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考试《综合素质》（中学）真题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意的，请把这个答案选出。（本大
题共 29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8 分）
1.

下列关于素质教育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 素质教育更要重视德育

B. 素质教育主要适用于基础教育

C. 素质教育应遵循教育规律

D. 素质教育不要求学生平均发展

2. 吴老师在指导青年教师时说道：“我们是生物老师，自己就知道生物的多样性和保护这种多样
性的重要，所以对各有所长的学生，我们可不能做一个把学生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园丁。”这种
说法表明教师劳动具有（
A. 差异性

）。

B. 协作性

C. 复杂性

D. 示范性

3. 每周五，崔老师都会带领老师们研讨并反思学校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电话
和登门拜访等形式向大学教授请教，或者与校外名师共同探讨，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该做
法体现的教师专业发展途径是（
A. 校本研修

）。

B. 自主学习

C. 行动研究

D. 专业支援

4. 某校将成绩较好的学生单独编班，并组织优质师资对这个班进行重点辅导，提高了中考优秀率，
得到了该班学生家长的好评。该校的做法（

）。

A. 违反了义务教育的公平原则

B. 践行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C. 弱化了学校办学的鲜明特色

D. 遵循了长善救失的教学原则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上级监察委员会对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进行（
A. 监督

B. 监察

C. 领导

）。

D. 指导

6. 某高中对严重违反校纪的学生张某处以留校察看处分，并将处分文件在学校宣传栏公开张贴。
该学校的行为（

）。

A. 侵犯了张某的名誉权

B. 保障了师生的财产安全

C. 侵犯了张某的隐私权

D. 履行了学校的管理职责

7. 下列做法中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是（

）。

A. 学生王某不遵守课堂纪律，被任课教师罚站 3 小时
B. 初中生李某偷窃了王老师 500 元钱，学校将其开除
C. 赵某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让 13 岁的儿子辍学打工
D. 人民法院对 17 岁的张某抢劫一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8.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依法设置的专门学校（

）。

A. 由公安机关进行管理

B. 由司法部门进行管理

C. 由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管理

D. 由地方人民政府进行管理

9. 中学生熊某曾经偷拿过同学的财物，班主任总是以此为由，不让他参加班级活动。该班主任的
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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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确，可以督促学生改进错误

B. 不正确，不得歧视犯错误学生

C. 正确，班主任有管理学生权利

D. 不正确，侵犯了熊某的名誉权

10. 初中生付某与同学钱某放学后在校外餐馆就餐，席间付某与钱某发生争执，付某拿起餐馆的菜
刀砍伤了钱某。对此次伤害事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付某的监护人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B. 付某的监护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C. 付某所在学校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D. 餐馆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11. 16 岁的蒋某因抢劫被公安机关抓获，当地电视台将蒋某接受审讯的清晰画面在当地新闻节目中
播出。该电视台的行为（

）。

A. 不违法，如实报道没有构成侵权

B. 不违法，传播正能量不构成侵权

C. 违法，侵犯了蒋某的隐私权

D. 违法，侵犯了蒋某的名誉权

12. 13 岁的初中生张某伙同校外青年抢劫本校女教师。学校可以对张某采取的措施是（
A. 开除学籍并送公安机关

B. 申请将其送到工读学校

C. 记大过处分并处以罚款

D. 通知家长强制其退学

）。

13. 近一段时间，班上流行大操大办过生日的风气，孩子过生日家长们纷纷比阔。在班会上，班主
任孙老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批评，要求大家厉行节俭。孙老师的做法体现了教师是（
A. 文化知识的传播者

B. 高尚情操的塑造者

C. 社会风气的改造者

D. 学生品行的引导者

）。

14. 王老师在教学中总是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在音乐课上，王老师鼓励同学们给经典音乐重新填词，
评选“最美歌词”和“最具创意奖”，同学们对音乐课的兴趣大增。下列选项中是孔子所说，
且与王老师做法相符的是（

）。

A.“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B.“学而不已，阖棺乃止”

C.“古人于为学，终生与之俱”

D.“朝闻道，夕死可矣”

15. 李老师发现一些学生卫生习惯不好，经常在教室里面乱扔废纸。面对这种情况，李老师恰当的
做法是（

）。

A. 严肃教育学生，严重时将学生赶出教室
B. 建立惩罚机制，罚扔废纸的学生扫走廊
C. 不再强调卫生，只要学生成绩好即可
D. 批评教育学生，督促学生养成好习惯
16. 班主任田老师鼓励同学们开展兴趣小组活动，却招来了一些科任教师的反对，因他们觉得这样
做会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面对这种情况，田老师恰当的做法是（

