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17 页 

2017 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考试《教育知识与能力》（小学）真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分） 

1.  教师应引导学生而不是代替学生做出选择，这是尊重和发挥（    ）。 

 A. 学生的主体性  B. 学生的差异性  C. 学生的创造性  D. 学生的发展性 

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来我国学习，并把中国文化带回自己的祖国。

这反映了教育具有（    ）。 

 A. 文化传承功能  B. 文化创造功能  C. 文化更新功能  D. 文化传播功能 

3.  在西方近现代教育史上，被认为最先“发现了儿童”的教育家是（    ）。 

 A. 杜威    B. 卢梭    C. 康德    D. 洛克 

4.  小芳常常因为不守纪律而受到批评，但她不以为然，还说只要学习好，守不守纪律无所谓。面

对这种情况，班主任首先应采用的教育方法是（    ）。 

 A. 说服教育   B. 情感陶冶   C. 榜样示范   D. 实践锻炼 

5.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规定，少先队的入队年龄是（    ）。 

 A. 6-12周岁   B. 6-14周岁   C. 7-12 周岁   D. 7-14周岁 

6.  小学生轮流值日负责班级卫生扫除，这属于（    ）。 

 A. 志愿服务劳动  B. 社会公益劳动  C. 勤工俭学劳动  D. 自我服务劳动 

7.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教师节讲话中指出，教师要做学生发展的“引路人”。其内容是（    ）。 

 ①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    ②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 

 ③做学生提升能力的引路人    ④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 

 ⑤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⑤   C. ①②④⑤   D. ①③④⑤ 

8.  周老师在教生字的时候，把容易写错的笔画用彩笔标出来，这是利用（    ）。 

 A. 知觉整体性  B. 知觉选择性  C. 知觉理解性  D. 知觉恒常性 

9.  同学们学习一段舞蹈动作，刚开始进步很快，但一段时间后进步不明显，甚至停滞不前。这在

技能练习上称（    ）。 

 A. 高原现象   B. 抑制现象   C. 遗忘现象   D. 挫折现象 

10. 在“直角三角形”的教学中，教师呈现了直角三角形的各种变式，主要目的是为了（    ）。 

 A. 激发学习兴趣  B. 引起有意注意  C. 丰富学生想象  D. 突出概念本质 

11. 阿特金森对成就动机的研究表明，追求成功者与害怕失败者相比，更倾向于选择（    ）。 

 A. 比较难的任务  B. 非常难的任务  C. 比较容易的任务 D. 难度适中的任务 

12. 接受心理辅导后，小欣非常信任和依赖刘老师，内心里已把她当成妈妈。这属于（    ）。 

 A. 移情    B. 共情    C. 同情    D. 反移情 

13.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的代表人物是（    ）。 

 A. 斯金纳   B. 罗杰斯   C. 布鲁纳   D. 布卢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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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课堂上，教师让各小组用自己的方式展示对“友情”的理解，出现了故事讲述、小品表演、诗

歌朗诵等多种形式。这一教学行为旨在达成（    ）。                    

 A. 行为性目标  B. 普遍性目标  C. 表现性目标  D. 生成性目标 

15. 数学课上，马老师有意让学习成绩较差的小军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并鼓励了他。这主要体现

的教学原则是（    ）。 

 A. 启发性原则  B. 直观性原则  C. 循序渐进原则  D. 因材施教原则 

16. 通过复习导入新课时，杨老师发现学生对相关知识掌握不牢固，于是针对性地进行了补充讲解。

这一教学过程具有（    ）。 

 A. 预设性   B. 生成性   C. 启发性   D. 随意性 

17. 泰勒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课程开发的“目标模式”，这一模式主要局限

在于（    ）。 

 A. 程序不清晰       B. 过分强调预设性目标 

 C. 缺乏逻辑性、系统性     D. 不重视课程评价环节 

18. 2001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在课程管理方面的改革目标是（    ）。 

 A. 设置综合课程 

 B. 转变学生学习方式 

 C. 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和选择性 

 D. 形成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 

19. 陶行知先生指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

子”，故而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这一改动所体现的教学理念是（    ）。 

 A. 教学合一   B. 言行合一   C. 学做合一   D. 教做合一 

20. 班级授课制是现代学校普遍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不利

于（    ）。 

 A. 系统的知识传授      B. 因材施教 

 C. 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D. 教学管理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3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30分） 

21. 简述思维过程中问题解决的影响因素。（10分） 

 

 

 

22. 班主任培养良好班风的主要措施。（10分） 

 

 

23. 简述访谈法的基本步骤。（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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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分，共 40 分）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24.  材料： 

