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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师资格证考试

小学综合素质押题密卷

重要提示

为维护您的个人权益，确保教师资格证考试的公平公正，请您协助我们

监督考试实施工作。

本场考试规定：监考老师要向本考场全体考生展示题本密封情况，并邀

请 2名考生代表验封签字后，方能开启试卷袋。

请将此条形码揭下，

贴在答题卡指定位置

条

形

码

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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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准
考
证
号

姓
名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云南华图教师2

注意事项

一、本试卷分为两部分，客观题部分共 29 道题，主观题部分共 3 道题，写作题 1道，

满分 150 分，总时限 120 分钟，各部分不单独计时，答题时请注意合理分配时间。

二、请按照要求在答题卡上填写好自己的姓名，涂写好准考证号，严禁折叠答题卡。

三、必须在答题卡上答题：在题本上答题，一律无效；

四、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方可答题；宣布考试结束时，应立即停止答题。题本、

答题卡、草稿纸一律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

开考场。如果违反了以上任何一项要求，都将影响你的成绩。

五、在本套试卷中，可能有些试题较难，因此你不要在一道题上思考时间太久，遇到

不会答的题目可先逃过去，如果有时间再去思考，否则，你可能没有时间完成后

面的题目。

六、试题答错不倒扣分。

停！请不要往下翻！听候监考老师的指

示。否则，会影响你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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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9 道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8 分）

1.王老师讲完新课，询问同学是否学会，班级里鸦雀无声，王老师环视教室，这时小

明回答：“会了”，王老师说：“好的”。于是王老师进行了接下来的教学任务，王老师的行

为（ ）。

A.正确,与小明的互动体现了因材施教

B.正确,关注学生的课堂感受

C.错误,未能践行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

D.错误,只关注学科知识的学习

2.近日，我国把足球纳入学校体育课程教学体系，将其作为体育课必修内容，为学生

提供学习足球的机会，将学生足球特长水平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形成档案。针对这一

做法，结合素质教育的相关内容，下列说法不准确的是（ ）。

A.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B.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C.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D.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

3.某小学五(三)班第三节英语课上，吴老师让学生反复记忆本节课的 8 个单词后，开

始提问学生，吴老师让学生小明上黑板默写这 8 个单词，小明写对了 6 个，吴老师对答错

的单词进行反复提问。小明仍是不会，气的吴老师对小明说“人家都是从哪跌倒从哪爬起

来，你倒好，从哪跌倒，在哪跌死”。吴老师的做法（ ）。

A.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学生观

B.违背了学生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

C.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

D.及时指出了学生的缺点和不足之处

4.在新课程改革中，教师的教学行为发生变化，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是( )。

A.在对待自我上，新课程强调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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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对待师生关系上，新课程强调权威、批评

C.在对待教学关系上，新课程强调教导、答疑

D.在对待与其他教育者的关系上，新课程强调独立自主精神

5.下列选项中，（ ）不属于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行使的权利。

A.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

B.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C.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D.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6.某市教育局每年都将大量的经费和资源分配给当市升学率高的学校，这种做法

( )。

A.属于实事求是，着眼实际

B.没有促进学校均衡发展

C.对升学率差的学校起到激励作用

D.有利于形成良性竞争

7.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为具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

的适龄少年设置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是（ ）。

A.专门学校

B.职业学校

C.特殊学校

D.普通学校

8.小王毕业后前往边远贫困地区，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依法应对小王( )。

A.提出表扬，且医疗要高于当地国家公务员的待遇

B.给予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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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予以补贴

D.颁发荣誉证书.家属享有相应特殊待遇

9.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农村中小学教师（）提供方便。

A.晋升机制

B.解决住房

C.提升工资

D.解决婚姻问题

10.某小学排队放学回家，教师梁某殚精竭虑、尽心尽力随行护送，学生郭某走在队

伍最后，学生张某则走在倒数第二。当走到某条街时，梁老师听见身后有人喊“有人跌倒

了”，她回头一看，张某已倒在地上，左胳膊不能动弹，梁老师当即将张某送往医院救治，

诊断结果为左肱骨踝上骨折。经询问张某与郭某，得知事发时郭某推了张某一下。在该案

件中承担主要责任的是（ ）

A.郭某的监护人

B.郭某

C.梁老师

D.该小学

1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坚持教育（ ）

原则，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

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

A.公益性 B.普及型 C.免费性 D.全民性

12.高中生陈某偷看了王某的日记并将日记内容大肆宣扬，陈某的做法侵犯了王某的

（）

A.隐私权 B.人格尊严 C.人身安全 D.自尊权

13.下列说法或做法不符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关爱学生”规定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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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

