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幼儿）》模拟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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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9 题， 每题 2 分， 共 58 分)

1.下列 哪一 项违 背了 教育 公正 的儿 童观 ?( )

A.幼儿 园小 班张 老师 上班 时间 玩手 机

B.某幼 儿教 师视 每个 幼儿 的家 庭条 件而 区别 对待 不同 幼儿

C.某幼 儿教 师在 工作 之余 还对 小学 生进 行有 偿家 教

D.某幼 儿教 师墨 守成 规， 一套 理论 走天 下， 不尝 试新 理论 新内 容。

2.发展 的教 育由 德育 、智 育、 体育 、美 育和 劳动 技术 教育 构成 。它

们相 互依 存、相互 促进 、相互 制约 ，构成 一个 有机 整体 ，其中 起统 帅和

灵魂 作用 的是 ( )。

A.智育 B.体育 C.劳动 技术 D.德育

3.华华 在活 动室 不小 心把 膝盖 摔破 了皮 ，华 华的 妈妈 投诉 了带 班的

范老 师。第二 天园 长批 评了 范老 师，范老 师憋 了一 肚子 火 ，回到 班里 训

斥了 孩子 们： “还不 给我 坐好 ，莫 名其 妙 !” 范老 师的 行为 ( )。

A.合理 ，表明 她不 掩饰 自己 的情 绪 。 B.合理 ，表明 她善 于转 移负 面

情绪 。

C.不合 理 ，表明 她缺 乏心 理调 适能 力 。 D.不合 理 ，表明 她缺 乏教 学

组织 能力 。



4.兵兵 动作 比较 迟缓 ，小 朋友 们都 不喜 欢跟 他玩 ，为 此兵 兵变 得越

来越 孤僻 ，对 此， 兵兵 的老 师应 该 ( )。

A.尊重 其他 幼儿 的交 往选 择 B.引导 其他 幼儿 多与 兵兵 交往

C.责怪 其他 幼儿 不应 该冷 落兵 兵 D.责令 家长 加强 对兵 兵的 动作 训

练

5.幼儿 教师 钻研 业务 ，提升 技能 ，体现 了教 师职 业道 德的 哪个 方面 ()。

关爱 学生 B.为人 师表 C.教书 育人 D.终身 学习

6.韩老 师在 幼儿 园中 工作 了很 多年 ，但 是她 并没 有骄 傲或 者有 了职

业倦 怠感 ，她仍 然每 天以 饱满 的热 情去 对待 自己 的工 作 ，做好 入园 的一

日生 活，并积 极的 反思 自己 的做 法，尊重 自己 的职 业 ，这体 现了 什么 道

德规 范()。

A.爱国 守法 B.爱岗 敬业 C.关爱 幼儿 D.教书 育人

7.王老 师在 幼儿 园中 经常 发现 和同 事之 间的 相处 不是 特别 融洽 ，经

常会 因为 一些 小事 而互 相争 吵 ，最后 吵完 架后 发现 并没 有什 么教 学上 的

进步 ，班级 的教 学活 动也 没有 顺利 开展 ，王老 师应 该在 教师 的职 业行 为

上学 会什 么()。

A.团结 协作 B.依法 执教 C.爱岗 敬业 D.严谨 治学

8.下列 行为 违背 幼儿 园职 业规 范的 是 ( )

