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考前预测卷（二）

《综合素质》（小学）

（满分 150 分 时间 120 分钟）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请选出

并将其代码填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本大题共 29 小题，

每小题 2 分，共 58 分）

1. 在全县校长经验交流会上，某校校长介绍完教学改革的情况后，强调素质教育

就是减负和增加课外活动。该校长的认识（ ）

A. 是对素质教育的片面理解 B. 体现素质教育与学科教学的结合

C. 符合提升学校实力的需要 D. 符合凝练学校办学特色的需要

2. 刚开学，班主任周老师就言辞恳切地对学生讲：“迎接中考是这一年的重中之重，

关系到你们的人生发展，大家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课外活动上。”周老师的说法 （ ）

A. 合理，有利于学生复习应考 B. 合理，体现了强烈的责任心

C. 不合理，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D. 不合理，不利于学生主动发展

3. 考试结束后，又要调整座位了。赵老师排座位的原则是：考分高的学生坐在教室

的中间区域，考分低的学生坐在边角位置。赵老师的做法（ ）

A. 符合公平竞争的要求 B. 违背平等待生的理念

C. 符合因材施教的理念 D. 违背分班教学的要求

4. 俗话说“十个手指各有所长”。每个学生各有各的长处与短项，同一个年龄段的

学生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各具特色、个性纷呈。这就要求教师做到（ ）

A. 关爱学生，维护学生 B. 尊重学生，信任学生

C. 研究学生，了解学生 D. 承认差异，引导学生

5. 康老师经常在班上开展“成语知识竞赛”“演讲赛”“辩论赛”等活动，营造

运用语文知识的情境。康老师的做法有利于（ ）

A.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B. 发展学生的互补性

C.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D. 减轻教师工作压力

6. 某中学规定：教师迟到一次，罚款 10 元；缺勤一次，罚款 50 元。该校的做法

（ ）

A. 正确，学校有教师管理权 B. 正确，学校有自主办学权

C. 不正确，学校没有罚款的权利 D. 不正确，警告无效后才能罚款

7. 王某在距某初级中学不足百米处开了一家营业性电子游戏厅，允许该校学生出

入。王某的做法（ ）

A. 合法，王某具有自主经营的权利

B. 合法，王某并未强迫学生玩游戏

C.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D.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8. 某初级中学开展“法制教育日”活动，要求学生的父母配合，有些父母说：“孩

子送到学校，学校就应负责他的所有教育，我们平时工作忙，哪有时间管呢？”

父母的做法（ ）

A. 正确，学校不能推卸自己的教育责任

B. 正确，父母没有承担法制教育的责任

C. 不正确，父母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有直接责任



D. 不正确，学校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负全责

9.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了战略发展

目标，下列关于教育战略目标的选项中，不正确的是（ ）

A. 到 2020 年，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B. 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C. 到 2020 年，终身教育体系全面形成

D.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1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规定，为保障教师完成教学任务，下列有

关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职责

的说法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提供教育教学设施和设备

B. 提供必需的图书、资料及其他教育教学用品

C. 对教师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中的创造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D. 支持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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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某县教育行政部门为推进当地教育发展，决定设置一批重点学校并给予财政、

师资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设置重点学校有利于提高教育发展水平

B. 设置重点学校有利于打造本地教育品牌

C.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无权设置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

D.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权设置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

12. 学生李某因在上课时嬉戏打闹，被班主任罚打手心 30 下。班主任的这种做法

（ ）

A. 正确，有利于维护课堂教学秩序 B. 错误，不能对学生实施体罚或变相体罚

C. 正确，这是教师惩戒学生的权利 D. 错误，对学生的体罚应当适度

13. 尽管工作压力大，事务繁杂，朱老师始终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用微笑面对

每一个学生。这体现了朱老师（ ）

A. 身体素质良好 B. 职业心理健康

C. 教学水平高超 D. 学科知识丰富

14. 有位学生将几片纸屑随意扔在走廊上，王老师路过时顺手捡起并丢进垃圾桶，

该学生满脸羞愧。王老师的行为体现的职业道德是（ ）

A. 廉洁奉公 B. 为人师表

C. 爱岗敬业 D. 热爱学生

15. 某地教育行政部门在暑假组织教师参加业务培训。该教育行政部门的做法

（ ）

A. 正确，教师应终身学习 B. 正确，教师应无私奉献

C. 错误，占用教师的休息时间 D. 错误，教师已储备足够知识

16. 面对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新来的班主任说：“新学员到来了，你们的人

生也翻开了新的篇章。以前的你们是怎样的，我不想知道，老师只想看到现在的

你们有多棒！”这表明班主任（ ）

A.关爱全体学生 B.未能严慈相济

C.保护学生隐私 D.未能因材施教

17. 下列画家中，把科学与艺术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当时的绘画表现水平发

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是（ ）



A. 拉 斐尔 B.凡·高 C.达·芬奇 D.毕加索

18. 一半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另一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名画是（ ）

