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小学）》模拟

试卷二

注意 事项 ：

1.考试 时间 为 120 分钟 ，满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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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小题 ，每 小题 2 分， 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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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相长 ”“ 及时 而教 ” 等教 育思 想最 早出 自我 国的 ( )。

A.《中 庸》 B.《大 学》 C.《论 语》 D.《学 记》

2.张老 师课 前宣 布： “今天 讲课 的内 容非 常重 要， 讲完 后当 堂进 行

测验 。”随后 学生 精神 抖擞 、全神 贯注 地投 入听 课 ，课堂 秩序 井然 。这

种情 况下 形成 的纪 律属 于( )。

A.自我 促成 的纪 律 B.任务 促成 的纪 律 C.规则 促成 的纪 律 D.集体

促成 的纪 律

3.小玮 的妈 妈正 在准 备晚 饭， 小玮 放学 回家 刚进 门就 闻到 阵阵 饭菜

的香 味儿 。可 是过 一会 小玮 就闻 不到 了， 这种 现象 属于 感觉 的 ( )。

A.适应 B.联觉 C.统合 D.对比



4.小颖 在学 习英 语过 程中 ，经 常会 觉得 自己 陷入 了 “ 怪圈 ”不会 再

进步 了， 甚至 觉得 自己 突然 退步 了。 这种 现象 在心 理学 上称 为 ( )。

A.挫折 现象 B.回退 现象 C.抑制 现象 D.高原 现象

5.学生 聪聪 认可 自己 的实 力与 成绩 ，日 常生 活中 表现 出自 信、 独立

等特 质，渴望 得到 审视 与评 价 ，重视 名利 ，一旦 这种 需要 得到 满足 ，聪

聪就 会感 到自 信，否则 就会 产生 自卑 或叛 逆 ，按照 马斯 洛需 要层 次理 论 ，

聪聪 的行 为属 于( )。

A.自我 实现 的需 要 B.归属 和爱 的需 要 C.安全 的需 要 D.尊重 的需

要

6.鲁班 爬山 时， 手不 小心 被一 种丝 茅草 割破 ，草 叶边 缘的 毛刺 就是

“利器 ”，锯子 的雏 形就 这样 产生 了。这种 创造 活动 的心 理影 响机 制是

( )。

A.功能 固着 B.迁移 C.定势 D.原型 启发

7.炎热 的夏 天，兰兰 在户 外活 动时 ，出现 头晕 、恶心 等现 象 ，对此 ，

教师 应采 取的 正确 处理 方法 是 ( )。

A.送往 医院 ，接 受治 疗

B.将兰 兰抱 到阴 凉通 风的 地方 ，解 开衣 领， 冰敷 头部

C.中暑 属于 正常 现象 ，不 用处 理

D.通知 家长 ，征 求家 长意 见再 处理



8.魏巍 在《我的 老师 》一文 中提 到 ：“我们 见了 她 (蔡老 师 )不由 得就

围了 上去 。即使 她写 字的 时候 ，我们 也默 默地 看着 她 ，连她 握笔 的姿 势

都急 于模 仿。 ”这一 叙述 体现 了学 生的 ( )特点 。

A.可塑 性 B.向师 性 C.复杂 性 D.创造 性

9.“ 教育 必须 为社 会主 义现 代化 建设 服务 ，必须 与生 产劳 动相 结合 ，

培养 德、智 、体等 方面 发展 的社 会主 义事 业的 建设 者和 接班 人 。”以上

一段 教育 目的 的表 述出 自( )。

A.《关 于教 育工 作的 指示 》 B.《宪 法》

C.《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教 育法 》 D.《 中共 中央 关于 教育 体制 改革 的决

