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

综合素质试题(小学)

注意事项：

1、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满分为 150 分。

2、请按规定在答题卡上填途、作答。在试卷上作答无效，不予评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9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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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筱喜欢唱歌跳舞。孙老师对她说：“成天蹦蹦跳跳的，没有学生样。踏实学习才

行！”孙老师的说法忽略了（ ）

A.学生的心里发展 B.学生的全面发展 C.学生的主动发展 D.学生的主体发展

2、

在上图中，该教师的做法（ ）

A.违背了素质教育的理念 B.违反了因材施教的原则

C.对应了社会竞争的要求 D.体现了学科教学的重要

3、沈老师收集旧轮胎、破篮球、废纸箱、塑料绳等废旧材料，“变费为宝”做成合适

的教具、学具。这表明沈老师具有（ ）

A.资源开发能力 B.课程组织实施能力 C.程序设计能力 D.教育启发引导能力

4. 郑老师在指导新教师，要求了解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学习心理等对教育教学极为

重要，表现教师不可忽视的是（ ）

A.政治理论知识 B.文化基础知识 C.学科专业知识 D.教育科学知识



5.梁某上班迟到被罚款不服，申诉受理机关是（ ）

A.教职工代表大会 B.信访机关 C.教育行政部门 D.检察机关

6、小学生陈某十分调皮，经常违反课堂纪律，班主任周某让其缴纳“违纪金”，再犯

错误则从中扣取充作班费。周某的做法（ ）

A.正确。有利于维护课堂纪律 B.正确。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

C.不正确。教师没有罚款的权利 D.不正确。批评无效后才能罚款

7、就读于农村某校的亮亮小学未毕业，父母让其辍学帮忙照看店里的生意，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定，给予亮亮父母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改正的机构是（）

A.村委会 B.学校 C.乡级人民政府 D.县级人民政府

8、某小学让学生乐队停课参加某公司庆典，公司给予学校一定的经济回报，该学校的

做法（ ）

A.正确。可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B.正确。学校拥有管理学生的权利

C.不正确。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D.不正确。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

9、小学生军军的父母不履行监护责任，对其旷课和夜不归宿的行为放任不管，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规定，应给予军军父母训诫并责加管教的机关是

（ ）

A.教育行政机关 B.公安机关 C.学校 D.检察机关

10、小学生王玲的作文被老师推荐发表，所获稿酬应归（ ）

A.学校 B.推荐老师 C.班主任 D.王玲

11、9 岁的杨强在学校体育活动中受伤，家长诉至法院，要求学校赔偿，此案件承担举

证责任的主体是（ ）

A.学校 B.家长 C.体育老师 D.杨强

1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要提高并提出一

系列保障措施。下列选项中，不符合规定的是（ ）

A.落实教师绩效工资 B.工资水平不低于其他行业水平

C.建设农村教师宿舍 D.工资倾斜

13. 同学们正在听孙老师讲课，乐乐却偷偷扯了一下糖糖的头发，糖糖疼得大叫。孙老

师立即大声呵斥道：“乐乐，你不想听就出去！”“乐乐太坏了，以后同学们都别跟他玩。”

孙老师的做法（ ）



A.合理。维护了教师的权威 B.不合理。侮辱了乐乐的人格

C.合理。保护了糖糖的健康 D.不合理。破坏了课堂学习氛围

14、从教 20 多年的李老师教学经验十分丰富，但他还是很注意学习新知识，勇于探索

创新，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这说明李老师具有（ ）

A.爱护学生的情怀 B.遵纪守法的自觉 C.团结协作的精神 D.终身学习的意识

15、夏老师和汤老师都在积极准备参加市小学教学基本技能大赛，首次参加比赛的夏老

师向汤老师请教，汤老师因担心夏老师在比赛中超过自己，就说自己也不太清楚。汤老师的

做法表明她（ ）

A.具有帮助同事自我创新的意识 B.缺乏尊重同事人格的品质

C.具有促使同事自主发展的意愿 D.缺乏与同事互助合作的精神

16、部分家长认为教育孩子是教师的事，自己可以不管孩子。对此，教师的下列做法，

正确的是（）

A.引导家长一同做好教育工作 B.责怪家长对孩子教育不负责任

C.放弃合作，自己好好教育学生 D.给予理解，家长教育能力有限

17、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

A.自然界中的金属常温条件下一般呈固态 B.惰性气体不能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C.钢是由铁和碳按一定比例冶炼而成的 D.天然气是一种无色、无味的天然气体