A.培训 回来 后和 同园 的教 师一 起交 流学 习。

B.教师 带幼 儿到 社区 里参 加关 爱老 人的 活动 。

C.把上 课捣 乱的 轩轩 带出 教室 罚站 。

D.组织 幼儿 一起 参加 六一 活动 演出 。



9.学校 不履 行法 律法 规规 定的 义务 ，情 节严 重或 者造 成严 重后 果，

根据 有关 法律 规定 ( )要承 担相 应的 法律 责任 。

A.校长 B.学校 负责 人

C.有关 直接 负责 人 D.学校 负责 人和 有关 直接 负责 人

10.幼儿 园的 教学 及其 他行 政管 理， 由 ( )负责 。

A.园长 B.党委 书记 C.家长 委员 会 D.教育 局

11.新《义务 教育 法 》规定 ，教师 工资 水平 应当 ( )当地 公务 员的 平均

水平 。

A.低于 B.略低 于 C.高于 D.不低 于

12.我国 教育 与宗 教的 关系 是( )。

A.相互 依赖 B.相互 分离 C.相互 交叉 D.相互 敌对

13.教育 对外 交流 与合 作坚 持( )的原 则，不得 违反 中国 法律 ，不得 损

害国 家主 权、 安全 和社 会公 共利 益。

A.独立 自主 、平等 互利 、相互 尊重 B.独立 自主 、平等 交流 、互惠 互

利

C.合作 交流 、互惠 互利 、相互 尊重 D.平等 合作 、互帮 互助 、相互 尊

重

14.( )应当 接收 具有 接受 普通 教育 能力 的残 疾适 龄儿 童 、少年 随班 就

读， 并为 其学 习、 康复 提供 帮助 。

A.初中 B.普通 学校 (幼儿 园 ) C.小学 D.特殊 学校

15.国务 院和 地方 各级 人民 政府 根据 ( )的原 则， 领导 和管 理教 育工

作。



A.统一 管理 ，统 一负 责 B.集权 管理 ，集 中负 责

C.分级 管理 、分 工负 责 D.中央 管理 ，地 方负 责

16.《义务 教育 法 》总则 第一 条规 定 ，为了 适龄 儿童 、少年 接受 义务

教育 的权 利，保证 义务 教育 的实 施，提高 全民 族素 质 ，根据 ( )，制定 本

法。

A.宪法 和教 育法 B.宪法 和未 成年 人保 护法 C.宪法 和预 防未 成年 人

犯罪 法 D.教育 法和 未成 年人 保护 法

17.下列 关于 我国 古代 科学 技术 的说 法， 正确 的是 ()。

A.毕昇 发明 了造 纸术

B.《神 农本 草经 》是 我国 现存 最早 医书

C.《天 工开 物》 被称 为 “中国 17 世纪 的工 艺百 科全 书 ”

D.三国 时期 ，祖冲 之精 确计 算出 圆周 率在 3.1415926 至 3.1415927

之间

18.下列 小说 属于 鲁迅 作品 的有 ()。

A.《子 夜》 B.《彷 徨》 C.《泯 灭》 D.《茶 馆》

19.中国 是瓷 器的 故乡 ，被 世界 称为 “东方 瓷园 ” 。江 西省 ()是中 国

的“ 瓷都 ”。

A.乌镇 B.石湾 镇

C.宏村 D.景德 镇

20.古代 贡院 是用 来做 什么 的场 所 ?()

A.向上 级进 贡的 B.考试 用的 C.踢蹴 鞠的 D.带孝 的灵 堂

21.下列 不属 于世 界三 大数 学家 的是 ()。



A.阿基 米德 B.高斯

C.牛顿 D.伽利 略

22.关于 我国 大河 的表 述正 确的 是 ()。

A.海河 、松 花江 流入 太平 洋

B.怒江 流入 太平 洋

C.我国 没有 流入 北冰 洋的 大河

D.额尔 齐斯 河流 入印 度洋

23.经过 开元 时代 的长 期升 平，唐玄 宗开 始纵 情声 色，无心 政事 ，李

林甫 、杨国 忠先 后弄 权 ，唐朝 的国 运开 始由 盛而 衰。唐朝 国势 由巅 峰滑

落的 转折 点是 ()。

A.“安史 之乱 ” B.“三藩 之乱 ”

C.“ 准噶 尔叛 乱” D.“八王 之乱 ”

24.温室 效应 将引 起全 球气 温上 升 ，导致 气候 异常 、海平 面上 升 、生

态恶 化。 引起 温室 效应 的最 主要 的气 体是 ()。

A.氮氧 化合 物 B.二氧 化碳 C.臭氧 D.氟利 昂

25.“扬州 八怪 ” 中最 擅长 画墨 竹的 是()。

A.郑燮 B.朱耷 C.罗聘 D.金农

26.在 Word 的文 档中 插入 声音 文件 ，应选 择“ 插入 ”菜单 中的 菜单

项是 ()。

A.对象 B.图片 C.图文 框 D.文本 框



29.下列 语句 与“如果 我喜 欢你 ，我就 会努 力和 你在 一起 ”语义 一致

的是 ()