定》

10.教师 不直 接将 学习 内容 提供 给学 生， 而是 为学 生创 设问 题情 境 ，

引导 学生 去探 究和 发现 新知 识和 问题 的方 法是 ( )。

A.讲授 法 B.发现 法 C.掌握 学习 法 D.讨论 法

11.知道 了“长方 形的 四个 顶角 都是 直角 ”，而正 方形 是长 方形 的一

个特 例，那就 很容 易理 解“ 正方 形的 四个 顶角 都是 直角 ”。这种 同化 模

式属 于( )。

A.上位 学习 B.下位 学习 C.组合 学习 D.推理 学习

12.抵抗 外界 诱惑 的能 力属 于( )。

A.道德 认知 B.道德 情感 C.道德 意志 D.道德 行为



13.低年 级的 小明 擅自 离开 座位 王老 师不 予理 会 ，转到 表扬 那些 坚持

不动 的学 生， 小明 也不 擅自 离开 座位 了， 王老 师用 到的 是 ( )。

A.直接 强化 B.自我 强化 C.替代 强化 D.间隔 强化

14.在教 学《为中 华之 崛起 而读 书》时，孙老 师将“感受 少年 周恩 来

的博 大胸 怀和 远大 志向 ，树立 为国 家繁 荣和 民族 振兴 而刻 苦学 习的 远大

理想 ”拟定 为教 学目 标之 一。 该目 标属 于 ( )。

A.知识 性目 标 B.过程 性目 标 C.技能 性目 标 D.情感 性目 标

15.儿童 思维 开始 逐渐 的去 集中 化 ，能够 处理 部分 与整 体的 关系 ，进

行一 些逆 向的 逻辑 推理 ，是 ( )儿童 的主 要成 就。

A.前运 算阶 段 B.形式 运算 阶段

C.具体 运算 阶段 D.感知 运动 阶段

16.美国 著名 教育 学家 、课程 理论 专家 ( )是现 代课 程理 论的 重要 奠基

者，也是 科学 化课 程研 究的 集大 成者 ，被誉 为“ 现代 课程 理论 之父 ”“当

代教 育评 价之 父” 。

A.杜威 B.卢梭 C.拉尔 夫· 泰勒 D.裴斯 泰洛 齐

17.为发 展学 生的 兴趣 爱好 和个 性特 长而 开设 的课 程是 ( )。

A.必修 课程 B.校本 课程 C.地方 课程 D.选修 课程

18.语文 老师 为了 让学 生们 对“春天 ”认识 的更 加清 晰 ，不仅 带同 学

们去 公园 观察 新开 的花 ，而且 从网 上下 载了 许多“ 冰水 融化 ”“小树 发



芽”等有 着春 天气 息的 图片 供学 生们 观看 。语文 老师 的教 学主 要体 现了

教学 原则 中的 ( )。

A.创造 性原 则 B.巩固 性原 则 C.系统 性原 则 D.直观 性原 则

19.小明 考试 前非 常紧 张，忧心 忡忡 ，考试 时不 停地 冒汗 ，总是 想上

厕所 ，发 挥失 常， 他的 这种 症状 属于 ( )。

A.考试 焦虑 症 B.考试 强迫 症 C.考试 抑郁 症 D.考试 阵发 性紧 张症

20.在课 堂教 学过 程中 ，李教 师编 制了 一些 练习 题 ，让学 生做 ，以判

断学 生的 掌握 程度 ，李 老师 所运 用的 评价 方法 是 ( )。

A.安置 性评 价 B.诊断 性评 价 C.总结 性评 价 D.形成 性评 价

二、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3 小题 ，每 小题 10 分， 共 30 分 )

21.简述 科尔 伯格 的道 德发 展阶 段论 。

22.《中小 学教 师职 业道 德规 范 》中 ，对教 师为 人师 表方 面作 出了 哪

些要 求?