A.尊重学生人格，保护学生安全，平等公正对待全体学生

B.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关心学生健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C.对学生严慈相济，积极引导，循循善诱，开展因材施教

D.让差生退学或离校，及早走向社会，不浪费时间和金钱

14.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家长会历来被认为是“优生的天堂，差生的地狱”，而对于三

年级二班的学生家长老王来说，前日刚刚经历的一场家长会则是这句话的最佳体现。家长

会上，班主任张老师对待优等生的家长犹如春风，对待后进生的态度却冷若冰霜。张老师

的做法( )。

A.可行，让家长感受到态度落差。回家后对孩子加以管教

B.不可行.教师的做法违背了依法从教的职业道德

C.可行.老师的态度从侧面上也反映出了学生在校的表现

D.不可行.教师应该以真诚与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家长

15.体现教师职业与其他职业根本不同的是( )。

A.教书育人

B.为人师表

C.奉献性

D.长久性

16.张衡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下

图是张衡发明的仪器，它的用途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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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进行演示天体运动

B.测量验算历法

C.检测地震发生的方向

D.辅助进行数学验算

17.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出现了“胡人汉服”“汉人胡食”的多元文化融合景象。

对出现这一景象影响最大的事件是( )

A.昭君出塞 B.北魏孝文帝改革

C.文成公主入藏 D.册封达赖、班禅

18.三国鼎立时期魏国的建立者及其都城搭配正确的一项是( )

A.曹操洛阳 B.刘备成都

C.孙权建业 D.曹丕洛阳

19.有“郊寒岛瘦”之称的是（）

A.孟郊、贾岛 B.孟郊、贾谊 C.韩愈、贾岛 D.韩愈、贾谊

20.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联合国“五常”国家的是( )。

A.俄罗斯 B.德国 C.法国 D.英国

21.宋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是（ ）。

A.诗 B.词 C.散文 D.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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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是（ ）。

A.鄱阳湖 B.巢湖 C.洪泽湖 D.洞庭湖

23.世界上最先发现黑子的国家是（）

A.中国 B.英国 C.德国 D.挪威

24.以下不属于“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的是（）

A.孟德斯鸠 B.伏尔泰 C.卢梭 D.狄德罗

25.下列作品中的作者是日本人的是（ ）。

A.《伊豆的舞女》 B.《等待戈多》 C.《茶馆》 D.《新月集》

26.下列选项中可以加下划线的是（）。

A.

B.

C.

D.

27.使用 windows 系统的电脑死机后，可以通过按下（）启动右图界面。

A.Ctrl+Alt+Del

B.Shift+Alt+Del

C.Ctrl+Del

D.Shift+Del

28.下列选项中，与“李白和杜甫是诗人”的判断类型不同的一项是（ ）。

A.王维和孟浩然是朋友

B.韩愈和柳宗元是古文运动倡导者

C.赵薇和林心如是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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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李清照和辛弃疾是词人

29.将选项中的数字填入“2,5,8,11,（ ）”空缺处，符合该组数字排列规律的是

（ ）。

A.12 B.13 C.14 D.15

二、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14 分，共 42 分）

30.材料：

班里转来了一位女同学，她走进教室的时候，同学们先是惊讶得面面相觑，而后捂住

嘴，埋下头嗤嗤地笑了起来。因为那女孩只有几绺稀疏的头发，女孩惨白着脸，像只受惊

的小鹿，手足无措地找到自己的座位。接下来的几天，一些同学把这个“丑”女孩当作了

笑谈的资料，老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老师通过主动与女孩接触，发现这个女孩不仅心

