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考试《综合素质》（幼儿园）真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9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8 分）
1. 手工制作后，孩子们都开心地把作品拿在手里。小明兴高采烈地奔向老师，举起手里的作品向
老师炫耀，可是老师瞟了一眼说：“看你做的是什么呀，难看死了。”老师的做法（
A. 正确，从小培养幼儿的认真态度

B. 正确，从小对幼儿进行挫折教育

C. 不正确，挫伤了幼儿的创造热情

D. 不正确，扼杀了幼儿的竞争欲望

）。

2. 某幼儿园一直试着让幼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如发勺子、分碗、搬凳子等。一天，小樱用乞
求的目光注视着老师，轻声说：“老师，让我发一次勺子好吗？”老师说：“每次吃饭最慢，
上课从不举手发言，还发勺子呢！”下列做法正确的是（

）。

A. 老师让小樱先举手再发言

B. 老师们让小樱先吃饭再做事

C. 老师应该让小樱搬凳子

D. 老师应该让小樱发勺子

3. 某幼儿园一直注重教育质量，选择“唐诗三百首”对幼儿进行详细讲解、认读、听写，部分家
长对此很满意。该幼儿园的做法（

）。

A. 不正确，忽视了幼儿教育的生活化

B. 不正确，忽视了幼儿教育的均衡化

C. 正确，提升了幼儿的语言能力

D. 正确，打牢了幼儿的知识基础

4. 在教育活动中，幼儿园老师总是主动为幼儿提供丰富、适宜的游戏材料，并指导幼儿开展游戏
活动。下列关于该行为的理由，不正确的是（

）。

A. 游戏能促进幼儿同伴关系的建立

B. 游戏是教师自发自主的行为

C. 游戏需要教师的综合指导

D. 游戏是幼儿学习的基本形式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
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

）。

A. 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B. 平等的受教育条件

C. 免试入学的机会

D. 就近入学的机会

6. 某幼儿园聘用了曾经有过犯罪记录的宋某作为工作人员，依据《幼儿园工作规程》的规定，该
幼儿园的做法（

）。

A. 合法，要给予宋某改过自新的机会
B. 合法，幼儿园有权自主聘用工作人员
C. 不合法，应征得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方可聘用
D. 不合法，幼儿园不得聘用宋某担任工作人员
7. 幼儿黄某活泼好动，常与同伴嬉笑打闹，多次违反活动纪律。为此，带班教师万某不允许其参
加幼儿园的各种文艺活动，以防其破坏活动秩序。教师万某的做法（

）。

A. 正确，是维护活动秩序的需耍

B. 不正确，教师应平等对待幼儿

C. 正确，教师有权自主管理班级

D. 不正确，应征得其他教师同意

8. 某幼儿教师在幼儿园的操场上吸烟。该教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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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合法，幼儿园的操场可以吸烟

B. 合法，幼儿教师可以吸烟

C. 不合法，幼儿教师不得吸烟

D. 不合法，不得在幼儿园内吸烟

9. 某教师积极参加幼儿园集体活动，并对幼儿园的改革发展建言献策。该教师行使的权利是（
A. 教育教学权

B. 科学研究权

C. 民主管理权

）。

D. 公正评价权

10. 教师成某带领小班幼儿户外活动，东东在玩滑梯时突然从滑梯上跳下摔伤。事后调取监控录像
发现，事发时成某背对着幼儿活动区域。对东东所受伤害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
A. 成某

B. 幼儿园

C. 东东

11. 关于幼儿园教育的性质和地位，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D. 东东的监护人
）。

A. 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预备阶段
B. 幼儿园教育是义务教育的组成部分
C. 幼儿园教育是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阶段
D. 幼儿园教育不属于学校教育制度的范畴
12.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 年）》的规定，下列对于我国重点发展农
村学前教育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将村小学改扩建为幼儿园

B. 着力保证留守儿童入园

C. 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

D. 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

13. 最近徐老师将头发染成了红色。在一处区域活动中，“理发室”里的几个孩子边玩边说：“请
给我染发，我要红颜色的，像徐老师一样的红色”“我也要红颜色的！”徐老师“染头发”的
行为（

）。

A. 恰当，反映幼儿教师合理的审美需求

B. 恰当，促进幼儿审美能力的发展

C. 不恰当，不符合区域活动的组织要求

D. 不恰当，不符合幼儿教师的仪表规范

14. 教师节那天，李老师一进教室，就看见桌上放着孩子们送给自己的礼品，有包装精美的鲜花、
音乐卡等。李老师从桌子上特意拿起了一张贺卡，笑着对大家说：“这张贺卡真漂亮，是小朋
友自己做的吧，老师最喜欢这样的礼物！”该做法表明李老师（
A. 偏爱袒护个别幼儿

