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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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名 某幼 儿园 的小 朋友 ，因 为在 音乐 活动 中自 言自 语， 被老 师用

封箱 胶带 施以 “封嘴 ” 的惩 罚。 下列 关于 该老 师问 题处 理方 式的 说法 ，

不正 确的 是( )。

A.该老 师没 有顾 及幼 儿的 自尊 及人 格

B.该老 师应 对幼 儿的 行为 进行 批评 训斥 ，而 不应 该以 “ 封嘴 ”惩罚

C.该老 师应 激励 该幼 儿与 其他 小朋 友建 立良 好的 课堂 行为

D.该老 师应 及时 寻找 该幼 儿自 言自 语的 原因

2.下列 关于 素质 教育 与应 试教 育的 区别 的叙 述， 说法 错误 的是 ( )。

A.二者 教育 目的 不同 ，素 质教 育以 提高 国民 素质 为宗 旨， 应试 教育

以考 取为 目的

B.二者 教育 对象 不同 ，素 质教 育即 教育 ，面 向部 分， 应试 教育 则面

向大 众

C.二者 教育 内容 不同 ，素 质教 育立 足社 会需 求， 应试 教育 主要 是为

了满 足幼 儿考 试和 升学 需要

D.二者 评价 标准 不同 ，素 质教 育以 多种 形式 衡量 幼儿 ，应 试教 育以

分数 作为 唯一 评判 标准



3.为了 准备 六一 儿童 节全 园体 操表 演， 刘老 师提 前一 个月 组织 幼儿

反复 训练 ，甚 至缩 短幼 儿午 睡及 游戏 时间 ，刘 老师 的做 法 ( )。

A.错误 ，不 利于 儿童 身体 健康

B.错误 ，不 利于 儿童 气质 发展

C.正确 ，有 利于 提高 儿童 素质

D.正确 ，有 利于 儿童 发展

4.王老 师得 知红 红偷 了同 伴的 玩具 ，没 有当 着全 班幼 儿的 面批 评红

红， 而是 把红 红红 叫到 办公 室耐 心引 导。 王老 师的 做法 ( )。

A.正确 ，幼 儿需 要赏 识

B.不正 确， 幼儿 是有 个性 的人

C.正确 ，幼 儿需 要尊 重

D.不正 确， 幼儿 是有 发展 潜能 的人

5.教师 职业 道德 规范 中的 ( )要求 是教 师专 业发 展的 不竭 动力 。

A.关爱 学生

B.教书 育人

C.为人 师表

D.终身 学习

6.以下 体现 幼儿 园教 师爱 岗敬 业这 一职 业道 德的 是 ( )

