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教育知识与能力（中学）》模拟试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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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小题 ，每 小题 2 分， 共 42 分 )

1.下列 关于 教育 家及 其著 作的 说法 ，正 确的 是 ( )。

A.1903 年出 版的 《实 验教 育学 》的 作者 是德 国的 梅伊 曼

B.孔子 的《 论语 》是 我国 最早 专门 论述 教育 问题 的著 作

C.赫尔 巴特 的《 普通 教育 学》 是近 代最 早的 一部 教育 学著 作

D.美国 教育 家杜 威是 实用 主义 的代 表人 物， 其代 表作 是《 民主 主义

与教 育》

2.陶行 知先 生倡 导的 “生活 教育 ” 、“ 教学 做合 一” 的思 想， 落实

在课 程类 型上 表现 为( )。

A.学科 课程 B.综合 课程 C.活动 课程 D.隐性 课程

3.新中 国的 第一 个学 制颁 布于 ( )。

A.1951 年 B.1950 年 C.1949 年 D.1952 年

4.人类 正是 通过 教育 把已 有的 文化 财富 内化 为受 教育 者个 体的 精神

财富 ，培养 、造就 他们 与文 化发 展相 关的 个性 和创 造力 ，从而 使文 化得

以发 展， 这体 现了 教育 对文 化具 有 ( )。

A.交流 功能 B.创新 功能 C.选择 功能 D.保护 功能



5.班主 任通 过班 集体 影响 学生 个体 ，又 通过 教育 学生 个体 促进 班集

体的 健康 发展 。这 种班 级管 理模 式属 于 ( )。

A.常规 管理 B.平行 管理 C.民主 管理 D.目标 管理

6.小丹 说当 她听 到小 刀刮 竹子 的声 音时 ，就 会觉 得很 冷， 浑身 不舒

服， 这种 感觉 现象 是( )。

A.适应 B.对比 C.联觉 D.综合

7.提出 “让一 切男 女儿 童都 受教 育 ”的普 及教 育思 想家 是 ( )。

A.杜威 B.夸美 纽斯 C.赞可 夫 D.布鲁 纳

8.我国 西周 时期 “学在 官府 ” 以及 欧洲 的“ 政教 合一 ”体现 了教 育

的( )属性 。

A.历史 性 B.历史 继承 性 C.永恒 性 D.质的 规定 性

9.取得 教学 成功 的内 因是 ( )。

A.教师 的主 导作 用 B.学校 的管 理作 用

C.教材 的媒 体作 用 D.学生 的主 体作 用

10.教育 的最 直接 功能 是( )。

A.促进 个体 发展

B.影响 政治 发展

C.影响 文化 发展

D.影响 社会 人才 体系 的变 化以 及经 济发 展

11.认知 策略 是( )。

A.监测 信息 加工 过程 的策 略 B.调控 信息 加工 过程 的策 略

C.信息 加工 的策 略 D.辅助 管理 可用 资源 的策 略



12.教育 从生 产劳 动中 第一 次分 离的 时间 是 ( )。

A.原始 社会 B.奴隶 社会 C.资本 主义 社会 D.社会 主义 社会

13.教育 与生 产劳 动中 第二 次结 合的 时间 是 ( )。

A.原始 社会 B.奴隶 社会

C.资本 主义 社会 D.社会 主义 社会

14.未经 逐步 分析 、迅速 对问 题的 答案 作出 合理 猜测 、设想 或突 然领

悟的 思维 是( )。

A.逻辑 思维 B.直觉 思维 C.形象 思维 D.动作 思维

15.人们 常说 ，“授之 以鱼 ，仅供 一饭 之需 ;授之 以渔 ，则终 身受 用无

穷。 ”这充 分地 说明 了教 学中 ( )的重 要性 。

A.向学 生传 授知 识 B.教给 学生 思维 方法

C.双基 教学 D.学生 学习 的主 动性

16.在理 论上 论证 了班 级授 课制 的教 育家 是 ( )。

A.杜威 B.赫尔 巴特 C.孔子 D.夸美 纽斯

17.《义务 教育 课程 设置 实施 方案 》规定 ：小学 综合 实践 活动 课程 的

具体 内容 由地 方和 学校 根据 教育 部的 有关 要求 自主 开发 和利 用 ，该课 程

属于 ( )。

A.国家 规定 的必 修课 B.国家 规定 的选 修课

C.地方 规定 的必 修课 D.学校 规定 的选 修课

18.教育 名著《给教 师的 一百 条建 议 》、《把整 个心 灵献 给孩 子》的

作者 是前 苏联 ( )。

A.杜威 B.赞科 夫 C.布鲁 纳 D.苏霍 姆林 斯基



19.教师 要在 教育 活动 中负 责组 织 ，引导 学生 沿着 正确 的方 向采 用科

学的 方法 获得 良好 的发 展， 这句 话主 要思 想是 ( )。

A.教师 在教 育活 动中 是被 动的 客体

B.学生 在教 育活 动中 是被 动的 客体

C.教师 在教 育活 动中 发挥 主导 作用

D.教师 在教 育活 动中 以学 生为 中心

20.根据 个人 的本 性和 发展 需要 来确 定目 的的 观点 称为 ( )。

A.社会 本位 论 B.神学 目的 论 C.个人 本位 论 D.教育 无目 的论

21.主张“任何 学科 的基 础都 可以 用任 何形 式教 给任 何年 龄阶 段的 任

何人 ”的理 论是 ( )。

A.学科 课程 论 B.活动 课程 论 C.结构 课程 论 D.综合 课程 论

二、 辨析 题(本大 题共 4 题， 每题 8 分， 共 32 分)