B. 不尊重大部分幼儿

C. 自觉抵制不良风气

D. 能维护幼儿的权益

）。

15. 中二班要举行画展，孩子们纷纷带来了个人作品。赵老师当众挑选“好的作品”，并将“不好
的作品”丢在了废纸篓里。赵老师的做法（

）。

A. 不正确，伤害了部分孩子的自尊

B. 不正确，打击了全体孩子的积极性

C. 正确，能激励孩子们创造好的作品

D. 正确，能提升班级画展的整体水平

16. 周老师在活动课中趁孩子自主游戏的时候，拿出手机看微信，并给有些孩子看手机上漂亮的图
片和有趣的小视频。周老师的做法（

）。

A. 不正确，不利于公平地对待幼儿

B. 不正确，不利于保护幼儿的安全

C. 正确，有助于拓宽幼儿的知识面

D. 正确，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师幼关系

17. 自从 1927 年发现“北京猿人”化石后，我国又相继在多处发现原始人类的遗迹，并为这些原始
人类命名。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遗址的原始人，考古学上称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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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山顶洞人

B. 元谋猿人

C. 巫山猿人

D. 蓝田猿人

18. 南丁格尔是现代护理学的奠基人，是全世界护士的典范，她还建立了世界第一所护士学校，她
的国籍是（

）。

A. 瑞士

B. 法国

C. 瑞典

D. 英国

19. 基因工程又称基因拼接技术或 DNA 重组技术，此外还有一种通俗叫法是（
A. 生命工程

B. 遗传工程

C. 细胞工程

）。

D. 绿色工程

20. 我国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观察云的状态预测天气，产生了许多天气谚语。下列图片中，
与谚语“馒头云在天脚边，晴天无雨日又煎”相符的是（

A.

B.

）。

C.

D.

21. 光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要素，光照射在物质上，一般会与物质发生相互作用。下列选项中，
不是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结果的是（
A. 直射

）。

B. 折射

C. 反射

D. 吸收

22. 电影可分为纪录片、科教片、故事片、美术片四大类，下列选项中，主要运用绘画或其他造型
艺术来表现生活的是（
A. 纪录片

）。

B. 科教片

C 故事片

D. 美术片

23. 古代西亚人把庙宇建在高高的台面上，后人称之为山岳台，又称观象台。除了观测星象外，还
有表达图腾崇拜的意味，其崇拜对象（
A. 天体山岳

B. 帝王将相

）。
C. 祖辈先人

D. 飞禽走兽

24. 下图描绘的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娱乐活动，这项活动通常认为在先秦就己出现，到了宋代尤为兴
盛。该活动的名称是（

A. 步打

）。

B. 蹴鞠

C. 跳丸

D. 角抵

25.“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身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通常被认为
是明代政治家于谦的一首托物言志诗。它吟咏的对象是（
A. 花岗岩

B. 大理石

）。

C. 石灰

26. 在 Word 中，用鼠标左键单击文档中的图片所产生的效果是（

D. 煤炭
）。

A. 弹出快捷菜单

B. 选中该图片

C. 进入图形编辑状态

D. 将该图片加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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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 PowerPoint 中，新建演示文稿己选定某特定的应用设计模板，在该文稿中插入一个新幻灯片
时，新幻灯片的模板将（

）。

A. 采用默认设计模板

B. 随机选择任意设计模板

C. 采用己选设计模板

D. 需要指定另外设计模板

28. 找规律填数字是一项很有趣的活动，特别锻炼观察和思考能力，下列选项中，填入数列“7、8、
9、11、（

）、19”空缺处的数字，正确的是（

A. 12

B. 14

）。

C. 16

D. 18

29. 下列选项所表述的内容，包含在“没有学会分享，就不能感受更多快乐”中的是（

）。

A. 只要学会了分享，就能感受更多快乐
B. 即使学会分享，也未必感受更多快乐
C. 没感受更多快乐，是因为没学会分享
D. 只有学会了分享，才能感受更多快乐
二、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14 分，共 42 分）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30. 材料：
下面是某幼儿园小班张老师的教学片段：
（张老师的铃鼓响起来了，孩子们回到座位上）
师：我们都是机器人。
幼：一不许动，二不许笑，三不许露出大门牙。
师：小朋友们，我们先来看看电视上播放的是什么？
（老师按下播放键，电视里出现了新华书店的宣传片）
师：小朋友们去过这个地方吗？
幼：去过。
师：这是什么地方呀？
幼：新华书店。
师：你们真棒，你们看新华书店有许多许多的书，是不是？这些书都是分门别类放在一起的，
咱们一起来看看哪些种类呢？
（老师指着“教育类”这块牌子问幼儿是哪个区，大多数孩子都不识字，都没有反应。）
师：你们可能不认识这些字，那我们让咱们班的“识字大王”江江来帮帮我们，你们说好不好？
幼：好！
（江江站起来念出字后，老师放弃了与孩子一起探索书的种类，自己看着电视屏幕一类接着一类
给孩子认真讲解，教孩子认字，孩子们在下面念着，听着。）
问题：请结合材料，从儿童观的角度，评析张老师的教育行为。（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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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材料：
2.5 岁的小熙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现在主要和外婆住在一起。
一天午餐过后，小朋友们都在认真地看书。突然，林老师听见了轻轻的抽泣声，发现小熙正双
手捂着脸，伤心地哭着，旁边的浩浩四处张望，眼里掠过一丝不安，林老师走过去把小熙搂到怀里，
轻轻地拍着她，问：“小熙，怎么了？”小熙指着浩浩说：“他打我！”说完哇的一声哭起来。林
老师帮她整理好衣服，并夸夸她的裙子，摸摸她的小辫，安抚了好一会，她才平静下来。林老师问
浩浩：“怎么回事啊？”浩浩委屈地说：“我想拉她跟我一起去搭积木，她就哭了。”小熙说：“他
弄疼我了。”林老师对小熙说：“浩浩不是故意的，你就原谅他吧。”林老师把浩浩和小熙的小手
拉到一起，鼓励他们一起去搭积木。
下午外婆牵着小熙的手准备离园时，林老师对外婆说：“小熙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内向，
太敏感，回去您好好跟她说说吧。”
问题：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林老师的教育行为。（14 分）