23.简述 课外 活动 的作 用。

三、 材料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小题 20 分， 共 40 分 )阅读 材

料， 并回 答问 题。

24.材料

学生 小刚 在老 师上 课写 板书 时， 手指 常常 不自 觉地 敲打 桌子 ，发 出

“嗒嗒 嗒 ”的响 声 。有的 老师 警告 说：“是谁 ?不想 听课 就出 去 !”可是

这种 情况 总也 制止 不住 。一位 音乐 老师 上课 时发 现了 这个 情况 ，课后 找

到小 刚。小刚 怯生 生地 站在 老师 面前 ，等待 老师 批评 。但是 老师 没有 责

备他 ，而是 笑着 说：“我发 现你 节奏 感非 常好 。你可 以参 加学 校的 乐队 ，



做一 名鼓 手。 但有 一个 条件 ，你 在上 课时 要认 真听 课， 遵守 课堂 纪律 ，

不要 再敲 桌子 了，好吗 ?”小刚 点点 头 ，热泪 盈眶 。他在 乐队 里很 努力 ，

进步 很快 ，而 且上 课再 也不 敲桌 子了 。

(1)案例 中的 音乐 教师 在教 育过 程中 主要 体现 了哪 条德 育原 则 ?

(2)音乐 老师 的做 法对 你未 来的 教育 教学 工作 有哪 些启 发 ?请简 要分

析。

25.材料 ：

小明 和小 华是 同桌 ，某次 考试 中均 得 85 分 。小明 开心 的说 ：“ 我太

幸运 了，昨天 做了 套模 拟题 ，居然 有 3 道题 重复 。”小华 却嘟 囔着 嘴说 ：

“哎 ，我已 经复 习的 很充 分了 呀 ，可是 还有 几个 题目 不太 明白 ，最后 一

个题 用哪 个公 式呢 ?看来 ，我 还得 好好 的看 看。 ”

问题 ：

根据 归因 理论 ，分 析两 个人 各自 的归 因要 素是 什么 。作 为老 师， 该

如何 引导 学生 的进 一步 发展 ?

四、教学 设计 题(本大 题有 6 小题 ，任选 1 小题 作答 ，多答 只按 第 1

小题 计分 ，40 分。考生 可按 照所 学专 业方 向 ，选择 作答 。26 为中 文与

社会 ，27 为数 学与 科学 ，28 为英 语 ，29 为音 乐 ，30 为体 育 ，31 为美

术)请用 2B 铅笔 在答 题卡 上将 所选 题目 的题 号涂 黑， 未涂 或多 涂均 无

分。

26.请认 真阅 读下 文， 并按 要求 作答 。

白杨



车窗 外是 茫茫 的大 戈壁 ，没 有山 ，没 有水 ，也 没有 人烟 。天 和地 的

界限 并不 那么 清晰 ，都 是浑 黄一 体。

从哪 儿看 得出 列车 在前 进呢 ?

那就 是沿 着铁 路线 的一 行白 杨树 。每 隔几 秒钟 ，窗 外就 飞快 地闪 过

一个 高大 挺秀 的身 影。 一位 旅客 正望 着这 些戈 壁滩 上的 卫士 出神 。

“爸爸 ， ”大孩 子摇 着他 的腿 ， “你看 那树 多高 !”

爸爸 并没 有从 沉思 中回 过头 来， 倒是 旁边 的妹 妹插 嘴了 ： “ 不， 那

不是 树， 那是 大伞 。”

“哪有 这么 大的 伞 !”

“你看 它多 直 !” 妹妹 分辨 着。

“它是 树， 不是 伞 !” 哥哥 肯定 地说 。

小小 的争 论打 断了 爸爸 的思 路， 他微 笑着 ，慢 慢地 抚摸 着孩 子们 的

头，说：“这不 是伞 ，是白 杨树 。”哥哥 还不 满足 ：“为什 么它 这么 直 ，

长得 这么 大?”

爸爸 的微 笑消 失了 ，脸 色变 得严 肃起 来。 他想 了一 会儿 ，对 儿子 和

小女 儿说 ：“ 白杨 树从 来就 这么 直。哪儿 需要 它，它就 在哪 儿很 快地 生

根发 芽，长出 粗壮 的枝 干。不管 遇到 风沙 还是 雨雪 ，不管 遇到 干旱 还是

洪水 ，它 总是 那么 直， 那么 坚强 ，不 软弱 ，也 不动 摇。 ”