一天中午，六年级学生正在操场上打篮球。突然，小海和小冰扭打在一起。吴老师看到了这一

幕，迅速走上前去，严厉地看着他俩，一言不发。看到吴老师，他俩停止了打斗。吴老师说：‚瞧

你俩刚才的样子，好像恨不得把对方都吃了。打球时发生碰撞是很正常的，你们竟然大打出手，丢

人不？我现在不追究谁对谁错，只想问一句，这件事是你们自己处理好呢，还是我来处理？‛他们

互相看了看，说：‚我们自己处理。‛几分钟后，他俩言归于好，并向吴老师承认了错误。 

问题： 

（1）评析吴老师对学生冲突的处理方式。（10分） 

（2）结合材料简述教师处理学生冲突的基本要求。（10分） 

 

 

 

 

 

 

 

 

25. 材料： 

在《小稻秧脱险记》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与小稻秧争夺营养的杂草在除草剂的作用下，

‚有气无力地说：‚完了，我们都……喘不过气来了。‛上课时，于老师问学生：‚谁能把杂草的

话读一读？‛小鹏举手站起来后，声音宏亮而又流利地读完了。于老师笑了笑说：‚你没完。要么

你的抗药性太强，要么这除草剂是伪劣产品。来，我再来给你喷洒一点。‛说完，用手比划着小鹏

‚嗤嗤‛地喷了几下。学生大笑起来，小鹏心领神会，耷拉着脑袋缓慢而小声地又读了一遍：‚完

了……我们都……喘不过气来啦。‛于老师说：‚好，掌声鼓励。这才是‘有气无力’‛。 

问题： 

（1）评析这一段教学片段中于老师的教学行为。（10 分） 

（2）结合材料谈谈你对“教学是一门艺术”的认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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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设计题（本大题有 6 小题，任选 1小题作答，多答只按第 1小题积分，40分。考生可按照

所学专业方向，选择作答。26为中文与社会，27为数学与科学，28为英语，29为音乐，30为

体育，31为美术）请用 2B铅笔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题目的题号徐黑，未涂或多涂均无分。 

25.  请认真阅读下列材料，并按要求作答。 

 

根据上述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1）从写作特点和编者意图对本篇课文进行简要解读。（10分） 

（2）如指导中年级学生学习本文，试拟定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14分） 

（3）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导入环节并说明理由。（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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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请认真阅读下列材料，并按要求作答。 

 

根据上述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1）简述《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版）》中“四基”的内容。（8分） 

（2）如指导高年段学生学习这一内容，试拟定教学目标。（12分） 

（3）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导入环节并说明理由。（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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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请认真阅读下列材料，并按要求作答。 

 

根据上述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1）简述口译训练的方法。（10分） 

（2）如指导小学生练习，试拟定教学目标。（10分） 

（3）根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导入和新授环节的教学活动并说明理由。（20分） 

 

 

 

 

 

29. 请认真阅读下列材料，并按要求作答。 

 

根据上述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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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要分析歌曲的特点。（10分） 

（2）如何指导低年段小学生学唱本歌曲，请拟定教学目标。（10分） 

（3）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唱好歌曲”（在学生音高、节奏、词曲结合基本无误的基础

上，依据作品特点，合理进行歌曲处理）教学环节并说明理由。（20分） 

 

 

 

 

 

 

 

 

 

 

 

 

30. 请认真阅读下列材料，并按要求作答。 

 

向前摇绳编花跳 

动作方法：预备姿势，并脚站立，两手握绳柄自然下垂。练习时，由体后向前摇绳。当绳子摇

到前上方时，两臂迅速在体前交叉，同时向后快速抖腕（前臂外旋），两脚立即跳起，绳通过两脚

再摇至头上方时，交叉臂还原，用同样方法连续进行。 

根据上述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1）简要说明“向前摇绳编花跳”的教学重点、难点。（10分） 

（2）如果指导水平差的学生练习，试拟定教学目标。（10分） 

（3）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技术教学环节的步骤并说明理由。（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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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请认真阅读下列材料，并按要求作答。 

剪纸中的吉祥纹样，形式和题材多种多样，它们形象生动，色彩鲜艳，构图饱满，人们常常借

助一些吉祥纹样与其相关事物的谐音，寓意着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 

 

思考与讨论： 

（1）介绍自己了解的吉祥纹样及寓意。 

（2）剪纸的艺术特点有哪些，如何运用？ 

（3）你想剪一个什么样的吉祥纹样？ 

艺术实践：向民间艺术学习，设计制作一个有美好寓意的剪纸作品。 

我知道的吉祥纹样有            、            、             、            。 

评一评：我知道了吉祥纹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看谁的剪纸寓意美好而且设计的巧妙

美观？ 

根据上述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1）吉祥文化与剪纸的关系是什么？（4 分）请列举六个剪纸的吉祥纹样，并说明其寓意。

（6 分） 

（2）如指导中年段小学生学习，试拟定教学目标。（10分） 

（3）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导入环节并说明理由。（10分） 

（4）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发现和分析吉祥形象传递文化寓意的方法”内容的新授教学

活动并说明理由。（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