32. 材料：
一部《西游记》，是一部孙悟空的英雄史，记录了他的出生、成长、奋斗，直到成为“斗战胜
佛”的全过程，探求他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成功的人生意义。
《西游记》小说写孙悟空的出生，有一点和普通人大不一样的地方， ：他是天生地长的，从石
头缝里蹦出来的神猴。
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他就摆脱了人与生具有的社会关系。美猴王没有家庭的束缚，也就意
味着他一开始就不受任何的社会束缚，用小说的话，就是“不服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
王位拘束”，成为一个摆脱一切社会关系的原生态的人。
那么，作为一个原生态的人，是不是就获得了真正的“自在”呢？这还不行，石猴有一天突然
发现，自己生活的环境太狭隘了，来来回回的就是在花果山上，交往的就是那些个猴哥猴弟，他想
要拥有更大的空间和世界，所以他就去寻仙问道，有了种种法力，这既提升了个人能力，同时也拓
展了无穷的生存空间，一个筋斗云就可以翻出十万八千里，生活空间如此之大，可以为所欲为，来
去自如。
有了这么广阔的生存空间，人就能获得真正的“自在”了吗？还是不行，孙悟空有一天忽然悲
叹起来，他看到老猴子一个个死去，想到自己迟早也耍死去，孙悟空努力超越，到阎罗殿去，把自
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中勾掉。
孙悟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被唤醒的，原来他只有对空间自由和时间自由的追求，但一旦上了
天庭，孙悟空就变化了，他有对“名”的追求，原来他是没有追求“名”的意识的，你叫他美猴王
也罢，叫他悟空也罢，什么都行。所以当孙悟空第一次被收容到天庭时，让他当“弼马温”，他还
挺高兴，可以天天管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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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他知道“弼马温”是个未入流品的官职的时候，他明白了人和人之间还有官职的区别，
于是他又造反了，他给自己创造了响亮的名号―“齐天大圣”。
社会教给孙悟空知识的过程就是他个人的欲望不断膨胀的过程，最后他提出一个最极端的口号，
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孙悟空说这是“常言道”，咱们要追问：这“常言”是哪来的？
孙悟空不识字，他从哪儿学到这“常言”呢？花果山猴子们哪能知道“皇帝”是什么？这显然是玉
皇大帝和臣子们教的，在天庭生活的耳濡目染中，孙悟空受到了熏陶，被知识化了。他逐渐失去了
原本有的“赤子之心”，导致了个人欲望的极端膨胀。
有了个人欲望的极端膨胀之后，社会就不能容忍他了，有人赞扬说“皇帝轮流做”体现出“造
反精神”。但这种造反精神如果应该得到肯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毫无秩序可言了，“皇帝轮流
做”，是靠能力还是靠年龄？怎么“轮流”法？如果人人想要当皇帝，这只能导致个人欲望的极端
膨胀，造成社会秩序的残酷破坏。
孙悟空打破了这种社会规律，扰乱了正常的文化秩序，这必定要收到惩罚。小说采取了寓意性
的写法，个人有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个体人”一旦步入社会，就不可能再有
绝对的自由自在，不可能再为所欲为了。
（摘编自郭英德《中国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
问题：
（1）在本文看来，“如来佛的掌心”的寓意是什么？请根据文本，简要概括。（4 分）
（2）文章怎样表明孙悟空从一个“原生态”的人演变为“个人欲望极端膨胀”的人的？但他为
什么最终又能成为“斗战胜佛”？请结合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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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30 年代，梅兰芳先生初到上海，虽然他唱功绝佳，誉满京华，但要在大上海一下子出
名也难。当时想在报纸上打广告，但广告要怎么写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呢？经过一番筹划，戏班子
决定在报纸上只印三个字―梅兰芳，当时上海的市民并不知道梅兰芳是谁，因为好奇都在互相打听。
连登了一周之后，报纸上登出了一个详细的广告：“梅兰芳―京剧名旦，今晚在上海某戏院登台献
艺，欢迎观看。”就这样，梅先生在上海一唱走红。
综合上述材料所引发的思考和感悟，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论述文。
要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题目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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