爸爸 只是 向孩 子们 介绍 白杨 树吗 ?不是 的， 他也 在表 白着 自己 的心 。

而这 ，孩子 们现 在还 不能 理解 。他们 只知 道爸 爸在 新疆 工作 ，妈妈 也在

新疆 工作 。他们 只知 道爸 爸这 次回 到奶 奶家 来，接他 们到 新疆 去念 小学 ，



将来 再念 中学 。他 们只 知道 新疆 是个 很远 很远 的地 方， 要坐 几天 火车 ，

还要 坐几 天汽 车。

现在 呢， 孩子 们多 了一 点知 识。 在通 向新 疆的 路上 ，有 许许 多多 白

杨树 。这 儿需 要它 们， 它们 就在 这儿 生根 了。

爸爸 搂着 孩子 ，望 着窗 外闪 过去 的白 杨树 ，又 陷入 了沉 思。 突然 ，

他的 嘴角 又浮 起一 丝微 笑，那是 因为 他看 见火 车前 进方 向的 右面 ，在一

棵高 大的 白杨 树身 边， 几棵 小树 正迎 着风 沙成 长起 来。

晰 伞 抚 绍 疆 陷

请根 据上 述材 料回 答下 列问 题：

(1)试对 上文 进行 文本 解读 。 (10 分 )

(2)如指 导中 年级 小学 生学 习本 文 ，试拟 定教 学目 标及 教学 重点 。(10

分)

(3)为本 课设 计一 则板 书并 说明 理由 。 (20 分 )

27.请认 真阅 读下 列材 料， 并按 要求 作答 。



根据 上述 材料 完成 下列 任务 ：

(1)简述《义务 教育 数学 课程 标准 (2011 版 )》中“空间 观念 ”的主 要

内容 。(8 分)

(2)如指 导低 年段 学生 学习 这一 内容 ，试 拟定 教学 目标 。 (12 分 )

(3)依据 拟定 的教 学目 标， 设计 导入 环节 并说 明理 由。 (20 分)

28.请认 真阅 读下 列材 料， 并按 要求 作答 。



请根 据上 述材 料完 成下 列任 务：

(1)列举 至少 两种 小学 课堂 常用 的导 入方 法。 (10 分)

(2)如指 导小 学生 学习 ，试 拟定 教学 目标 。 (10 分 )

(3)根据 拟定 的教 学目 标 ，设计 新授 环节 和操 练环 节的 教学 活动 并说

明理 由。 (20 分 )

29.认真 阅读 下列 材料 ，并 按要 求作 答。

要求 ：



(1)简要 分析 该歌 曲的 特点 。 (10 分 )

(2)如指 导该 年级 小学 生学 唱该 歌曲 ，试 拟定 教学 目标 。 (10 分 )

(3)依据 拟定 的教 学目 标 ，结合 该歌 曲的 学习 ，设计 导入 环节 并说 明

设计 意图 。(20 分)

30.请认 真阅 读下 列教 材， 并按 要求 作答 。

动作 要点 ：前 翻时 蹬地 、收 腹、 屈膝 、举 臀使 身体 穿过 两臂 慢慢 下

落;后翻 时提 臀、 收腹 ，使 身体 穿过 两臂 慢慢 回落 。

请根 据上 述材 料完 成下 列任 务：

(1)简要 说明 “ 穿臂 前后 翻技 术动 作” 的教 学重 点、 难点 。(10 分)

(2)如果 指导 水平 三的 学生 练习 ，试 拟定 教学 目标 。 (10 分 )

(3)依据 拟定 的教 学目 标， 设计 技术 教学 环节 的步 骤并 说明 设计 理

由。 (20 分 )

31.认真 阅读 下列 材料 ，并 按要 求作 答。



请根 据上 述材 料完 成下 列任 务：

(1)简述 什么 是连 续纹 样 ?(10 分)

(2)如指 导中 年段 小学 生学 习， 试拟 定教 学目 标。 (10 分)

(3)依据 拟定 的教 学目 标 ，设计 新授 环节 的教 学活 动并 说明 理由 。(20

分)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安徽省教师网 

（http ://www.ahjszgw.com/）或关注公众号：安徽省教师网。 

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 

1.  【关注公众号，回复答案即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2.  回复咨询，与老师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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