A. 清明上河图 B. 富春山居图

C. 六君子图轴 D. 韩熙载夜宴图19.

中国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是（ ）

A. 太平岛 B. 南成岛

C. 中业岛 D. 黄岩岛

20.杜甫诗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中“锦官城”指的是（ ）

A. 开封 B. 北京 C. 南京 D. 成都

21.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鲁迅作品人物形象的是（ ）

A. 鸣凤 B. 涓生 C. 祥林嫂 D. 孔乙己

22.下列古典名曲与王维的送别诗歌有关的是（ ）

A. 《高山流水》 B. 《阳关三叠》

C. 《梅花三弄》 D. 《平沙落雁》

23. 在我国文学史上，依次被称为“诗仙”“诗圣”“诗鬼”的唐代诗人是（ ）

A. 杜甫；李白；贾岛 B. 李白；杜甫；李贺

C. 李白；杜甫；白居易 D. 杜甫；李白；李商隐

24.下列作品不是达·芬奇创作的是（ ）

A. 《向日葵》 B. 《最后的晚餐》

C. 《岩间圣母》 D. 《蒙娜丽莎》

25.下列选项中，作品与国别对应不正确的是（ ）

A. 《伊利亚特》——古希腊 B. 《源氏物语》——日本

C. 《格斯尔传》——印度 D. 《百年孤独》——哥伦比亚

26. 在 PowerPoint 中，下列视图模式可用于播放幻灯片的是（ ）

A.大纲模式 B.幻灯片模式

C.幻灯片浏览模式 D.幻灯片放映模式

27.在 Word“字体”对话框中，不能对文字进行的操作是（ ）

A. 缩减 B. 字符距离

C. 字形 D. 字体颜色

28.按规律填数字是一种很有趣的游戏，特别锻炼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下列各组

数字，填入数列“1、3、7、13、23、□、□、107”空缺处，正确的是（ ）

A. 28 57 B. 29 61 C. 37 59 D. 39 65

29.某科室共 n 人，如果“该科室所有的人都是四川人”，“该科室所有的人都

不是四川人”，“该科室有的人不是四川人”中有一句是假话，则下列必然为真的

是（ ）

A. 该科室科长是四川人 B. 该科室科长不是四川人

C. 该科室只有一人是四川人 D. 该科室只有一人不是四川人

二、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14 分，共 42 分）

30.有一道测试题，从下面 3 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位能造福人类的，你会选谁?第一个，

他信巫医和占卜，有两个情妇，有多年的吸烟史，而且嗜酒如命；第二个， 曾经两

次被赶出办公室，每天要到中午才肯起来，读大学时曾经吸过毒，每晚都要喝许

多白兰地；第三个，曾是国家的战斗英雄，保持着素食习惯，从不吸烟，



也不喝酒，年轻时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三个，

但没想到却是错的。有史料记载:第一个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二个是丘吉尔，

第三个是希特勒。这不禁引起了人们的思索，没有想到，罗斯福和丘吉尔这样的大

好人，身上还有这样的缺点；而希特勒，这个杀人的魔鬼，他的身上竟还有如此多

的闪光点。

请结合材料，用现代学生观来分析这个案例

31.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绿之风希望小学教师李芳，从教以来，29 年如

一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出

不平凡的业绩;她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健全的人格培养，用

自己的言行感染学生;她不断学习，始终坚持用最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教育学生，

总是以新的课程理念打造每一堂课，她的课生动活泼、充满激情，深受学生喜爱;她

始终把每一个学生都看作自己的孩子，对所教学生的性格、爱好、家庭情况都了如指

掌，尽心帮助每一名困难学生，是学生心中的好老师、好“妈妈”。在学生面临危

难的生死一瞬间，她挡在学生身前，用生命完成了最后一堂课!

请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对该案例进行分析。

32.论诚意

朱自清

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品性一半是生成，



一半是教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儿的为人。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

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算总账。君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不过一个

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

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诈伪的时候，这也是出于自然。还有一层，

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地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那局势。这就是态度。态度

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

出于必要，出于处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

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严格

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恳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

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这样用“虚伪”那个词，又似乎太宽泛了一些。

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同样犯了笼统的毛病。一般人

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诚实的品性确是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哪方面，

完人或圣贤总是很少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诚意

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同，无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

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

不是诚恳的态度。这些人主张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

一见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了。即使是熟人，毫无节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

妇算是熟透了的，有时还得“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

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客气要

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

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些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但

是这些其实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 这

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请作主客或陪客，送礼的情形，

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不是有无的分别。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送礼有回礼，

也只是回答诚意。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

有一个人送年礼，转来转去，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里。他觉

得虚伪无聊，当作笑谈，笑谈确乎是的，但是诚意还是有的。

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份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

得算是诚恳，有诚意。

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

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戏，可是只要为

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现在人常说，

“我是很有诚意的”，自己标榜自己。大有卖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概不

会如此。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 强调自己的态

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儿。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

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些戏味。

（有删节）

问题：

（1）如何理解“客气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

太贱了。”在文中的含意？（6 分）

（2）文章围绕“诚意”展开讨论，请分析文章的思路。（8 分）



三、写作题（本大题 1 小题，50 分）

33. 在一节科学课上，老师正拿着一只蚯蚓讲解相关知识，一位学生突然问蚯蚓是

什么味道，老师抱歉地说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尝过。这位学生接着问可不可以尝

尝，老师说当然可以。学生又问尝了能否加分，老师告诉他当然能。于是， 这位学

生把蚯蚓洗干净尝了一口，并把蚯蚓的味道讲给大家听，引起同学们一片惊叹。

老师表扬了这位学生，并给他“创造力表现”一项上加了 10 分。后来， 这位学

生成了著名的生物学家。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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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