18、下列科学家中，发现运动磁体能够产生感应电流的是（ ）

A.奥斯特 B.安培 C.法拉第 D.戴维

19、某官员出身寒微，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下列选项中，该官员生活的朝代可能是

（）

A.西汉 B.东汉 C.东晋 D.唐代

20、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中，“娜拉”形象出自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作

是（）

A.《社会支柱》 B.《玩偶之家》 C.《群鬼》 D.《人民公敌》

21、创作了话剧《龙须沟》，作家老舍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是（）

A.人民艺术家 B.语言艺术家 C.幽默大师 D.戏剧大师

22、《徐霞客游记》是一部以日记体为主的地理著作，记述了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三十

多年的旅行经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



A.详细考察并科学记述了喀斯特地貌的特征

B.纠正了文献记载有关水道源流的一些错误

C.调查了西域地理并重现了汉代丝绸之路

D.如实地记述了所到之处的人文地理情况

23、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宣扬个性解放、尊重人 、爱人等人文主义思想，下列这一时

期的艺术家与其作品配伍正确的是( )

24.“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善书”是一副贺寿对联，所贺寿主的年龄是（ ）

A.30 B.40 C.50 D.60

25.某地发现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则该地的岩石种类最有可能是（ ）

A.火成岩 B.变质岩 C.沉积岩 D.岩浆岩

26.Excel 中，当数据源发生变化时，所对应图表的变化情况是（ ）

A.手动跟随变化 B.自动跟随变化 C.不会跟随变化 D.部分图表丢失

27.下列选项中，不能作为超级链接插入演示文稿的是（ ）

A.一个演示文稿 B.其他应用程序中的某一文档

C.幻灯片中某一对象 D.同一演示文稿的某张幻灯片

28.下列选项中，与“绿叶菜-菠菜”逻辑关系相同的是（ ）

A.西红柿-番茄 B.萝卜-白萝卜 C.小白菜-白菜 D.花菜-黄花菜

29.下列选项中，最适合填在问号处，从而能够使图形序列呈现一定规律性的是（ ）

http://www.baidu.com/link?url=dAafD8pInBQKRiJDuYeN8wddV3vnaOdjr5JxkVrbsyb2lY9b44kz6zoiz7HmZw3BIvUfYjuJbB1ZYjhuqGoDZwtuQ-RiwObdSv7FgmmYsY3


二、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题 14 分，共 42 分）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30、材料：

四(1)班王红语文、英语成绩都很好，数学差，老师说，她就说自己父母数学都差，遗

传的，学不好了。新接手数学课的张老师觉得很可惜，就想办法打消王红对数学的抵触并提

高成绩；先是和王红总结语文、英语学习方法并运用到数学学习中，上课也积极引导王红答

题，遇到难题逐步分解，让王红大胆尝试，王红成绩有了很大提高，并且再也不说自己数学

遗传不好了，请从学生观角度，分析张老师的教育行为（14 分）

31、材料题：关老师带学生参观动物园，有老猴子抢小猴子食物，学生纷纷讨论：“老

猴怎么能抢小猴子食物呢？”“他们是动物又不是人”“有些大人还抢小孩子的东西呢”，

关老师听着孩子们的讨论若有所思。回去之后关老师组织学生讨论，大家积极发言“老猴子

不应该抢小猴子食物” “《动物世界》，里面说，这是动物的生存竞争，属于动物的本能，

无所谓好坏。”

