

12. 宪法规定的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 ）。

A. 国家主席 B.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D. 国务院

13. 张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知识，于是利用课余时间观摩学习其

他教师的教学方法，并在当地图书馆查阅关于幼儿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总结并改进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水平。张老师的做法（ ）。

A. 正确，体现了张老师关心爱护全体学生

B. 正确，教师应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学习新知识

C. 错误，教师应廉洁从教，不能为学生补课

D. 错误，教师不能一味模仿他人的教学内容

14. 下列漫画中，该老师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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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没有做到关爱学生

B. 违反了爱国守法的师德要求

C. 做到了爱岗敬业

D. 体现了为人师表的师德要求

15. 现在很多幼儿园学生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在小学阶段能够取得优异成

绩，经常送孩子去辅导班提前学习小学的知识。王老师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因为分数不应

当成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学生的全面发展才是最重要的。王老师的看法（ ）。

A. 不合理，不利于学生的长久发展

B. 合理，符合教书育人的师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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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幼儿园的潘老师喜欢新潮的打扮，经常穿着超短裙来上课，这种做法（ ）。

A. 正确，老师的个人穿着打扮是自由的

B. 正确，人人都有爱美之心，可以理解

C. 错误，违背了严慈相济的教育理念

D. 错误，违背了为人师表的教育理念

17. 我国的传统节日中，有赏花灯、吃汤圆等习俗的是（ ）。

A. 春节 B. 元宵节

C. 端午节 D. 中秋节

18. 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学著作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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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山海经》 B.《水经注》

C.《徐霞客游记》 D.《老残游记》

19.《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等耳熟能详的童话故

事出自著名的童话集（ ）。

A.《格林童话》 B.《一千零一夜》

C.《安徒生童话》 D.《伊索寓言》

20. 郑板桥为“扬州八怪”之一，下列哪一幅为他的代表作？（ ）

21. 中国古代有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的雅称，比如“松使者”是指墨。那么“润笔”是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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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清洗毛笔 B. 研磨墨汁

C. 在画作上题字 D. 写字、作画的稿费

22. 老百姓的徭役赋税负担沉重，刑法苛毒，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中国爆发了

（ ），这次起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A. 绿林起义 B. 黄巾起义

C. 大泽乡起义 D. 太平天国运动

23. 在自然界中，有“智慧元素”之称的是（ ）。在我国 1000 多万智力残障的人

中，80% 的人系缺乏该元素所致。

A. 碘 B. 硒

C. 铁 D. 锌

24. 下列表述中，对我国林区的认识错误的是（ ）。

A. 东北林区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林区

B. 西南林区主要植被类型为温带针阔叶混交林

C. 西南林区是我国重要的热带经济林区

D. 东南林区主要以人工林和次生林为主

25. 宋代大文豪苏轼在游览庐山时，曾经写出（ ）的著名诗句。

A.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B.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

C.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D.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26.在 Word 中，关于“格式刷”功能的描述，错误的是（ ）。

A.快捷键是“Ctrl+Shift+C”和“Ctrl+Shift+V”

B.使用之前要先用光标选中文档中的带格式的文字

C.双击“格式刷”按钮可将相同格式应用到文档中多个位置

D.双击“格式刷”按钮后，其功能不会因键入文字后而中断

27. 张老师想对《诗经》这一课的 PPT 进行修改，可以在（ ）下进行修改。

A. 浏览视图 B. 放映视图

C. 普通视图 D.Web 版式视图

28. 新新、冉冉、阿望、梅梅是粉笔的四位老师，每人负责一门课程的教研工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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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负责综合素质，一人负责语文学科，一人负责中学科目二，一人负责小学科目二。已知：

（1）新新不负责综合素质，也不负责小学科目二。

（2）梅梅不负责综合素质，也不负责中学科目二。

（3）冉冉不负责综合素质，也不负责小学科目二。

（4）阿望不负责中学科目二，也不负责小学科目二。

（5）如果新新不负责中学科目二，那么阿望也不负责综合素质。

下列推论正确的是（ ）。

A. 新新负责中学科目二、梅梅负责小学科目二

B. 梅梅负责语文学科、冉冉负责中学科目二

C. 冉冉负责语文学科、阿望负责小学科目二

D. 阿望负责综合素质、新新负责语文学科

29. 找规律填数字是一种很有趣的游戏，特别锻炼观察和思考能力。下列数字中，填入

数列“1，6，4，7，8，（ ）”空缺处正确的是（ ）。

A. 11 B. 12

C. 13 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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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我的活动课都是小朋友自主地“瞎玩”。很多孩子毕业多年后，每每给我寄