A.如果 我不 努力 和你 在一 起， 那么 我就 不喜 欢你

B.如果 我不 喜欢 你， 我就 不会 努力 和你 在一 起

C.如果 我努 力和 你在 一起 ，我 就喜 欢你

D.即使 我不 努力 和你 在一 起， 我也 喜欢 你

二、 材料 分析 题(共 3 题， 每题 14 分， 共 42 分)

30.王老 师在 幼儿 园里 在举 行活 动《巧玩 报纸 》的活 动中 ，想让 小朋

友们 能够 用手 中的 报纸 团成 的太 阳球 去打 跑大 灰狼 ，练 习投 掷的 动作 ，

但是 东东 小朋 友总 是学 不会 ，这个 时候 老师 非常 有耐 心的 对他 进行 因材

施教 的指 导，告诉 东东 不要 着急 ，先将 我们 的双 腿弯 曲，然后 将我 们的

小手 举高 一点 ，后背 稍稍 后仰 一点 ，再使 劲往 外投 掷 ，老师 通过 边讲 解

边示 范的 方式 ，东 东很 快就 学会 了。

问题 ：请 从教 育观 的角 度， 评价 老师 的教 育行 为。

31.“每一 个儿 童都 有被 爱的 权利 ，都应 该得 到充 分的 发展 。”这是

幼儿 园李 老师 对自 己教 育工 作的 体会 。李老 师在 日常 教学 中不 像有 的老

师那 样频 频去 提问 那些 能说 会道 、反应 机灵 的孩 子 ，她也 经常 关注 那些



比较 胆小 、很少 回答 问题 的幼 儿 。有时 这些 幼儿 可能 过于 紧张 回答 不出

来，李老 师就 会让 她先 坐下 来平 静一 下 ，语气 温和 地对 小朋 友说 ：“没

关系 ，以后 经常 锻炼 锻炼 就好 了。”活动 结束 后，李老 师还 主动 与幼 儿

交往 ，培养 其语 言表 达能 力 ，并经 常与 该幼 儿家 长进 行沟 通 ，共同 寻找

适宜 的培 养方 法。

试运 用所 学的 教师 职业 道德 知识 对李 老师 的做 法进 行分 析

三、 阅读 材料

钥匙

①自从 有一 天， 和他 因小 事争 吵， 我一 怒离 家， 回来 时却 发现 忘带

钥匙 ，又 不肯 按铃 请他 来为 我开 门， 只得 索性 坐火 车去 高雄 住了 一夜 。

那以 后，我对 钥匙 就十 分小 心。在这 个意 义上 来说 ，它是 一种 自尊 的保

障、 独立 的象 征， 代表 着可 以我 行我 素的 自由 和不 必求 助于 人的 快乐 。

我的 钥匙 好像 就因 为这 种意 义的 追求 才逐 渐多 起来 的。

②除了 自己 住处 大门 、二 门的 钥匙 ，以 及家 中一 切备 而不 用的 钥匙

之外 ，我 有办 公室 抽屉 和

四个 柜橱 的钥 匙， 还有 发音 室的 钥匙 。另 外我 还有 洛杉 矶女 儿住 处

的两 套钥 匙和 纽约 朋友 住处 的钥 匙 。他们 说：“知道 你这 人喜 欢随 时高

兴就 跑来 了， 给你 一套 钥匙 ，我 们不 在家 ，你 也可 以进 来。 ”