地善良，而且手特别巧，女孩是因为生过一场大病才变成这样的，她的父亲也离家出走了。

老师不断鼓励她：“头发会慢慢长好，也会越来越漂亮。”同时，还通过让女孩办黑板报，

让大家见识了她漂亮的美术字和潇洒的图案设计。通过手工比赛，让同学发现了她精美的

剪纸艺术。通过主题班会，引导同学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关怀的价值。渐渐地,同学们都喜

欢上了这个“丑”女孩，而且发现女孩原来有一双很大很美的眼睛，女孩的脸上从此有了

快乐、自信的笑容。

请从学生观的角度，评析该的教育行为。

31.材料：

一个寒冬的早晨，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同学们在上早读，书声朗朗。刘老师刚到校，

来到班上，手插在裤兜里，脸对着全班同学。这时，一个学生走进教室。刘老师大声说：

“小星，你为什么又迟到？站到外面去。”小星眼里含着泪，灰溜溜的走出教室。忽然，

有学生叽咕：“老师自己也迟到。”一个女同学正在向旁边的同学使眼色，脸上露出不服气

的神情。刘老师听到后，气不到一处来，火气直冒，让那个女生也站到了外面。

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分析该教师行为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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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材料：

倘若我们承认，情感在某些情况下比逻辑更加重要，那么我们就会相信，美育在中小

学教学大纲中是不可或缺的。

俄罗斯的教育家们认为，在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中，情商要比智商更加重要。而美育之

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它在促进情商提升方面作用巨大。无论对提升自我认识、增强自我

激励、加大自我控制，还是对提高感受他人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来说，美育的意义和作

用都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流行趋势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

当俄罗斯人说，“让美丽拯救世界吧”，他们是指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或许

是帮助人类感受世界、认知世界最好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育也是民族观念和社会

思想的一种体现。一代或几代人的审美观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美育的

价值和意义在于它能够提升人的思想水准、道德意识和认知能力，从而为现实问题的解决

提供方向。

美育是心灵的教化和人格的培养，它影响着人的精神面貌。美育本身就是一所学校，

让人领悟什么是忠诚、正直、真诚和善良；它让人懂得追求率真、纯粹、道义和理想；它

让人学会与自私自利、出卖灵魂、放弃良心等种种丑行坚决对抗。归根到底，美育可以让

人清醒地意识到，人的尊严与品德为什么如此重要。

美育可以引导孩子们确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方向。美育是对人的情感关怀和培养，

指引人们追寻人生的价值、意义和目标，铲除人生道路上的种种疑惑和迷茫。美育帮助人

们寻找人生理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它在调动人的高尚情怀、培育人的人格完美、启

迪人的仁慈心、道德感和同情心等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俄罗斯的教育家认为，学校有什么样的美育，学生就会有什么样的情操。如果学校放

松美育课程，不去引导学生赏析普希金的诗歌和托尔斯泰的小说，那学生的整体素质就会

大幅度下降。曾有一位俄罗斯的中学老师认真地告诉笔者，一个厌烦诗歌、不读小说、不

看电影和戏剧的人，他们的情感世界多少有些荒芜，他们的审美感受、想象力和创造力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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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会有所削弱。

美育是素质教育中的精华，它可以推动思维能力的发展，它自身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

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通过艺术这个牵动情感的载体，人的创造力、审美直觉和想象力都

可以被激发。美育使任何人都有机会通过审美活动，突破自我的局限性，扩展自我、超越

自我，扩大自己的格局，扩展自己的胸襟和气象。

俄罗斯的大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学生不能穿着没有熨烫的衬衫走进课堂，因为这

是最基本的教养。有句俚语说，人的一切都应当是美好的，无论是心灵，还是衣裳。在莫

斯科，每当看到人们自觉地排队上车、让座，看到一人跌倒众人帮的景象，就会感叹俄罗

斯的国民素质，赞叹美育的力量。在经济极不景气的背景下，人们仍然带着鲜花去剧场，

去博物馆，去艺术中心；电视广播等媒体也仍然保持着高水准的节目播放；网络环境也不

向低级趣味举手投降，俄罗斯人仍然自信而有尊严地保持着他们的审美情操。

（摘自汪江波《美育连接美丽人生》）

问题：

（1）本文论述的中心是什么？请简要概括。（4分）

（2）结合文本，分析“人的一切都应当是美好的，无论是心灵，还是衣裳。”这句俚

语对素质教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10分）

三、写作题（本大题 1 小题，50 分）

33.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泥人和木人在河边玩，木人调皮的向泥人泼水，泥人吓得连滚带爬地逃走，没命地喊