A 教师 认真 备课 ，刻 苦钻 研， 对工 作投 入极 大的 精力 。

B.关心 爱护 每一 位幼 儿。

C.在日 常教 学中 以自 己为 表率 ，言 行得 体。

D.积极 参加 各种 学习 活动 。



7.王老 师因 为乐 乐不 会拿 勺子 吃饭 ，就 让家 长把 乐乐 带回 家， 教会

乐乐 用勺 子吃 饭后 再来 幼儿 园， 违背 了教 师职 业道 德的 哪条 内容 ()。

关爱 幼儿 B.教书 育人 C.为人 师表 D.爱岗 敬业

8.殷老 师特 别喜 欢学 习， 不仅 上班 的时 候积 极听 老教 师的 课， 而且

在业 余时 间自 修研 究新 课程 ，潜心 研究 教学 方法 。她虽 然很 年轻 ，但是

已经 连续 三年 当选 教学 能手 了。 这体 现了 殷老 师 ( )。

A.有终 身学 习理 念

B.专注 自身 学习 ，将 来能 考研 究生

C.关爱 学生

D.志存 高远 ，乐 于奉 献

9.王某 参加 教师 资格 证考 试被 抓到 带小 抄， 他会 承担 ( )的后 果。

A.由监 考老 师没 收纸 条， 对考 试结 果不 产生 影响

B.此次 考试 成绩 作废 ， 3 年内 不得 再次 参考

C.此次 考试 成绩 作废 ，第 二年 可再 次参 考

D.此次 考试 成绩 作废 ， 5 年号 才能 再次 参考

10.加强 幼儿 园科 学管 理， 提高 保育 和教 育质 量的 法规 是 ( )。

A.《幼 儿园 工作 规程 》 B.《幼 儿园 管理 条例 》

C.《托 儿所 、幼 儿园 卫生 保健 制度 》 D.《未 成年 人保 护法 》

11.新《 幼儿 园教 育指 导纲 要(试行 )》是 ( )年颁 发的 。

A.1999 B.2000 C.2001 D.2002



12.幼教 事业 管理 ，除地 方各 级政 府及 其教 育部 门负 责管 理 ，还需“有

关部 门分 工负 责”，( )负责 拟定 有关 幼儿 园卫 生保 健方 面的 法规 和规 章

制度 ，对 幼儿 园卫 生保 健业 务工 作进 行指 导。

A.计划 部门 B.卫生 部门 C.财政 部门 D.劳动 人事 部门

13.国有 企业 员工 李某 经常 在家 酗酒 后打 骂孩 子， 对于 李某 的行 为 ，

下列 表述 中正 确的 是( )。

A.可由 李某 所在 单位 给予 劝诫 B.可由 李某 所在 单位 给予 处分

C.可由 当地 人民 政府 给予 行政 处罚 D.可由 当地 人民 政府 进行 行政

调解

14.提出 保护 未成 年人 是全 社会 的共 同责 任 ，从家 庭保 护、学校 保护 、

社会 保护 、( )等四 个方 面提 出了 对未 成年 人的 保护 要求 。、 初等 教育 、

中等 教育 、高 等教 育的 学校 教育 制度 。

A.法律 保护 B.国家 保护 C.司法 保护 D.法制 保护

15.根据《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未 成年 人保 护法 》的规 定，县级 以上 人民