22.德育 过程 是促 进学 生思 想内 部矛 盾斗 争转 化的 发展 过程 。

23.分组 教学 是为 了克 服班 级授 课制 的弊 端而 提出 来的 ，因此 它比 班

级授 课制 优越 。

24.教育 对受 教育 者和 社会 的影 响和 作用 ，只有 正向 的促 进 ，没有 负

向的 阻碍 。

25.义务 教育 与普 及教 育是 一个 等同 的概 念。

三、 简答 题(本大 题共 4 小题 ，每 小题 10 分， 共 40 分 )

26.简述 教师 成长 与发 展的 基本 方法 。

27.为什 么说 学校 教育 对人 的发 展起 主导 作用 ?

28.简述 制约 课程 开发 的因 素。



29.简述 影响 中学 生品 德发 展的 因素 。

四、 材料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2 小题 ，每 小题 18 分， 共 36 分 )阅读 材

料， 并回 答问 题。

30.赫铁 军是 以 260 分的 成绩 进入 学校 的 ，他当 然不 够学 校的 录取 分

数线 。之所 以破 例录 取他 ，一是 他的 书法 老师 极力 推荐 ，二是 他的 父母

全不 在身 边，他一 个人 在高 密读 书。可不 曾想 到 ，第二 周校 园里 就找 不

到赫 铁军 的影 子了 ，原来 他躲 到一 个书 法训 练班 里写 字去 了 。开学 十几

天，把他 困在 教室 里 ，除了 作业 就是 考试 ，一天 不写 字就 手痒 的他 ，怎

么能 受得 了这 种约 束。有人 提出 不要 他了 ，因为 十几 天的 学习 都不 能忍

受， 要熬 过漫 长的 三年 高中 生活 ，对 他来 说肯 定是 个神 话。

一个 喜欢 写字 的孩 子， 为什 么偏 偏不 喜欢 学校 ，是 孩子 出了 问题 ，

还是 我们 的学 校出 了问 题?我陷 入了 深思 。当时 学校 的报 告厅 正在 维修 ，

大牌 子需 要请 人题 名，我想 人选 有了 ，就是 这个 赫铁 军 。我见 过他 的字 ，

蛮像 回事 。报告 厅的 牌子 挂上 去了 ，草书 中带 着一 点王 羲之 的风 韵 ，谁

见了 都要 问问 作者 ，都 以为 这个 赫铁 军是 一个 书法 家呢 !实际 上我 们的

行为 不就 是在 创造 书法 家吗 ?这一 招还 真见 效， 小赫 不逃 学了 。

然后 我们 让他 牵头 ，组 建了 一个 书法 协会 ，把 全校 的书 法爱 好者 组

织起 来，会长 就是 这赫 铁军 。同学 们在 一起 ，关注 的事 情也 多起 来。慢

慢的 小赫 把目 标锁 定在 中央 美院 ，但是 同时 他也 了解 到 ，中央 美院 的文

化课 成绩 不低 。他 开始 找到 老师 们， 在文 化课 的学 习上 发愤 图强 。



内在 的动 力决 定着 人成 长的 速度 。小 赫就 这样 开始 他自 强不 息的 奋

斗旅 程，而且 用他 的变 化感 动着 周围 的老 师和 同学 。三年 以后 ，他果 真

考入 了中 央美 院。 但这 个时 候， 人们 反而 不再 震惊 了。

结合 材料 ，分 析材 料中 体现 的德 育原 则。 并说 明使 用该 德育 原则 的

具体 要求 。

31.材料 ：

王雪 是初 中三 年级 的女 生， 智力 正常 ，人 际关 系良 好， 上课 和平 时

做作 业都 比较 认真 ，学习 总体 成绩 在班 级处 于中 等水 平 ，但是 自信 心有

些不 足。这次 期末 考试 ，她的 其他 课程 考试 发挥 正常 ，只有 数学 没有 考

及格 。她认 为数 学没 有考 好试 因为 她比 别人 笨 ，即使 她再 努力 ，数学 也

是学 不好 的。

问题 ：

(1)根据 维纳 的归 因理 论 ，指出 王雪 期末 考试 数学 失利 的归 因属 于哪

一种 因素 ，并 指出 这种 因素 在维 纳归 因理 论中 的三 个维 度上 的表 现。

(2)分析 王雪 的归 因对 她以 后的 数学 学习 在其 心理 上产 生的 影响 。

(3)如果 你是 王雪 的数 学老 师 ，你会 怎样 帮助 她正 确归 因，提高 其数

学学 习的 兴趣 和成 绩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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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