卡片也好，回幼儿园来看望我也好，几乎都会说：“老师，我最怀念的就是您的自由活动时

间！”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

“自由活动”，顾名思义就是要开展各种活动。而事实上，在唯成绩论的今天，很多幼

儿园老师都把活动课变成了识字课、算术课，生怕自己班的孩子学的比别人少，而我一直坚

持开展“真正的”活动课。

在上一周，我设计了户外游戏——小白兔采蘑菇，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小朋友模仿小白兔，

在活动中尽情地玩耍。小孩子最喜欢蹦蹦跳跳，在蹦蹦跳跳中，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弹跳能力，

又让他们学会了互帮互助，体验到了合作的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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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的心里也暖

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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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请结合材料，从教育观的角度，评析“我”的教育行为。

31. 材料：

汪老师刚毕业，是一名走上幼儿园工作岗位的新教师，他负责教孩子们绘画、做游戏等。

一段时间后，有些家长向幼儿园反映：汪老师一点儿也不关心孩子，看到孩子在生活上需要

帮助时总是避开，甚至连看到孩子课间打架也不管。有家长找汪老师沟通，汪老师也是爱答

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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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请根据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对汪老师的行为进行分析。

32.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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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原创戏剧文学缺失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中国当代话剧要想发展，必须找回这些缺

失的东西。当代原创戏剧文学从整体上看，缺少深切而真挚的人文情怀，缺少强有力的人道

主义精神。戏剧是“人学”，从古至今，戏剧存在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的“人学深度”，而

人道主义、人文关怀是戏剧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在精神，是戏剧产生“人学深度”的重要原因，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戏剧流派，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但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丢失的，一旦丢

失，戏剧就成了空壳，成了各种形式手段的杂耍和小玩闹。

我认为当前国内戏剧原创最薄弱、最欠缺的首先是这个。不少原创剧作在经营故事、建

构情节、寻找特定表达形式、使用各种现代舞台手段上多有可取之处，加上导演、舞美、演

员等方面的强力合作和大笔投入，演出往往不乏光彩，但它们常常经不起咀嚼，经不起深究，

主要是它们的“人学”含量不足，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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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当代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愈来愈薄弱。现实主义戏剧，或者往大了说现实主义戏剧

精神，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冷落和忽视。这些年，各种各样

的戏剧多起来了，以现实主义名义和方法创作的戏剧也不少，但其中“伪现实主义”、低水

平的现实主义作品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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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万唤不

出来，很是令人忧虑。

话剧已历百年，这一百年间，曹禺、老舍等老一辈戏剧家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

《雷雨》《日出》《原野》《茶馆》等没有一部不是现实主义的力作，代表了中国话剧的最

高水准，他们为中国当代戏剧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在他们的现实主义戏剧里，我们

感受到了中国戏剧的力量，感受到了曹禺、老舍们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对人性的深度体

察和解剖，对生命的关爱与悲悯，对中国人情感世界和内心深处种种复杂微妙的律动的精细

刻画。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话剧出现了许多变数，但仍然有许多优秀作品和优秀

作家，受到了曹禺、老舍们创立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滋养和哺育，在《小井胡同》《天下第一

楼》等许多优秀的当代剧作里，我们总是能感受到这种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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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发展既要扬弃、要创新，也要承接，中国当代戏剧文化更应该如此。今天的中国话

剧一个非常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建立起自己的现实主义戏剧传承链条。中国话剧越是走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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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这个链条越不应该断裂，不应该出现空白和盲点。当今中国话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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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1）文章认为当代原创戏剧文学缺失的“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请简要概括。（4 分）

（2）文章认为当代原创戏剧缺失“很重要的东西”的表现是什么？如何解决？请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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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师。一天，苏格拉底问正在雕刻石狮子的父亲，怎样才能成为一

个好的雕刻师。父亲说：“看，拿这头石狮子来说吧，我并不是在雕刻它， 我只是在唤醒

它。”父亲进一步解释说：“狮子本来就沉睡在石块中，我只是将它从石头的监牢里解救出

来而已。”在父亲的影响下，苏格拉底成为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因为他

把自己心中的“石狮子”唤醒并解救出来了。

综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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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