政府 及其 民政 部门 应当 根据 需要 设立 救助 场所 ，对流 浪乞 讨等 生活 无着

落的 未成 年人 实施 救助 ，承 担 ( )。

A.临时 监护 责任 B.委托 监护 责任 C.教育 管理 责任 D.收留 抚养 责

任

16.某幼 儿园 为实 现管 理工 作的 规范 化 ，要求 保育 员采 取措 施控 制幼

儿的 便溺 时间 和次 数。 该幼 儿园 的做 法 ( )。

A.正确 ，有 利于 培养 幼儿 良好 的生 活习 惯

B.正确 ，体 现了 保育 员管 理幼 儿生 活的 权利



C.错误 ，违 反了 《幼 儿园 工作 规程 》的 规定

D.错误 ，违 反了 联合 国《 儿童 权利 公约 》的 规定

17.能引 起听 觉的 声波 振动 频率 是 ( )。

A.0-20Hz

B.20-20000Hz

C.20000-40000Hz

D.40000Hz-无穷 大

18.下列 关于 文化 艺术 的表 述不 正确 的是 ( )。

A.印象 派绘 画的 代表 人物 是莫 奈、 马奈 、梵 高等

B.芭蕾 舞起 源于 意大 利， 兴盛 于法 国

C.北宋 时期 的文 人画 多以 山水 、花 鸟为 主要 内容

D.中国 传统 的弹 拨乐 器有 古筝 、扬 琴、 琵琶 、马 头琴 等

19.中医 中药 是中 华民 族和 世界 文化 的宝 贵遗 产 ，是几 千年 来中 华民

族同 疾病 作斗 争的 伟大 成就 。我 国最 早的 中医 学专 著是 ( )。

A.《黄 帝内 经》 B.《伤 寒论 》 C.《金 匮要 略》 D.《温 病条 辨》

20.京剧 脸谱 色彩 十分 讲究 ，看 来五 颜六 色的 脸谱 品来 却巨 细有 因 ，

决非 仅仅 为了 好看 。不同 含义 的色 彩绘 制在 不同 图案 轮廓 里 ，人物 被性

格化 了。关羽 ，张飞 ，曹操 这三 个人 都被 性格 化了 ，关羽 ，张飞 ，曹操

这三 个人 物的 脸谱 颜色 分别 是 ( )。

A.黑， 白， 红 B.红， 黑， 白 C.红， 蓝， 白 D.红， 白， 黄

21.欧洲 文学 长廊 中的 四个 经典 人物 形象 ，以吝 啬而 闻名 ，下列 作品

中不 属于 四大 吝啬 鬼登 场作 品的 是 ( )。



A.《威 尼斯 商人 》 B.《变 色龙 》

C.《死 灵魂 》 D.《悭 吝人 》

22.我国 传统 纪年 法沿 用干 支纪 年 ，首个 为甲 子。那么 形容 人的 年纪

“花甲 ” 是多 少岁 ?( )

A.70 B.50

C.60 D.40

23.下列 选项 正确 的是 ( )。

A.黎族 同胞 说： “我们 每年 举行 盛大 的赛 马会 ”

B.朝鲜 族同 胞说 ： “我们 种的 莲雾 又获 得丰 收 ”

C.傣族 同胞 说： “ 泼水 节是 我们 传统 的盛 大节 日”

D.高山 族同 胞说 ： “我们 用青 稞酒 招待 远方 来客 ”

24.被称 为“ 书圣 ”的是 东晋 时期 书法 家 ( )。

A.颜真 卿 B.赵梦 頫 C.吴道 子 D.王羲 之

25.西方 音乐 史上 被称 为“ 近代 音乐 之父 ”的是 ()。

A.海顿 B.巴赫

C.贝多 芬 D.蒙特 威尔 第

26.PowerPoint 中， 大纲 由每 张幻 灯片 的( )组成

A、标 题

B、图 片

C、正 文和 图片

D、标 题和 正文



27.在 Excel 中， 想快 速找 出成 绩表 中成 绩最 好的 前 20 名学 生， 合

理的 方法 是( )。

A.进行 分类 汇总 B.只能 一条 一条 看

C.要求 成绩 输入 人员 严格 按高 低分 录入 D.给成 绩表 进行 排序

28.以下 与“ 塔克 拉玛 干： 沙漠 ”概念 关系 一致 的是 ( )

A.珠穆 朗玛 峰： 世界 第一 高峰 B.幼儿 教师 ：女 教师

C.青海 湖： 淡水 湖泊 D.丽江 ：大 理

29.一部 电影 要有 好的 票房 ，必须 要有 精彩 的情 节或 者强 大的 演员 阵

容。

如果 上述 论断 成立 ，则 以下 选项 一定 为真 的是 ( )

A.没有 强大 演员 阵容 的电 影， 不可 能有 好的 票房

B.拥有 精彩 情节 并且 演员 阵容 强大 的电 影， 也不 一定 有好 的票 房

C.没有 好的 票房 的电 影， 其情 节一 定是 不精 彩的

D.大多 数人 喜欢 拥有 精彩 情节 并且 演员 阵容 强大 的电 影

二、 材料 分析 题

30.阅读 材料 ，回 答问 题。

材料 :

黄老 师今 天安 排“ 认识 动物 ”活动 。她 简单 地说 了今 天的 任务 后就

让小 朋友 们到 幼儿 园的 草地 上去 寻找 各种 小动 物 ，孩子 们兴 高采 烈地 向

活动 室外 面冲 去。不久 ，豆豆 小朋 友跑 过来 说：“黄老 师 ，我找 到一 只

蚂蚱 。”其他 小朋 友闻 声跑 过来 看 ，突然 毛毛 说：“这只 蚂蚱 是公 的 。”

围观 的小 朋友 们大 笑不 止。黄老 师微 笑着 问：“你是 怎么 知道 的?”“我



观察 的，公蚂 蚱有 劲跳 得高 。”毛毛 很自 信地 说。这是 孩子 最直 接 、最

简单 的推 理， 确实 难能 可贵 !黄老 师立 即表 扬他 ： “毛毛 真是 一个 小生

物学 家，你能 够仔 细观 察，发现 不同 蚂蚱 跳的 高度 不同 ，希望 你能 再认

真仔 细地 观察 ，把 它们 各处 不同 的地 方都 记下 来告 诉老 师， 好不 好 ?”