“人是先进物种，不能和动物一样”，关老师说：对，人是进化的高级物种，不能和

动物一样，我们要尊老爱幼。小松站起来说：那有些人把猴子杀了卖到饭店，也是不对的！

关老师说，没错，动物和人都是生命，我们要保护动物，承担责任，做一个有爱心，担责任

的人。问：请从职业道德，评析关老师的教育行为（14 分）



32、材料：

一个人的目光发自他的内心世界。目光的颜色表征了一个人的信仰与观点，而它与自然

光的偏离程度则衡量着他的阅世是否成熟。目光的视野大小反映了一个人的胸怀。目光的温

度流露出一个人的情感。目光的光压显示了一个人的勇气、决心与意志。一束怯懦的目光，

光压几乎接近于零。目光的高低常与一个人地位的尊卑相联系。目光的深浅则透着一个人的

睿智、聪慧与文化修养。而目光的真伪完全是一个人是否诚实的标志。

目光还反映出一个人的综合气质。如他的人格品位，机智程度，灵气天分，城府心机，

阅历深浅，胸襟气度，风范操守，文化素养，行业习惯……从一个人的目光里，你可以读出

他的心灵，看到他更为深层次的内涵。怪不得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不过，眼睛确

实是一个人最有神韵的地方。

有的人相信名片上的官衔，有的人则以衣冠取人(甚至妄言，服装是一个人的“第二名

片”)。实际上都不甚可靠，特别是当前，这两者都是最容易伪造的。而一个人的目光才是

高度“防伪”的。一个人可以很容易改变他的服装，但却难以改变他的目光。也许只有经过

特殊训练的人(如间谍)才有本领控制与伪饰自己的目光。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当年

曹操接见匈奴使臣，他自以为形陋不足以向远方强悍之国显示天威，特叫崔季，代他充当大

王角色，自己则握刀立旁充作侍从。事后有人问使臣：“魏王如何?”匈奴使臣回答说，魏

王形态仪表倒也不凡，但是座旁那位炯炯有神的握刀人才是真英雄。

善良的人们，要把握住自己的目光，去判别真，发现美，择良善，并发出自己纯净善良

的目光。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的各种光照之下，同时也生活在社会的众人目光之中。

这个世界若是更多些真、善、美的目光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摘编自詹克明《目光》）

问题：

（1）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目光所反映的一个人的特性。（4 分）

（2）文章用“真假魏王”的例子旨在说明什么？请简要分析。（10 分）



三、写作题（本大题 1 小题，50 分）

33、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文。

一个老人挑着一担瓷碗在路上走着，突然一只碗掉到地上摔碎了，老人头也不回继续向

前走。路人很奇怪，便问：“你的碗摔碎了，为什么你连看都不看呢？”老头说：“我再怎

么回头看，碗还是碎的。”

根据上面文字所引发的联想和思考，写一篇作文。

要求：文体自选，立意自定，标题自拟，不少于 800 字。



答案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9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8 分）

1、B

【解析】题干中孙老师的说法显现出，仍然只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忽视学生其他方

面的发展，这样的观念仍然属于应试教育的观念，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本题选 B。

2、A

【解析】本题显然是在考查素质教育的理念。素质教育是“两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

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图片中教师的做法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本题选 A。

3、A

【解析】题干中老师能够将废物重新利用，变废为宝，不仅节约了资源，而且提高了效

率。体现了沈老师具有资源开发能力。所以，本题选 A。

4. D

【解析】从题干中描述，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学习心理等知识属于教育科学知识，所以

本题选 D。

5. C

【解析】《教师法》第三十九条 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

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

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

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同级

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理。

6、C

【解析】题干中周某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教师没有罚款的权利，罚款属于行政处罚，

只有具有行政处罚权的主体才能实行，所以，本题选 C。

7、C

【解析】《义务教育法》第五十八条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

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

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所以，本题选 C。



8、C

【解析】题干中该学校的做法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包括：接受完法定教育

年限权、学习权和公正评价权。材料中学校让学生停课参加庆典的行为，实际侵犯的是学生

受教育权利中的学习权。所以，本题选 C。

9、B

【解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九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

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所以，本题选 B。

10、D

【解析】王玲的作文属于王玲本人的著作权，王玲享有财产权。所以，该作文所获得的

稿酬属于王玲本人所有。选 D 选项。

11、A

【解析】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

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在此种情形中，学校承担的是过错推定责

任。即除非学校能证明自己没有责任，否则学校要承担责任。所以，选 A。

12、B

【解析】《纲要》里保障措施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第五十四条提高教师地位待遇。不