着：“杀人啦，救命呀!”木人生气地说：“你这个人很难相处啊，泼一点水在身上算得了

什么?怎地喊杀人、救命呀？没意思!”两人走到篝火前，泥人抱起木人就往火边放，木人

吓得魂飞魄散，失声喊道：“杀人啦，救命呀!”泥人赶快抱离篝火，不理解的说：“你这

个人也太难相处了，怕你冷，抱你烤烤火，喊什么杀人、放火呀？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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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材料引发的思考和感悟，写一篇论说文。

要求：

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角度自选，立意自定，标题自拟，不少于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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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9 道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8 分）

1.选 C。

【解析】王老师的授课主要是老师的讲解，引导学生参与课堂的意识不够，没有把学

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没能践行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

2.选 D。

【解析】将足球纳入体育课程的内容，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由于学生学业成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体育教育对于学生学

业成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3.选 A。

【解析】“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强调教师应该尊重学生，尊重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个

性。而题目中吴老师对学生进行讽刺、挖苦，显然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学生观。

4.选 A。

【解析】在新课程改革中，教师的教学行为发生变化，表现在：在对待师生关系上，

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在对待教学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帮助、引导;在对待自我上，新课

程强调反思;在与其他教育者的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合作。

5.选 C。

【解析】《教育法》第 29 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

（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

（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

（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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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

（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 30 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

（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三）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

（四）以适当方式为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

况提供便利；

（五）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

（六）依法接受监督。

由此可以看出，C 选项是义务，不是权利。

6.选 B。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章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

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7.选 A。

【解析】《义务教育法》第 20 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为具有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的适龄少年设置专门的学校实施义务教育。

8.选 C。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五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教

师以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到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

应当予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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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选 B。

【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二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

部门，对城市教师住房的建设、租赁、出售实行优先、优惠。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应当为

农村中小学教师解决住房提供方便。

10.选 A。

【解析】依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下列情形下发生的造成学生人

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

校、离校途中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未成年学生对学生伤害

事故负有责任的，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本题应当选 A。

11.选 A。

【解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坚持教育

公益性原则，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

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

局。

12.选 A。

【解析】《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

隐私。

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除因追查

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

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查阅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开拆、查阅。

13.选 D。

【解析】《规范》中关爱学生要求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

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良师益友。保护学生安全，关心学生健康，维护学生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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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D。

14.选 D。

【解析】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尊重学生，更要尊重家长。教师应该以真诚与平等的态

度对待学生家长，取得他们的信任，争取家长们的配合，共同探讨对孩子的最佳教育方法，

以达到共同的教育目的。

15.选 A。

【解析】教师职业与其他职业的根本不同在于，教师职业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不是

无生命的物质，是正在成长中的人。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师的职责是不但要教会

他们知识，还要教会他们为人处世的道理，即所谓教书育人。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

16.选 C。

【解析】图中的仪器是地动仪，地动仪是汉代科学家张衡制作的测量地震的仪器。

17.选 B。

【解析】北魏孝文帝改革，俗称孝文汉化，是指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在位时所

推行政治改革。“胡人汉服”“汉人胡食”都是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内容。综上所述，B 选项

正确。

A 选项，昭君出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故事。王昭君，名嫱(音 qiáng)，字昭

君，原为汉宫宫女。公元前 34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南迁至长城

外的光禄塞下，同西汉结好，曾三次进长安入朝，并向汉元帝请求和亲。王昭君听说后请

求出塞和亲。她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阏氏，音焉支，意思是王后)，象征她将

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从而使

匈奴同汉朝和好达半个世纪。与题意不符，故排除。

C 选项，文成公主入藏是指唐朝贞观年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大相噶尔东赞（即

禄东赞）为请婚使者，赴长安请婚。唐太宗将远支宗女封为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并

诏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入蕃。与题意不符，故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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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项，清朝时期册封达赖和班禅，此后历代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由中央政府册封。与

