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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模拟卷三 

综合素质（中学）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新课改的教学观。 

A 选项，教学从“教育者为中心”转向“学习者为中心”是指教育教学过程中，教

师要发挥其主导作用的同时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如：鼓励学生参与教学、创设智力操

作活动、教给学生思维的方法并加强训练。 

B 选项，教学从“教会学生知识”转向“教会学生学习”，是指教师在传授知识的

同时注重教授学习方法，促进学生能力发展。如：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过程、指导

学生了解学科特征，掌握学科研究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C 选项，教学从“重结论轻过程”转向“重结论的同时更重过程”，即在教学过程

中让学生经历过程、创设生活情境，生活情境要生动形象且符合实际特点、要善于引导，

教学的本质在于引导。 

D 选项，教学从“关注学科”转向“关注人”，教学中教师应关注每一位学生，关

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 

题干中教师不是灌输知识，而是让学生能够“乐学”，体现其关注到了学生的情绪

情感体验，即做到了“关注人”，故 D 选项正确。 

2.【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素质教育的内涵。 

A 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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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选项，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就是通过德育、智育、

体育、美育等的有机结合，来实现学生的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C 选项，素质教育是立足于人的个性的教育。人与人之间存在多样的个性，我们把

人的个性看作是人性在个体上的反映，是共同性与差别性的统一。因此，教育在重视人

的全面发展以外，也应当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D 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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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是

素质教育的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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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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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中，赵老师能够关注到班级中坐在后排的学生，体现了其关注到了全体学生，

故正确选项为 A。 

3.【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新课改背景下的教师观。题干中，李老师在教

学中发现问题，通过上网查询相关知识进行研究，从而形成自己的认知。这体现了李老

师能够针对问题进行研究，扮演了教育教学的研究者角色。故本题应选 C。 

选项 A，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教师要从过去仅

作为知识传授者这一核心角色解放出来，促进以学习能力为重心的学生整体个性的和谐、

健康发展。与题干表述不符，故排除。 

选项 B，从教学与课程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教师

要有课程意识和参与意识，变过去习惯的“教教材”为“用教材教”，创造性地使用国

家课程教材，积极进行国家课程地方化、校本化的实践探索，积极参与地方课程和校本

课程的建设。与题干表述不符，故排除。 

选项 D，从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来看，教师应该是社区型开放的教师。随着社会的进

一步发展，学校已不能再关起门来搞教育，而应该同社区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与题干

表述不符，故排除。 

综上，ABD 三项均与题干表述不符，故本题选择 C 项。 

4.【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具

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坚信每个学生都是可以积极成长的，是有培养前途的，是追求进步

和完善的，是可以获得成功的，因而对教育好每一个学生应充满信心。我们不能因为学

生的小错误，将学生完全否定，要看到学生未来的发展潜力，要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发

展。题干中面对成绩不良的小亮，老师进行完全否定，没有看到学生有变好的潜能，没

有看到学生是发展过程中的人，故本题选择 A 选项。 

5.【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章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适龄儿童、少

年身心发展的状况和实际情况，确定教学制度、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改革考试制

度，并改进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办法，推进实施素质教育。学校和教师按照确定的教育教

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国家鼓励学

校和教师采用启发式教育等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综上，BCD 均不符合题意，本题选择 A 选项。 



 

3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6.【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

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故本题选择 B 选项。 

7.【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学生权利的保护。 

选项 A，晨晨是小学毕业生，属于接受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享有受

完法定年限义务教育权，不让晨晨上学的行为是侵犯了晨晨的受教育权。故 A 正确。 

选项 B，晨晨父母行为是违法行为，故 B 错误。 

选项 C，班主任对于晨晨未上学行为多次进行家访，说明班主任对待教育工作认真

负责，体现了爱岗敬业的良好职业道德品质。故 C 正确。 

选项 D，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十六条第五款规定，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保障适龄未成年人依法

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监护职责。所以父母让其中途辍学的行为是违法的。故 D 正确。 

综上所述，ACD 均不符合题意，故本题选择 B 选项。 

8.【答案】A。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条规定：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

的思想品德，具备本法规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有教育教学能力，经

认定合格的，可以取得教师资格。故本题选 A。 

9.【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根据第二十一

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使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

生活。故本题选择 C 选项。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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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规定教师享有以下权利：（一）进行教育教学活

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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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

绩；（四）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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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规定教师应履行以下义务：（一）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

为人师表；（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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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三）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

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

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四）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

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五）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

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六）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