毛毛 认真 地点 点头 。就在 这时 ，乐乐 跑过 来告 状 ：“黄老 师，珍珍 把蚂

蚱给 踩死 了。”黄老 师意 识到 这是 一个 绝好 的教 育机 会 ，她走 过去 ，看

到豆 豆、牛牛 几个 小朋 友正 在气 呼呼 地责 备珍 珍 。黄老 师说 ：“一个 蚂

蚱也 是一 条生 命。我们 应该 爱护 小蚂 蚱。我相 信 ，珍珍 肯定 是无 意间 踩

死的 。这样 吧，老师 提一 个建 议 :不如 挖一 个坑 ，把它 安葬 了吧 !”于是 ，

在幼 儿园 的草 地上 ，全班 小朋 友为 蚂蚱 举行 了一 个特 殊的“ 葬礼 ”。可

以说 在这 种潜 移默 化中 ，小朋 友们 对生 命的 理解 和珍 惜 ，会比 多少 遍说

教来 得更 为深 刻有 效!

问题 :

请从 教师 职业 理念 的角 度评 析黄 老师 的教 学行 为。

31.性格 文静 的馨 馨午 睡时 总是 睡不 着 。为解 决这 个问 题，黄老 师耐

心地 告诉 她天 天午 睡的 好处 。黄老 师还 联系 家长 ，请家 长配 合 ，让馨 馨

在家 里早 睡早 起， 以帮 助她 养成 良好 的午 睡习 惯， 可总 是收 效不 大。

经观 察， 黄老 师发 现馨 馨不 好运 动， 到午 睡时 仍然 精神 饱满 ，不 觉

疲倦 。于是 ，黄老 师调 整策 略，首先 増加 馨馨 的运 动量 ，如户 外运 动后

引导 她跑 几圈 ，跑完 后发 给金 牌 ，让她 和运 动量 较大 的小 朋友 一起 游戏

玩耍 。其次 ，舒缓 馨馨 的情 绪 ，午睡 时不 催她 ，还在 耳边 轻轻 地说 ：“沒

关系 ，如果 睡不 着就 闭上 眼睛 躺一 会儿 吧。”等她 睡着 后，在她 枕头 下



头下 藏一 个小 红花 ，等她 醒来 ，给她 一个 惊喜 。慢慢 地 ，馨馨 每天 都能

睡得 很香 了!

问题 ：请 从教 师职 业道 德的 角度 ，评 析黄 老师 的教 育行 为。

三、 阅读 理解

波兹 曼的 诅咒

美国 文化 传播 学家 波兹 曼的 《把 我们 自己 娱乐 死》 是一 部声 讨电 视

文化 的着 作。在阅 读的 过程 中 ，我确 实时 时听 见一 声声 急切 有力 的喝 问 ：

难道 我们 真的 要把 自己 娱乐 死 ?