断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依法保证教师平

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落实教师绩效工资。

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

完善津贴补贴标准。建设农村艰苦边远地区学校教师周转宿舍。研究制定优惠政策，改善教

师工作和生活条件。关心教师身心健康。落实和完善教师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国家对

在农村地区长期从教、贡献突出的教师给予奖励。所以，本题选 B。

13. B【解析】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生命、健康、姓名或名称、肖像、名誉、隐私、

信用等各种人格利益所享有的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通过比较可知，老师实际上行为是侮辱

了糖糖的人格。

14、D

【解析】从题干的描述可以看出李老师虽然教学经验丰富，但还是能够主动的学习新知



识，并探索创新，提高自己素养和教学水平，说明其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所以，选 D。

15、D

【解析】从个体干中汤老师的想法中可以看出，汤老师缺乏分享精神和合作精神。因此

选 D。

16、A

【解析】本题考查家校合作。家校合作可以有效的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而且教育孩子

不仅是学校教师的事，同时也是家长的重要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本题选 A。

17、B

【解析】惰性气体是指元素周期表上的 18 族元素，在常温常压下，它们都是无色无味

的单原子气体，很难进行化学反应。天然存在的稀有气体有六种，即氦（He）、氖（Ne）、

氩（Ar）等，他们很难进行化学反应，但并不是不能发生化学反应，所以，B 错误。

18、C

【解析】法拉第是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也是著名的自学成才的科学家。是英国著名

化学家戴维的学生和助手，首次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在电磁学方面做出了伟大贡献。

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是丹麦物理学家。1820 年因电流磁效应这一杰出发现获英

国皇家学会科普利奖章。

安培是法国物理学家，他在 1820 年提出了著名的安培定律。安培定则，也叫右手螺旋

定则，是表示电流和电流激发磁场的磁感线方向间关系的定则。通电直导线中的安培定则（安

培定则一）：用右手握住通电直导线，让大拇指指向电流的方向，那么四指的指向就是磁感

线的环绕方向；通电螺线管中的安培定则（安培定则二）：用右手握住通电螺线管，让四指

指向电流的方向，那么大拇指所指的那一端是通电螺线管的 N 极。

戴维是英国著名化学家。1802 年开创农业化学。发明煤矿安全灯，用电解方法得到碱

金属等。

19、D

【解析】科举制产生于隋，发展于唐，完备于明。在此之前是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时期

的九品中正制。所以本题选 D。

20、B

【解析】本题考查外国文学，易卜生的代表作是《玩偶之家》，所以，本题选 B。

21、A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8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145.htm
https://www.baidu.com/s?wd=%E7%94%B5%E7%A3%81%E6%84%9F%E5%BA%94%E7%8E%B0%E8%B1%A1&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rjRvmvc4PHmYnywWPADv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64P1TYn10
http://baike.baidu.com/view/670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97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2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4741/147667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318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504/52371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042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8150/9815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8150/98150.htm


【解析】老舍在 1951 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是“人民艺术家”。所以，

选 A。

22、C

【解析】《徐霞客游记》是一则以日记体为主的地理著作，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

34 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 17 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

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

外，遗有 60 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详细记录所经地理环境的游记，也是世界上最早记

述岩溶地貌并详细考证其成因的书籍。在《徐霞客游记》中未涉及到西域地理和丝绸之路，

C 项正确。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C。

23、B【解析】A 是拉斐尔的《圣母子》，B 是米开朗基罗《大卫》，C 是波提切利的

《春》，D 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只有 B 是画作、作家、作品名称全部对应正确的选项。

24.C

【解析】本题考查文化常识。30 而立，40 不惑，50 知天命，60 花甲，所以，本题选 C。

25. C

【解析】沉积岩具有明显的层理构造，常含有化石。岩石总共分三类：岩浆岩，沉积岩，

变质岩。

岩浆岩：侵入岩：花岗岩；喷出岩：安山岩，玄武岩，流纹岩。

沉积岩：石灰岩，砾岩，砂岩，页岩。变质岩：片麻岩，大理岩，石英岩，板岩。

26. B

【解析】本题考查 eXCEL 常识，在 Excel 中当数据源发生变化时，所对应的图表会自动

变化，不需要其他操作，所以，本题选 B。

27. C

【解析】本题考查设置动画和超链接的区别。幻灯片中的对象只能设置动画效果，没法

设置超链接，超级链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比如：文稿、文档或者某张幻灯片。所以，