教育教学业务水平。 

综上所述，选项 D 内容属于教师的权利，不是义务。故本题选择 D 选项。 

11.【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经费

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义

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按照教职工编制标准、工资标准和学校建设标准、学生人均

公用经费标准等，及时足额拨付义务教育经费，确保学校的正常运转和校舍安全，确保

教职工工资按照规定发放。故本题选择 D 选项。 

12.【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故 ABC 选项与题意不

符，本题选择 D 选项。 

13.【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

《中小学生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中明确提出作为教师要做到爱国守法、爱岗

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和终身学习。具备教师职业道德素养是教师做好

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不管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都应该树立并践行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题干中李老师的观点是错误的，故本题选择 D 项。 

选项 A，即使作为一名新教师也应树立并践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李老师的想法是

错误的，故排除。 

选项 B，李老师应付培训的想法是敷衍塞责的表现，故排除。 

选项 C，即使李老师尚未踏入教师工作岗位，也应该自觉树立并践行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故排除。 

综上，ABC 三项均不符合题意，故本题选择 D 选项。 

14.【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

《中小学生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中明确提出作为教师要做到爱国守法、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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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和终身学习。为人师表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内在要

求，要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尊重家长，作风正派，廉洁奉

公，自觉抵制有偿家教和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题干中，“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教师无小节，处处皆楷模”都指的是教师作为学生的榜样，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故本题选择 B 项。 

选项 A，爱国守法要求教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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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干未体现此选项，故排除。 

选项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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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辅导作业。不得敷衍

塞责。题干未体现此选项，故排除。 

选项 D，关爱学生要求教师做到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公平对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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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苦和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题干未体现此选项，故排除。 

综上，ACD 三项均与题意不符合，故本题选择 B 选项。 

15.【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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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

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其中，终身学习要求教师忠崇尚科学精神，树立

终身学习理念，拓宽知识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潜心钻研业务，勇于探索创新，不断提

高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不得敷衍塞责。题干中肖老师为了让学生学好英语，网购

教程钻研业务、自主学习，使用现在流行的英语教学方法勇于探索创新，还用通过寓教

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喜欢英语，符合终身学习的要求。因此，D 选项正确。 

综上所述，ABC 选项均不符合题意，均排除，故本题选择 D 选项。 

16.【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其

中，为人师表要求教师要坚守高尚情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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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中的于老师利用职务之便收取

补课费补贴家用，做法不符合为人师表中的廉洁从教。因此选 C。 

AB 选项，于老师做法违背了廉洁从教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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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项，爱国守法要求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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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做法与爱国守法内容无关。 

综上，ABD 三项均不符合题意，本题选择 C 选项。 

17.【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音乐成就。 

选项 B，音乐剧《猫》改编自著名诗人艾略特的童话诗集《老负鼠讲述的世上的猫》，

其内涵折射人类社会，寓意深长，被誉为“英国第一部舞蹈音乐剧”。 

选项 A，《歌剧魅影》根据法国通俗小说改编，离奇、恐怖而又富有娱乐性是它的

特点，曾获得超过 50 个主要戏剧奖项。 

选项 C，《回忆》是音乐剧《猫》中最为著名的一曲，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选项 D，《悲惨世界》剧情哀伤沉重，也有很多严肃悲壮的歌，偶尔一两个轻松或

是悠扬的歌马上又会被铁和血的声音盖过。 

综上所述，本题选择 B 选项。 

18.【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中国近代史常识。魏源编制《海国图志》，它囊括

了世界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他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

用”为宗旨，总结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因此，B 选项正确。 

A 选项，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即

虎门销烟事件）。 

C 选项，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

生存”的观点。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

亡国灭种的警告。 

D 选项，张之洞是洋务运动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以维护清政

府的封建统治。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综上，ACD 三项均与题意不符合，故本题选择 B 选项。 

19.【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古代科技成就的医药古籍。《黄帝内经》是我

国现存医书中最早的典籍之一，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

末年；《本草纲目》是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著；《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

括所著。所以顺序为《黄帝内经》《齐民要术》《梦溪笔谈》《本草纲目》。因此，选择 D

选项。 

20.【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音乐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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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D，古典主义时期的贝多芬被人称为“乐圣”“交响乐之王”。 

选项 A，海顿被称为“交响曲之父”。 

选项 B，莫扎特被称为“音乐神童”。 

选项 C，舒曼被称为“音乐诗人”。 

综上所述，本题选 D。 

21.【答案】B。解析：“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

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

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故本题选 B。 

22.【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中国现当代文学。戴望舒，现代诗人。又称“雨巷

诗人”，是中国 1930 年代“现代诗派”的代表诗人。早期作品大都吟咏个人的郁郁情怀

和生活遭遇，《雨巷》《我的记忆》等作品讲究音乐性和象征性，追求意象的朦胧；后期

诗作《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表现出反抗精神，情调趋向明朗。因此，D 选

项正确。 

A 选项，张爱玲，现当代女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

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其代表作《金锁记》曾

被傅雷誉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晚年主要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