）。

A. 取得同事支持，继续指导学生活动

B. 尊重同事意见，暂停兴趣小组活动

C. 利用校长威信，平息同事反对意见

D. 接收科任老师意见，重视考试成绩

17. 下列现象，不是因地球公转而产生的是（
A. 昼夜的变化

B. 四季的变化

）。
C. 日食

D. 月食

18.“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已成功应用于测绘、电信、
交通、减灾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下列关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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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 尚未正式进入民用市场

B. 具有定位和通信双重功能

C. 定位精度正在不断地提高

D. 已覆盖中国本土的全部区域

19.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 15-17 世纪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的是（
A. 哥伦布

B. 迪亚士

C. 阿蒙森

20. 下列选项中，不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的是（

）。
D. 麦哲伦

）。

A.《竞选州长》

B.《老人与海》

C.《汤姆·索亚历险记》

D.《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

21. 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被视为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屈原。下列选项中，属
于屈原作品的是（

）。

A.《九辩》

B.《风赋》

C.《高唐赋》

D.《湘夫人》

22.《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是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的文献遗产项目。
下列选项中，关于《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表述正确的是（

）。

A. 收录具有世界意义的文献遗产
B. 包含文物、建筑群、遗址三类
C. 首批世界记忆遗产包含中国昆曲
D. 由联合国大会评估、审查、公布
23.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诏书统一度量衡。下列选项中，刻有这一诏书的是（

A.

秦半两钱

B.

秦铜车马

C.

阳陵虎符

D.

商鞅方升

）。

24. 古希腊罗马文化，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文明进程。下列选项中，不是产生于古希腊罗马的
是（

）。

A. 公民教育

B. 陪审法庭

C. 君主立宪

D. 全民公决

25. 甲乙两地各抽取 100 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体重测量，相关的统计结果见下表。下列选项
中，对这次测量结果的解释，最恰当的是（

）。

A. 甲地的标准差为 11，甲地学生的体重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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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乙地的标准差为 13，乙地学生的体重更具代表性
C. 甲地的标准差系数为 0.295，甲地学生的体重更具有代表性
D. 乙地的标准差系数为 0.340，乙地学生的体重更具有代表性
26. 在 Word 的编辑状态下，选择整个表格，执行“表格”菜单中的“删除行”命令，对其结果表述
正确的是（

）。

A. 表格中一行被删除

B. 整个表格被删除

C. 表格中一列被删除

D. 表格没有被删除

27. 如下图所示，在 Excel 中单击单元格 F2，欲求出表中所列 6 名学生的总成绩排名，应输入的公
式是（

）。

A. =RANK(E1,$E$1:$E$7)

B. =RANK(E1,$E$2:$E$7)

C. =RANK(F2,$E$1:$E$7)

D. =RANK(E2,$E$2:$E$7)

28. 下列选项中的概念关系，与“教授”和“科学家”一致的是（
A. 夹克-衬衫

B. 中文书-英文书

C. 足球-篮球

）。
D. 大学生-运动员

29. 找规律填数字是一项很有趣的游戏，特别锻炼观察和思考能力。按照“1=4”“2=8”“3=24”
的规律，下列选项中，应填入“4=（
A. 88

B. 96

）”空缺处的是（
C. 104

）。
D. 112

二、案例分析题。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14 分，共 42 分）
（一）
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多年来徐老师一直坚持还课堂于学生，他安排的“课前五分钟”深受好评。其做法是在每堂课
的开始安排一名学生上台演讲，主要程序是：学生讲述——大家评论——师生共同给出成绩。此项
活动让学生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除了这项活动，徐老师鼓励学生开展的自编课本剧活动、班级读
书交流活动、创办文学刊物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徐老师的教学方式别具一格，他尝试过用分析讨论法讲议论文，用欣赏分析法讲小说、用朗读
品味法讲诗歌、用形象体会法讲散文等。他重视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尤其是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不断
变换教学思路，寻找最佳切入口。大家评价说：“徐老师玩转了课堂！”
徐老师说，当老师要舍得“折腾”自己。为此，他每天梳理自己的课堂，写教学日志。多年下
来，他积累的教学日志多达二十多万字，还被学校当作校本培训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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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观的角度，评析徐老师的教学行为。（14 分）