本题选 C。

在演示文稿中，超链接是实现一个演示文稿快速跳到其他 演示文稿或文件的捷径，指

的是从一张幻灯片到同一演示文稿中的另一张幻灯片 的链接，或者是从一张幻灯片到不同

演示文稿中的另一张幻灯片、电子邮件地址、网页、和文件链接。因此，另一个演示文稿、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06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2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843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017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468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414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21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478.htm


其他应用程序的某一文档，同一演 示文稿的某张幻灯片均可以称为超链接的插入对象。C 项

正确

28. B

【解析】本题考查类比推理。题干中绿叶菜和菠菜的关系是种属关系，且属在先，种在

后。A 项是同一关系，B 项是种属关系，且属在先；C 项也是种属关系，但种在先，所以不

选；D 项中花菜和黄花菜是两种菜，属于反对关系。所以，本题选 B。

29.C

【解析】本题属于图形推理，逻辑规律是：相同的留下，不相同的部分进行相加。所以，

本题选 C。

二、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题 14 分，共 42 分）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30、

【解析】本题属于考查学生观点的知识点，我们可以从四大方面去进行分析，分别是学

生是发展中的人；学生是发展的主体；学生是整体人；学生是独特人。答题时注意理论和材

料的结合，同时，也要考虑答题的层次性。

【参考答案】张老师的教育行为遵循了以人为本学生观的相关要求，值得肯定。

首先，以人为本的学生观认为学生是发展的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学生的正处于发

展过程中，学生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要求教师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学生。

材料中，张老师认为王红具有发展的潜力，能学好数学，采用各种方法帮助她学习，提

高数学成绩。

其次，以人为本的学生观认为，学生是发展的主体，具有主体地位，主体需求和主动发

展可能性。要求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材料中的张老师通过和王红总结学习方法，然后在课堂上引导王红积极参与都说明了张

老师很好的调动了王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王红成为学习的主人。

再次，以人为本的学生观认为学生是独特的人，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成人之间具有

巨大的个体差异性，要求教师要因材施教。

材料中张老师针对王红的特点，为她设计学习的方法，帮助她提高数学成绩。体现了这

一点。



综上所述，作为教师，要持有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尊重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全

面，个性化发展。

31、

【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我们从“三爱两人一终身”六个方面分别去分析

对应材料，做出答案。本题主要体现了爱岗敬业和教书育人的教师职业道德。

【参考答案】

案例中关老师的教育行为是正确的，符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具体表现如下：

（1）爱岗敬业。爱岗敬业要求教师做到勤恳敬业，对工作高度负责，认真辅导学生，

不敷衍塞责。

材料中的关老师，在学生参观动物园时，能够关注孩子们的问题，并展开思考，回来后，

让孩子们从观察到的现象入手，进一步的去分析、学习，得出观点和提出想法，学生们有了

更多的收获、成长和进步。

（2）教书育人。教书育人要求教师要做到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教育。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良好品行，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以分

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材料中关老师能够从学生学习知识和成长的规律入手，让孩子们回校后展开讨论，并通

过自己的引导启发，去推进学生们的学习和认识，培养学生们的学习能力和道德品质。

总之，材料中关老师的做法是值得提倡和借鉴的。

32、【解析】

（1）第一问属于内容理解题，注意抓住第一、二自然段的段首句入手分析。

【参考答案】一个人的目光反映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信仰与观点、是否成熟、

胸怀、情感、勇气、决心与意志。还反映了一个人的：综合气质，包括：品味、机智、灵气、

城府、胸襟气度、风范、文化、习惯等等。

（2）【解析】第二问属于内容理解题，注意结合文本本身的内容进行。

【参考答案】文章用“真假魏王”的例子说明：一个人的名片、服装等都是容易伪装的，

而一个人的目光是无法伪装的、难以改变的。

因为：一个人的名片盒服装都可以通过各种加工和各种手段加以伪装，而且社会越进步，

科技越发达，伪装的程度就越高；反过来，一个人的目光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反映，一个人