无人 能否 认电 视带 来的 便利 ，问 题在 于， 这种 便利 在总 体上 是推 进

了文 化，还是 损害 了文 化。波兹 曼认 为媒 介的 变化 意味 着并 且导 致了 认

识世 界方 式的 变化 。在文 字一 直是 主要 媒介 的时 代 ，人们 主要 通过 书籍

来交 流思 想和 传播 信息 。在书 籍的 阅读 中 ，我们 得以 进入 用文 字记 载的

悠久 传统 。相反 ，电视 则以 现时 为中 心 ，所传 播的 信息 越具 有当 下性 似

乎就 越有 价值 。文字 是抽 象的 符号 ，作为 一种 媒介 ，它要 求阅 读的 同时

必须 思考 。而电 视直 接用 图像 影响 观众 ，它有 时甚 至忌 讳思 考 ，因为 思

考会 妨碍 观看 。在波 兹曼 看来 ，做一 个有 文化 的人 ，就是 置身 于人 类精

神传 统之 中进 行思 考。书籍 能够 帮助 我们 实现 这个 目标 ，电视 却会 使我

们背 离这 个目 标。 那么 ，电 视究 竟把 我们 引向 何方 ?引向 文化 的反 面 --

娱乐 。一种 迷恋 当下 和排 斥思 考的 文化 ，我们 只能 恰如 其分 地称 之为 娱

乐。

并不 是说 娱乐 和文 化一 定势 不两 立， 问题 也不 在于 电视 展示 了娱 乐

性内 容，而在 于电 视上 的一 切内 容都 必须 以娱 乐的 方式 表现 出来 。波兹



曼的 结论 是，在电 视的 强势 影响 下，一切 文化 都依 照其 转变 成娱 乐的 程

度而 被人 们接 受， 因而 在不 同程 度上 都转 变成 了娱 乐。 "除了 娱乐 业没

有其 他行 业"--到了 这个 地步 ，本 来意 义上 的文 化就 荡然 无存 了。

波兹 曼是 把美 国作 为典 型来 对电 视文 化进 行分 析和 批判 的， 但是 ，

电视 主宰 文化 、文化 变成 娱乐 的倾 向却 是世 界性 的 。譬如 说，在我 们这

里，通过 电视 剧学 习历 史，而历 史仅 仅作 为戏 说 、也就 是作 为娱 乐而 存

在，消灭 历史 的方 式再 也不 可能 有比 这更 加彻 底的 了 。又譬 如说 ，在我

们这 里，电视 也成 了印 刷媒 介的 榜样 ，报纸 和杂 志纷 纷向 电视 看齐 ，蜕

变成 了"电视 型印 刷媒 介 "。且不 说那 些纯 粹娱 乐性 的时 尚杂 志 ，只要 翻

开几 乎任 何一 种报 纸，你都 会看 到一 个所 谓文 化版 面 ，所报 道的 全是 娱

乐圈 的新 闻和 大小 明星 的逸 闻 。这无 可辩 驳地 表明 ，文化 即娱 乐日 渐成

为新 的约 定俗 成， 只有 娱乐 才是 文化 即将 成为 不争 的事 实。

赫胥 黎曾 预言 :一旦 无人 想读 书，无人 想知 道真 理，一旦 文化 成为 滑

稽戏 ，文化 就灭 亡了 。波兹 曼认 为，赫胥 黎的 预言 应验 了。这个 结论 也

许太 过悲 叹，我相 信 ，只要 人类 精神 存在 一天 ，文化 就决 不会 灭亡 。不

过， 我无 法否 认， 对于 文化 来说 ，一 个娱 乐至 上的 环境 是最 坏的 环境 。

在这 样的 环境 中，任何 严肃 的精 神活 动都 不被 严肃 地看 待 ，人们 不能 容

忍不 是娱 乐的 文化 ，非 把严 肃化 为娱 乐不 可 ;如果 做不 到， 就干 脆把 戏

侮严 肃当 作一 种娱 乐。面对 这样 的行 径，我的 感觉 是 ，波兹 曼的 书名 听

起来 像是 诅咒 。

问题 :

(1)文章 第三 段阐 述了 波兹 曼的 媒介 文化 观， 请作 简要 概括 。



(2)作者 既说 波兹 曼的 结论“ 也许 太过 悲观 ”，又说“ 波兹 曼的 书名

听起 来像 是诅 咒” ，对 此应 当如 何理 解?

四、 写作

师德 是教 师的 立师 之本 ，是 教师 事业 成功 的保 障。 请以 师德 为话 题

进行 写作 。文 体不 限， 诗歌 除外 。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河北教师资格网（www.hbjszgw.

com）

或关注公众号：河北教师考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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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