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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考试《中学教育知识与能力》真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请选出并将其代码填在题后

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本大题共 21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2分） 

1.  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认为，人的发展犹如白布放进染缸，“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

变，其色亦变”。墨子的这种观点属于（    ）。 

 A. 遗传决定论 B. 环境决定论 C. 教育主导论 D. 主体能动论 

2.  旧的社会制度下，可能出现新教育的萌芽，新的社会制度下，也可能存在旧教育的延续。这种

现象表明教育发展就有（    ）。 

 A. 相对独立性 B. 历史局限性 C. 社会制约性 D. 社会能动性 

3.  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思想，论述了班级授课制，被认为是近代最早的教育学著作的是（    ）。 

 A.《普通教育学》 B.《大教学论》 C.《款育论》 D.《教育漫画》 

4.  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对封建教育制度所进行的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始于（    ）。 

 A. 明朝末期 B. 清朝初期 C. 清朝末期 D. 民国初期 

5.  为了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将系统论的方法引入教育改革，提出的教育理

论是（    ） 

 A. 教育过程最优化理论 B. 最近发展区理论 

 C.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  D. 范例教学理论 

6.  班主任王老师经常通过立志、学习、反思、箴言、慎独等方式来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品德，这种

德育方法是（    ） 

 A. 说服教育法 B. 榜样示范法 C. 情感陶冶法 D. 自我修养法 

7.  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相比，学校体育的突出特点是（    ） 

 A. 娱乐与竞技性 B. 普及性与文化性 C. 教育性与基础性 D. 全体性与全面性 

8.  在专家指导下，地处贵州东南的侗族中学组织有关教师对面临传承危机的侗族织锦工艺进行课

程开发，开设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侗族织锦课程”，该课程属于（    ） 

 A. 国家课程 B. 地方课程 C. 校本课程 D. 社会课程 

9.  为了更好地因材施教，新学期伊始，高一化学课李老师对所教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了摸底

考试，初步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和有关能力。这种考试属于（    ） 

 A. 形成性评价 B. 诊断性评价 C. 总结性评价 D. 相对性评价 

10.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主要标志是（    ） 

 A. 确保学生的独立地位 B. 维持正常课程秩序 

 C. 维护教师的中心地位 D.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11. 学校德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施，但其中最基本的途径是（    ） 

 A. 思想政治和其它学科教学 B. 课外和校外活动 

 C. 班主任工作  D. 共青团少先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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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冬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收到校长的亲自嘉奖后，也开始加倍努力学习力争

取得优异成绩。这种强化属于（    ） 

 A. 直接强化 B. 替代强化 C. 自我强化 D. 内部强化 

13. 李哲爰好广泛，恰逢本周六晚上既有足球赛，又有演唱会，他都想去看。由于二者时间冲突，

他很矛盾。他面临的冲奕是（    ） 

 A. 双趋式冲突 B. 双避式冲突 C. 趋避式冲突 D. 多重趋避式冲突 

14. 杨老师在教学中对所讲的例题尽可能给出多种解法，同时鼓励学生“一题多解”。杨老师的教

学方式主要用来促进学生哪种思维的发展？（    ） 

 A. 动作思维 B. 直觉思维 C. 辐合思维 D. 发散思维 

15. 韩波进入中学后，经常独立思考“我是谁”，未来从事何种职业，在社会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等问题。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韩波的人格发展处于（    ） 

 A. 主动对内疚阶段  B. 同一性对角色混乱阶段 

 C. 自我整合阶段  D. 自主对羞耻和疑虑阶段 

16. 中学生晓涛时而温和，时而暴躁；时而欢乐，时而忧郁。这说明晓涛的情绪具有（    ） 

 A. 两极性 B. 适应性 C. 复合性 D. 社会性 

17. 张博近期经常失眠，食欲不振；不愿与同学和老师交往，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消极悲观；