对周边的人是什么观点、有怎样的胸怀、情感，都可以通过他的目光看出来；一个人的目光



也是一个人长期形成的综合气质的反映，是很难改变的。

所以：作者在文章的末尾倡导我们应该把握住自己的目光，去发现真、善、美；去辨别

假、丑、恶。多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发出自己真、善、美的目光，这个世界才能更加

美好。

（可以举例）

三、写作题（本大题 1 小题，50 分）

【解析】

第一步：审题：

1.审文体：本题文体不限，建议写议论文。

2.审题型：本题属于典型的材料作文

3.审要求：字数：不少于 800 字，题目自己定

第二步：立意：

本题的审题方法可以采用：关键词句+角度法。

从题干的描述看：本文的主体有两个，一个是卖瓷器的老人；另一个是路人。

关键词句是老人的话：“我再怎么回头看，碗还是碎的 。”

从老人的角度立意：可以看出老人的话的内涵是说：碎了就碎了，没必要再去花费心思。

言外之意就是要往前看，不要一直纠结于过去，过去就过去了。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

雨兼程。

从路人的角度立意：可以想想路人的问题，你的东西摔碎了，怎么连看都不看，似乎太

洒脱了。难道我们只顾风雨兼程，不管不顾后果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回头看看

走过的路。看看是否偏离了航向。

第三步：标题：

1.如果从老人的角度立意：可以选择的题目是：《一切向前看》、《勇往直前》等等

2.如果从路人的角度立意：可以选择的题目是：《适时回头看》

第四步：布局：

引论：



本论： 并列式的：

分论点：

递进式的：

结论：

第五步：开头、中间、结尾

第六步：语言

【参考范文】

不念过去 不惧将来

过去如风，转瞬即逝；过去如水，一去不返；过去如沙，握不住它。既然如此，过去便

让它过去，不必再回头看它，不必再对它念念不忘。不念过去，才能不惧将来，朝着梦想的

方向努力前行。

失去的东西再也不会回来，碗碎了再怎么回头看，碗还是碎的，不会因为你的惋惜留恋

而恢复如初。不会因为你的停滞不前而有所改变。无论昨天怎样，我们都不能停留，不能回

头。我们不属于过去，只属于现在，只能向着未来不停奔跑，才能跑出过去的黑暗，以现在

的姿势去拥抱未来的光明。

不论过去多么风光和得意，也不能沉迷其中，停步不前，否则将一事无成。方仲永五岁

便能作诗，可谓少年天才。但是他的父亲不再让他继续学习，整日带他在邻里间炫耀，天长

日久、不思进取，最终：“泯然众人矣” 变成了普通人。居里夫人在发现了新的化学元素

钋和镭后，没有在成绩和荣耀面前骄傲自满，以平常心在科研的道路上不懈努力，继而成功

分离了镭元素，成为世界上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昨天的成绩只属于过去，明天的成功只能靠今天的努力，放下昨天的光环，活

在当下，用微笑和汗水去面对今天的生活，才能成就明天的辉煌。

不论过去多么失败和不堪，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继续前行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天空。

热播剧：“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前半生经历了失败的婚姻，面对生活的压力，罗子君痛

定思痛后毅然走出失败的阴霾，从家庭妇女走向职场，依靠自己的坚持和努力打拼出一份属

于自己的事业，成为生活的强者。罗子君的成功告诉我们不能被过去的挫折和失败打倒，在

困难面前勇往直前，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执着，不念过去活在当下，直面现实的人生敢打敢拼，



就不惧将来活出自我的风采。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既不能因过去的成绩和荣耀停滞不前，也不能被昨天意识到失败和

挫折打倒。我们要不念过去，放下昨天的包袱勇往直前；不惧将来，怀着对明天美好生活的

期待努力前行，去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生。【共：797 字】

咨询电话：4006-01-9999

华图教师网官方网站 http://www.hteacher.net/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9小题，每小题2分，共58分）
	二、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题14分，共42分）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三、写作题（本大题1小题，50分）
	答案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9小题，每小题2分，共58分）
	二、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题14分，共42分）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三、写作题（本大题1小题，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