究。 

B 选项，沈从文，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原名沈崇焕。著有短篇小说集《蜜

柑》《神巫之爱》《虎雏》《八骏图》等，中篇小说《边城》等，长篇小说《旧梦》等，

散文集《记胡也频》《湘西》等。 

C 选项，赵树理，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农村题

材作品，被人们称为描写中国乡土文化的“铁笔圣手”。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小二黑

结婚》，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及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在赵树理

的影响下，山西籍作家形成了“山药蛋派”。 

综上，ABC 三项均与题意不符合，故本题选择 D 选项。 

23.【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外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是文学发展史的一个

流派，代表人物有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梅里美的《卡门》；莫

泊桑的《羊脂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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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A，雨果的作品，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故排除。 

选项 B，是大仲马的作品，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故排除。 

选项 D，是英国现代文学中儿童文学作品的杰出代表。 

综上，ABD 均与题干不符，本题选 C。 

24.【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中国戏曲。 

选项 B，《红楼梦》是越剧。 

选项 A，《霸王别姬》是京剧的代表作，故排除。 

选项 C，《花为媒》是评剧的代表作，故排除。 

选项 D，《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代表作，故排除。 

综上，ACD 三个选项均不是越剧，故此题选择 B 项。 

25.【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生活中的物理常识。 

霞指日出、日落时天空出现的彩色光象或彩色的云，是阳光通过厚厚的大气层，被

大量的空气分子散射的结果。 

当空中的尘埃、水汽等杂质愈多时，光线经空气分子和水汽等杂质的散射，霞的色

彩愈显著。 

根据瑞利散射定律，太阳光谱中的波长较短的紫、蓝、青等颜色的光最容易散射出

来，而波长较长的红、橙、黄等颜色的光透射能力很强。因此，我们看到睛朗的天空总

是呈蔚蓝色，而地平线上空的光线只剩波长较长的黄、橙、红光了。 

综上所述，①②③④都是正确的，故此题选择 D 项。 

26.【答案】D。解析：要实现这个操作，需要查找到所需的文字，进行替换即可，

因此在“开始”选项卡的“编辑”组直接选择“替换”功能，或使用快捷键“Ctrl+H”

键打开“查找和替换”对话框即可，故选择 D 选项。 

27.【答案】C。解析：A 选项反映一段时间内数据的变化或者不同项目之间的对比；

B 选项显示各个数据系列的对比；C 选项反映数据随时间或类别的变化趋势；D 选项显

示个体与整体的比例关系，数据系列相对于总量的百分比。 

28.【答案】D。解析：约数与偶数是交叉关系，D 项研究生与父亲也是交叉关系。

A 项老鹰是鸟的一种，是包含关系；B 项马和骆驼是全异关系（反对）；C 项奇数属于

整数，是包含关系。故正确答案为 D 项。 

29.【答案】A。解析：题干中，等号右边的数字是等号左边数字与前一项右边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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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加和。即 5=2+3，8=3+5，所求为 4+8=（12）。故本题选 A。 

二、材料分析题 

30.【参考答案】 

张老师的教育行为是恰当的，遵循了“以人为本”学生观的相关要求，值得其他老

师学习。 

首先，“以人为本”的学生观认为学生是发展的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材料中，

张老师并未按照学校要求硬性规范学生的绘画创作，而是看到了每个学生的发展潜力，

让他们创作自己喜欢的事物。 

其次，“以人为本”的学生观认为学生是独特的人，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材料中，

在美术课堂上，张老师让同学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作出不同的美术作品，这是看到

了他们自身的独特性。 

最后，“以人为本”的学生观认为学生是独立意义的人，是不以教师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存在。材料中，张老师认为好的美术作品就是通过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作出来

的，说明张老师把每位学生当作独立意义的人，不以教师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应该要向张老师学习，要相信学生的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的想

象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31.【参考答案】 

杨老师的教育行为符合教师职业道德的相关要求，值得肯定。 

首先，杨老师的行为体现了爱岗敬业。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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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一直兢兢业业的工作，保持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

乐于奉献，把所有心血都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当中，体现了其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  

其次，杨老师的行为体现了为人师表。即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

身作则。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材料中，杨老师处处以身作则，要求学生爱

护环境，她就先主动捡纸屑；要求学生不迟到，她就更早的去督导；要求学生认真学习，

她就先认真教学，都体现了其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 

再次，杨老师的行为体现了关爱学生。即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

公正对待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保护学生安全，关心学生健康，

维护学生权益。材料中，杨老师把班里每个学生的情况都记在心上，有学生病了或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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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了，总是第一时间去帮助，即使是学困生也不会放弃，依旧用爱和耐心去感化，都体