题意不符，故排除。

18.选 D。

【解析】本题选 D，魏文帝曹丕，曹操次子，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曹魏

的开国皇帝，公元 220 年在洛阳称帝。综上所述，D选项正确。

19.选 A。

【解析】郊寒岛瘦指唐朝著名的两位诗人孟郊和贾岛，二人以苦吟著称，因其平生遭

际大体相当，诗风相似，被后世并称为“郊寒岛瘦”。寒指清寒枯槁,瘦指孤峭瘦硬,两者

含义相似。郊、岛之诗风格清奇悲凄,幽峭枯寂,格局狭隘窄小,破碎迫促,且讲究苦吟推敲,

锤字炼句,往往给人以寒瘦窘迫之感,故称。早在宋初,欧阳修即曰:“孟郊、贾岛之徒,又

得其悲愁郁堙之气。”

20.选 B。

【解析】德国是二战的战败国，而联合国的五常是由战胜国组成的，分别是英、法、

俄、美、中。

D选项贾岛也是唐中期苦吟诗人。被称为“诗奴”，与孟郊合称“郊寒岛瘦”。

21.选 B。

【解析】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宋代的文学标志是词。

22.选 A。

【解析】我国五大淡水湖是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最大的淡水

湖是鄱阳湖，在江西。

B选项：巢湖是五大淡水湖中最小的一个，在安徽。

C选项：洪泽湖在江苏，是我国第四大淡水湖。

D选项：洞庭湖在湖南，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

23.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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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世界上最先发现黑子的国家是中国。

24.选 D。

【解析】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指得是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狄德罗是法国思想

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其代表作为《百科全书》，不属于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

25.选 A。

【解析】A 选项《伊豆的舞女》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B 选项是爱尔兰作家贝

克特的代表作。C 选项《茶馆》是中国作家老舍先生的代表作。D 选项《新月集》是印度

文学家泰戈尔的代表作。

26.选 D。

【解析】选项 A的功能是调整页边距。选项 B的功能是调整纸张大小。选项 C 的功能

是调整文字方向。选项 D的功能是下划线。故本题应当选 D 选项。

27.选 A。

【解析】电脑热启动又称键盘启动，一般是开机状态下启动操作系统。热启动要用下

述三个键：Ctrl+Alt+Del。热启动具有较高的启动速度。这是因为它免除了一些系统

的自检。热启动一般用于系统出现“死锁”或系统结构许重新设置时。

28.选 A。

【解析】本题考察判断，选项中只有 A选项与题干中的判断类型不相同，故本题应当

选择 A。

29.选 C。

【解析】根据 s=3n-1，推出第 5 个数为 3*5-1=14。

二、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14 分，共 42 分）

30.【参考答案】

该老师的行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值得提倡。

首先，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以人为本的学生观要求把学生置于教育活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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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注重学生主体需求，关注学生的全面成长，把学生真正的当作“人”来开展教育，

要平等地对待学生，不放弃每一个学生。面对“丑女孩”，老师不抛弃，不放弃，通过主

动与女孩接触，了解她的基本情况，并采用各种措施，让学生们学会关怀别人。

其次，学生是独特的人。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学生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巨大

的差异。教师应该重视学生身上的这种独特性，并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把他们培养成有个性

的人。材料中，该老师注意激发、表扬学生的优点。“丑女孩”虽然相貌不是太好，但是

美术字、剪纸技术精湛，该老师充分利用女孩的优点，让学生们喜欢上了这个姑娘。

最后，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学生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这要

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丑女孩”只是因为生病，头发才比较少。她还小，长

大慢慢就会好很多。该老师把学生看做发展中的人，帮助学生重拾自信。

综上所述，该老师坚持“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值得我们每一位老师学习和借鉴。

31.【参考答案】

张老师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的要求，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

(1)张老师违反了“关爱学生”这一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关爱学生是师德的灵魂。要

求教师要关心爱护所有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对待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良

师益友。不讽刺、不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张老师看到学习迟到，没

问清原因，大冬天，就让学生站到外面去，没有做到关爱学生。

(2)张老师违反了“为人师表”这一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为人师表要求教师要坚守高

尚情操，知荣明耻，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守住道德底线，明确职业规范，严于律己，以身