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未来没有希望。他存在的心理问题是（    ） 

 A. 强迫症 B. 焦虑症 C. 抑郁症 D. 恐怖症 

18. 高中生曲乌喜欢写诗，前几天他的诗首次在报纸上发表，并得到了平生第一次稿费，因此近期

他做什么事都很愉快。曲乌表现出的情绪状态属于（    ） 

 A. 心境 B. 激情 C. 应激 D. 热情 

19. 上学路上，徐燕看到一个同学正艰难地推着一位坐轮椅的老人上斜坡路，她非常激动这种道德

情感属于（    ） 

 A. 动作性道德情感体验 B. 形象性道德情感体验 

 C. 想象性道徳情感体验 D. 伦理性道德情感体验 

20. 刘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积极思考，运用多种策略解决问题。这说明他的

哪种教学能力比较突出？（    ） 

 A. 教学知识能力 B. 教学反思能力 C. 教学监控能力 D. 教学操作能力 

21. 朱老师很关心学生，但对学生很严格，常对学生提出各种要求和规定。大部分学生都喜欢朱老

师，也能按他的要求去做。朱老师对班级的领导关型属于（    ） 

 A. 强硬专断型 B. 放任自流型 C. 仁慈专断型 D. 民主平等型 

二、辨析题（判断正误．并说明原因。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8分，共 32分） 

22. 教育对人发展的作用总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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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总体而言，学校课程内容主要由间接经验构成。 

 

 

24. 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在良好的外界环境作用下，学生的认知发展可以从前运算阶段直接跨越至

形式运算阶段。 

 

 

25. 学习的材料的难度越大，越难以产生迁移。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26. 简述教育的政治功能。 

 

 

 

27. 简述贯彻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统一教学原则的基本要求。 

 

 

 

28. 简述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 

 

 

 

29. 简述促进知识获得和保持的方法。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8 分，共 36 分） 

30. 材料 

我刚接初二（3）班班主任时，班级风气较差，接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培养班集体。我是这

么做的： 

第一，和全班同学讨论确定班集体的发展方向，最终确定了近期（两个月），中期（一学年）

和远期„毕业前‟班集体的目标。近期，主要搞好课堂纪律、抓好班级建设，中期，争取成为学校

优秀班集体，远期，力求全面提高学习成绩和素质。我没有在第一次班会课上训话，而是对同学们

表达了希望和信任，相信经过同学们的努力，一定能把班级建设成优秀班级。同时我深入学生中间，

争取大多数同学的支持并制定了《班级管理常规》，严格实行德育考核，奖罚结合，并定期向家长



                            

第 4 页 共 7 页 

通报，两个月下来，班级风气明显好转，近期目标基本实现了。 

第二，在重新组建班委会过程中，学生反映，生活委员翁丽常常在自习课带头讲话，课间吵

闹造成不良影响，我和班委会讨论后决定撤换她。当宣布这一决定时，看到她情绪低落，我没有

简单批评她，而是关心她，告诉她我这样做，是为班级包括她在内的全体同学着想。经过几次推

心置腹的谈话，她在各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在原班委会基础上，根据各班委的特长进行

了适当调整。 

第三，组织了“学雷锋日”“环保日”“篮球赛”“社会调查”等一系列活动，在活动组织和

实施中，逐渐形成了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班风，激发了学生高度集体荣誉感，培养了他们明辨是非、

善恶、美丑的能力。 

第四，针对后进生，我分别采取了个别谈心，道德谈话，个别辅导方式，在促进学生转变中起

了较好的作用，同时也壮大了班集体。比如，我班赖明同学脾气暴躁，常仗着大块头与同学打架，

与老师顶撞，但他特别擅长体育运动，尤其是篮球打得好，当时恰逢学校组织班级间篮球賽，我意

识到转化的机会来了。我找到他研究如何排兵布阵，并请他做班级篮球队队长，他很感动。賽场上，

赖明奋力拼搏，表现出色，我班取得了第一的成绩。我趁热打铁，又推荐他做体育委员，得到全体

同学同意。在此基础上，我又找赖明谈话，希望他珍惜大家对他的信任。从此，他从班级“反叛者”

变成了“主人翁”，直到初三以良好成绩毕业。 

问题：结合材料说明该班主任老师培养班集体的主要方法（18分） 

 

 

 

31. 材料 

高一女生马英前几天向班主任廖老师倾诉了自己的烦恼。她感觉自己喜欢上了班里的男生周勇，

上课时，总是走神，不由自主的看周勇在干什么，下课后，她的目光总是跟随周勇的身影；如果看

不到周勇，她就心神不定，书也看不进去。她对自己目前的状况非常忧虑，担心被父母，老师发现，

担心自己的学习成绩会因此下降。她十分困扰，问廖老师自己该怎么办？ 

问题： 

（1）请根据中学生异性交往特点分析案例中马英的问题。（10 分） 

（2）如果你是马英的班主任会提出什么建议？（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