现了其关爱学生的职业道德。 

最后，杨老师的行为体现了教书育人。即遵循教育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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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杨老师对于学困生的教育是发现他们的闪光

点，安排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因材施教去树立他们的自信心，体现了其教书育人的职业

道德。 

总之，杨老师的行为体现了崇高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这种精神值得大力弘扬，需

要每个老师学习。 

32.【参考答案】 

（1）①通过“广种薄收”的生存策略让卵保存下来； 

②卵的外形千奇百怪，且能随风飘扬到各处； 

③大多数竹节虫的雌虫会在卵落地之前用尾部把它们弹射出去，目的是避免同类之

间为生存而相互竞争食物； 

④把卵用分泌的胶液固定在树枝上，或者散落到土块或岩壁的缝隙中，仔细地藏起

来； 

⑤卵表面有瘤状的突出，让蚂蚁充当扩散卵子的“义工”。 

（2）竹节虫防范天敌、逃生保命有多种方法。 

①竹节虫善于伪装：竹节虫身体细长，有三对纤细的足笔直地伸展在身体两侧，全

身分节明显，生来就像树枝，再加上大多情况下它们都一动不动地趴在树上，就像隐了

身一样。因此很难被鸟儿发现。 

②进食时间严格控制在两分钟左右，并且尽量保持身体不动，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天

敌的侵害。 

③能使用多刺的节肢顽强自卫，并能分泌及喷射化学物质抵御来犯之敌。 

④竹节虫十分擅长装死，通过装死来摆脱危险。其实，即使它们被认出来，活命的

概率也很大，因为很多动物不喜欢吃尸体。 

⑤竹节虫还会采取断足求生的办法逃生。假如负伤逃脱的竹节虫尚未成年，断足一

般都会再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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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题 

【参考例文】 

立身在于诚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说：“真诚与朴实是天才的宝贵品质。”诚信是立身之本、感通

之源、和谐之道、仁义之里，诚信是立德、立言、立功、立国之根本，做人要诚信，企

业要诚信，国家更要诚信。只有脚踏一方诚信的净土，方可浇灌出人生最美丽的花朵，

夯筑起国家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个人立身之本在于诚。晏殊做童子生的时候，张文节把他向朝廷推荐，皇帝召见晏

殊到朝堂下。这时皇帝正好亲自主试进士，就命令晏殊一同应试。晏殊看了看试题。他

对皇上说：“这个题目我在十天前就已经写过诗词，我还保存着诗词的稿子，希望皇上

换一个题目。”正是由于晏殊的诚信做人，让皇帝对他刮目相看，人人赞誉。古代还有

一个孟信不卖病牛的故事，一个叫孟信的人，被罢免了官职，家里穷得吃不上饭。一天，

家里人趁孟信外出，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病牛卖了，来换粮食。孟信回家后发现病牛被卖

了，就去把病牛要了回来。他对买主说，这是病牛，没什么用处了，这样的病牛不能卖

给你。孟信不卖病牛的事很快传开了，连皇帝都听说了。皇帝认为孟信是个诚实守信的

人，立刻派人召他进京，封他做了官。孟信直到年老才荣归故里。孟信靠诚实守信获得

了信誉，走出了困境。可见，人有忠信才可立于世。 

企业立身之本在于诚。同仁堂始终承诺：“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

敢减物力”，在其选药标准方面就能看出固守诚信之本。比如，人参要用吉林的、枸杞

用宁夏的、陈皮用广东新会的、僵蚕不能用僵蛹代替。是什么能够让成立于 346 年前的

一间小药铺能够供奉御药 188 年，历久不衰，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华老字号”？答案是

诚信。石家庄平山县农民张先巧在石家庄卖猪肉已有 17 个年头。她从不卖注水猪肉，

有的老顾客甚至不惜倒三次车来买肉。近日，40 岁的她意外地走红网络，被网友亲切

地称为“放心姐”。“放心姐”的经历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诚信经营必有收获，诚信经

营才是经商王道。 

国家立身之本在于诚。纵观古今，以信才可立国，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

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

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

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会得到如此高的赏赐，所以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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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提高到 50 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

他五十金。商鞅这一诚信之举为后续变法铺平了道路，新法之下国家不断强大。由此可

见，诚信才是国家经久不衰之根基。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只有以诚信为土壤，

才能开出绚烂的花，才能够带给世界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