作则，在各个方面率先垂范，做学生的榜样。而该老师自己上课也迟到，还训斥学生，没

有做到为人师表。

(3)张老师违反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的“爱岗敬业”。爱岗敬业要求教师在工作中

要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不能玩忽职守。张老师不问清学生迟到缘由就让他站到外面。当

一个女孩提出不满时，张老师实行暴力控制，让那个女孩也站了出去。张老师没有做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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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敬业。

（4）张老师违反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的“教书育人”。教书育人要求教师要遵循教

育规律，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材料中张老师对学生实行暴力统治，没有循循善诱的教导

学生，起到一个很坏的效果。

总之，张老师违反了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我们要以此为戒。

32.【参考答案】

（1）情感在某些情况下比逻辑更加重要，美育在教学中是不可或缺的。

（2）“人的一切都应当是美好的，无论是心灵，还是衣裳”这句俚语深刻的表明美育

对教育人才的重要性。

1.美育在促进情商提升方面作用巨大。对提高感受他人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来说，

美育的意义和作用都越来越重要。

2.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是帮助人类感受世界、认知世界最好的工具。

3.美育是心灵的教化和人格的培养，它影响着人的精神面貌。

4.美育可以引导孩子们确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方向。

5.美育是素质教育中的精华，它可以推动思维能力的发展，美育是一种思维能力和思

维方法。

三、写作题（本大题 1 小题，50 分）

33.【范文】

己欲，亦勿施于人

木人与泥人最终不欢而散，究其根本，是他们不懂得用合适的方法去关心对方。木人

关心泥人却不懂得泥人怕水，泥人关心木人却不懂得木人怕火，于是他们善意的行为却得

到了相反的结果。有时候，我们不仅不能将自己所憎恶的事物推卸给别人，其实我们所钟

情的事物也不能强加给别人。己欲，有时候，亦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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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兴趣和爱好，我们应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将心比心，

才能播撒善良的种子，在它润泽的土地上生长出繁盛的枝桠。还记得孔子批评子贡赎回奴

隶却不求朝廷赏赐的故事吗?先生劈头盖脸批评子贡，子贡只顾满足自己内在良心的发芽，

而不顾俗人的从善的愿望和心理，只是一味从自己善良的心地出发，却致使更多的奴隶不

能赎回，得不到救助。

是的，海涅说，有时候我们播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己之欲，有时候，施于人，

反而是一种伤害!先生对子贡的批评正是先生的通达，他置身于人情人性多元的制高点上，

不欣赏子贡慷慨投掷自己的善心和高尚，任其成为伤害一般人的武器。所以在我们关心他

人的时候，不妨多设身处地想想，用一种更合理的方式来帮助别人，使自己的善良的举措

真正成为抚慰他人身心的良方。

为何会有宁可饿死而不食嗟来之食的廉者？当今社会就存在一种暴力慈善，对于弱势

群体，很多高调慈善者把弱势群体的隐私剥裂开来，昭示天下自己的爱心与高尚，而毫不

顾惜弱势者内心的痛楚，这不啻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如此，给他们的是高高的施舍，

而不是真心实意平等的给予，又如何期待他们用一颗懂得的心来感恩呢？

真正的善与爱，不仅应该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是还要俯下身子来抚慰他们

受伤的心灵。弘一法师的过午不食，每起坐时必先摇晃其藤椅，以便让匿藏在藤椅里的小

生物逃生，体现了其将爱的播撒不仅在同类身上，更把爱顾及万物生灵之上。

戴安娜王妃着手套与艾滋病儿童握手，而德雷莎修女却赤着脚穿梭于贫民窟、流感区，

流着泪亲吻每一个濒临死亡孩子的脸庞，前者体现的只是她的风华绝代，一种带着距离的

疏远；而后者，却是一种人性的最朴素的动人之光。

倘若真心关爱他人，请将他人放在心尖上，用一种如同流水一般轻柔而又是对方最需

要的方式去爱护他。倘若诚意与人为伍，请将他人放在心坎上，留意他人的点点滴滴，让

对方感受到平等真诚与善意。倘若平等与人为善，蹲下来，轻轻的，在对方真正需要的时

候，递上你无限爱意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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