③钥匙 因此 不仅 是一 种自 由， 也是 一种 权利 和别 人对 你的 信任 。

④为了 预防 自己 某天 忘了 带钥 匙或 丢了 皮包 ，我 多配 了一 些钥 匙，

放在 办公 室。必要 时，我可 以回 办公 室去 拿 ，而不 必麻 烦锁 匠或 任何 其



他的 人。办公 室昼 夜都 有人 在。我不 怕任 何时 候会 被关 在办 公室 的门 外

— —这另 一套 的钥 匙给 我的 是一 种左 右逢 源的 保障 。

⑤我信 赖我 的钥 匙， 而且 对它 们十 分感 谢， 好像 它们 是黑 夜中 的一

些灯 、寒夜 里的 一炉 火，或一 把挡 雨的 伞 、一件 御寒 的大 衣 。它们 是如

此的 简单 、轻 便、 信实 ，而 又可 以由 我自 己掌 握。

⑥仿佛 凡不 能由 我自 己一 个人 来掌 握的 东西 ，都 使我 觉得 不安 全。

不是 我不 信任 别人 ，而是 我不 知自 己肯 不肯 去烦 劳或 支配 别人 。我总 觉

得，要烦 劳或 支配 别人 的时 候是 很紧 张的 。虽然 ，我知 道，那么 多的 人

乐意 对我 付出 关怀 与帮 助。不说 别人 ，电台 的老 工友 ，每当 我进 了办 公

室，还未 坐定 ，他就 用我 留给 他的 钥匙 帮我 把抽 屉打 开了 ，而且 总会 问 ：

“又没 带钥 匙吧 ?”我接 受他 的好 意。 在他 面前 ，我 永远 可以 不必 说我

带了 钥匙 。只有 当他 偶尔 休假 ，或出 去访 友的 时候 ，我才 庆幸 我不 会真

的没 带钥 匙，而可 以很 愉快 地打 开抽 屉，取用 我工 作上 绝对 必需 的唱 片

或录 音带 。这 使我 产生 一种 有备 无患 的快 乐。

⑦为了 怕使 未曾 预料 我真 会从 天而 降的 朋友 或女 儿大 吃一 惊。 我还

没有 这样 使用 过他 们善 意交 给我 的钥 匙 。不过 ，我也 曾想 象，如果 某一

天，天寒 地冻 或风 雨交 加，迫使 我不 得不 找个 地方 落脚 的时 候 ，忽然 想

起，附近 就有 她们 某一 个人 的住 处，而我 正带 着她 们的 钥匙 ，尽管 她们

已去 上班 ，或者 刚好 出去 度假 ，我也 一样 可以 轻而 易举 开门 进入 她们 舒

适的 家，让我 卸下 满身 风尘 、一心 倦意 ，安稳 地蜷 卧在 沙发 上入 睡一 这

钥匙 ，对 我来 说， 是一 种可 以安 心的 投奔 。



⑧天气 冷了 ，外 面滴 滴沥 沥地 下着 冬雨 。从 外面 回来 ，躲 进自 己的

家里 ，插上 电暖 炉 ，把那 串小 小的 钥匙 珍重 地放 回皮 包内 存有 拉链 的口

袋，感觉 上 ，我所 拥有 的一 切都 在这 里了 。于是 ，我忽 然记 起二 十多 年

前的 某一 天，住处 的邻 居发 生火 警，慌乱 中 ，一点 也想 不起 该先 抢救 什

么，敞着 大门 跑出 去，只带 着一 把开 大门 的钥 匙 。我并 不觉 得自 己反 应

错误 ，因为 那是 一种 下意 识“提纲 挈领 ”的抢 救— —有钥 匙 ，就可 以让

我拥 有那 个家 。

⑨女儿 出国 前夕 ，把她 用的 那把 开大 门的 钥匙 交给 我 。我推 还给 她 ，

说： “万一 你什 么时 候回 来， 我不 在家 呢 ?” 一一 钥匙 ，在 这时 ，是 一

种无 言的 挽留 。

⑩当忍 痛不 得不 把房 子卖 掉的 时候 ，最 后的 割舍 ，是 交出 那把 使用

了多 年、感觉 上犹 有余 温的 钥匙 ，使我 觉得 那把 交出 去的 钥匙 上像 是缀

满了 珠钻 ，而 它们 却是 我在 这人 生旅 途上 奔波 时的 汗滴 和泪 滴。

问题 ：(1)文章 围绕“钥匙 ”而展 开 ，那么“钥匙 ”在文 章中 有哪 些

含义 ?

(2)文章 最后 一段 ，作者 说“交出 去的 钥匙 上像 是缀 满了 珠钻 ，而它

们却 是我 在这 人生 旅途 上奔 波时 的汗 滴与 泪滴 ”。作 者想 要表 达什 么 ?

谈谈 你的 看法 。

四、 写作 题(本大 题共 一小 题， 50 分)

以“尊重 学生 ”为主 题，写一 篇不 少于 800 字的 论述 文 。题目 自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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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综合素质（幼儿）》模拟试卷三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