（二）
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我刚担任初一（2）班班主任时，班上的晓义经常打架、抽烟、旷课、一开学就和科任老师发生
冲突。
几次家访后，我掌握了晓义的基本情况：他从小就调皮，爸爸经常打他，而且家长对他的学习
不抱指望，久而久之，他的毛病越来越多。
我该怎么办呢？
我注意到晓义精力充沛，喜欢运动，于是决定让他担任体育委员来试一下。这个决定宣布后，
学生们一片哗然，当晚就有家长打电话来表达不满。我耐心地向家长解释说：“我会对所有孩子负
责的。请您给我时间，也给晓义一个机会。”
刚开始，晓义并没有因为做了体育委员而格外兴奋，甚至有时在带领大家跑操时还有些满不在
乎，一次跑操时，有个同学不小心摔了一跤，晓义马上过去扶了他一把。我抓住时机表扬了他。看
得出来，晓义有所触动。
初三时，他代表学校参加了区运动会，还获得了铅球比赛第二名的好成绩，全班都为他欢呼，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
初中三年，我和晓义的谈话不计其数，我还经常与家长沟通，希望他们多鼓励晓义。
初中毕业三年后的一天，晓义再次出现在我面前，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老师，我已经应征入
伍了！”那一刻，我知道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
31. 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我”的教育行为。（14 分）

（三）
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最近偶然看《红楼梦》，书中讲到有个丫鬟很喜欢陆放翁的两句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
凹聚墨多”林黛玉却对她说：“这种诗千万不能学，学作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黛玉又说：
“你应当读王摩诘、杜甫、李白跟陶渊明的诗。每一家读几十首，或是一两百首。得了了解以后，
就会懂得作诗了。”这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
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
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在那里写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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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教什么人来当都可，
因此人并不见有特殊的意境与特殊的情趣，这就算做俗。高雅的人则不然，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
和意境。
此刻先拿黛玉所举三人王维、杜甫、李白来说，他们恰巧代表了三种性格，也代表了三派学问。
王摩诘是释，是禅宗。李白是道，是老庄。杜甫是儒，是孔孟，禅宗常讲“无我、无住、无着”。
后来人论诗，主张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但作诗怎能不著一字，又怎能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呢？
我们可选摩诘一联句来作例，这一联是大家都喜欢的：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此一联拿来和上引放翁一联相比，两联中都有一个境，境中都有一个人。放翁一联的境中人如
何，上面已说过，现在且讲摩诘这一联。在深山里有一所屋，有人在此屋中坐，晚上下了雨，听到
窗外树上果给雨一打，扑扑地掉下。草里很多的虫，都在雨下叫，那人呢？就在屋里雨中灯下，听
到外面山果落，草虫鸣，当然还夹着雨声，这样一个境，有情有景，拿来和陆联相比，便知一方是
活的动的，另一方却是死而滞的了。
这一联中重要字面在“落”字和“鸣”字。在这两字中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来，大概
是秋天吧，所以山中果子都熟了。给雨一打，禁不起在那里朴朴地掉下。草虫在秋天正是得意时，
都在那里叫。这声音和景物都跑进到这屋里人的视听感觉中，那坐在屋里的这个人，这时顿然感到
此生命，而同时又感到此凄凉。
生命表现在山果草虫身上，凄凉则是在夜静的雨声中。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他碰到那种
境界，他心上感觉到些什么呢？我们如此一想，就懂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八个字的涵义了。
正因他所感觉的没讲出来，这是一种意境。而妙在他不讲，他只把这一外境放在前边给你看，好让
读者自己去领略。若使接着在下面再发挥了一段哲学理论，或是人生观，或是什么杂感之类，那么
这首诗就减了价值，诗味淡了，诗格也低了。
但我们看到这两句诗，我们总要问，这在作者心上究竟感觉了些什么呢？我们也会因为读了这
两句诗，在自己心上，也感觉出了在这两句诗中所涵的意义。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之体悟，亦即所谓
欣赏，我们读上举放翁那一联，似乎诗后面更没有东西，没有像摩诘那一联中的情趣与意境。摩诘
诗之妙，妙在他对宇宙人生一番看法，他虽没有写出来，但此情此景，却尽已在纸上，这是作诗的
很高境界，也可以说摩诘是由学禅而参悟到此境。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学论丛》）
32.（1）为何黛玉认为不能学“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这样的诗？请结合文本，简要
概括。（4 分）
（2）文章认为“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体现了王维怎样的的作诗境界？请简要分析。（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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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题。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文。（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50 分）
（四）
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文。
一位老人上了公交车，发现忘带老年卡，对司机说：我没带老年卡，让我上车行吧？
司机说：抱歉、按规定，您不出示老年卡，就必须投币。
有位乘客听到，怒了：你这人咋这么不通情达理？人家都已经说明了，你还刁难。
司机说：公司规定，我不能违背；你既然这么好心，要不替老人把车费付了吧？
这位乘客后退，说：凭什么？
司机自己掏出钱来，替老人投了币。
33. 综合上述材料所引发的联想和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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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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