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考试《综合素质》（小学）真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9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8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字母按要求涂黑。错选、多选或未
选均无分。
1. 吴老师经常通过和学生聊天来了解他们的知识基础和生活经验，再结合他们学习特点进行分层
教学。吴老师的做法说明他关注（

）。

A. 学生发展的可变性

B. 学生发展的个别差异性

C. 学生发展的阶段性

D. 学生发展的不均衡性

2. 于老师认为，小学生与其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浪费时间和精力，倒不如利用这些课时多上语文
课和数学课，于老师的看法（

）。

A. 忽视了学生全面发展

B. 忽视了学生个性发展

C. 忽视了学生均衡发展

D. 忽视了学生主动发展

3. 赵老师板书时写错字，王亮同学站起来大声说:老师，字写错了!赵老师不高兴地说:多什么嘴，
你是老师，我是老师?坐下!王亮默默地坐下了，自此没人敢指出老师的错误了，关于老师的做
法评价正确的是（

）。

A. 维持了课堂纪律

B. 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C. 维护了教师的尊严

D. 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4. 学校安排老师集体学习与培训，杨老师总推脱，她说：年龄大了，学什么?杨老师缺乏（
A. 专业发展意识

B. 专业发展能力

C. 团结协作意识

D. 团结协作能力

）。

5. 某教研所开发了一款针对性强，收费合理的在线课程。孙校长推荐大家购买，在教职工大会上，
孙校长说大家自愿购买，如果因为经济条件原因无法购买，家长可以像班主任说明。该做法
（
A. 正确，尊重了学生的自主选择

B. 正确，考虑了困难家庭的承受能力

C. 错误，学校不应该推荐收费课程

D. 错误，学校不应该向学生推荐收费课程

）。

6. 某小学修建大楼，要求学生家长每人缴纳 3000 元资款，并承诺学生毕业后资款返还。该学校的
做法（

）。

A. 正确，学校承诺返还集资款

B. 正确，家长应该支援学校

C. 错误，学校不能非法集资

D. 错误，学校应该返本付息

7. 强强的父母外出打工，让 12 岁的他和弟弟单独居住。这种行为（

）。

A. 正确，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
B. 正确，有利于改善家庭经济生活条件
C. 错误，父母不得让未满 16 周岁子女脱离监护单独居住
D. 错误，任何未成年人都不得脱离监护人的监护单独居住
8. 某人上课玩手机，
老师以学校不允许玩手机为由，
没收手机并且不还给学生，
该老师的做法（

第 1 页 共 14 页

）。

A. 正确，教师有管理学生的权利

B. 正确，教师有教育教学的权利

C. 错误，侵犯了学生的休息权

D. 错误，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

9. 某老师通过集资办了民办学校，由于想提高教学质量，想把民办学校改为盈利性学校，该做
法（

）。

A.合法，校长享有处置学校财产的合法权利
B.合法，利于保障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C.不合法，捐资举办力的学校其财产应当归国家所有
D.不合法，捐资举办的学校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织
10. 某县某年度依法征收教育费附加共计 1057 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这笔
经费应主要用于（

）。

A. 普及学前教育

B. 发展基础教育

C. 提升高等教育

D. 实施义务教育

11. 某小学组织六年级学生秋游，活动前与学生家长签订了学校免责协议。活动中，学生孙某不慎
摔伤。对此事故责任的判断，正确的是（

）。

A. 学校已签协议，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B. 学校是监护人，应承担监护人责任

C. 学校组织校外活动，就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D. 学校所签协议无效，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设立及其基本制度的是（
A. 中国人民政府

B.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 该特别行政区政府

D. 全国人民常务委员会

）

13. 玲玲的圆珠笔不见了，赵老师让同学们在教室里帮玲玲寻找。当发现圆珠笔在婷婷课桌的抽屉
里时，赵老师劈头盖脸地把婷婷批评了一通。对于赵老师的做法，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 缺乏公正对待学生的意识

B. 未能做到教育的即时性

C. 缺乏换位思考的教育立场

D. 未能恰当保护婷婷权益

）。

14. 亦凡的妈妈要求梁老师把弱视的亦凡调到教室前排。梁老师答应了。可两周过去了，亦凡还坐
在后见此情形，亦凡的妈妈带上礼物到梁老师家拜访。第二天，梁老师把亦凡的座位调到了前
排。这表明梁老师的职业道德修养所处的阶段是（

）

A. 外在规范阶段

B. 自主实践阶段

C. 信念升华阶段

D. 自觉推行阶段

15. 本学期四（1）班方老师组织学生开展了多次防火、防灾及交通安全等主题演练活动。这表明方
老师（

）

A. 善于倾听学生的心声
B. 重视学生的亲身体验
C. 注重学生的自由发展
D. 重视培养学生施救意识
16. 师德楷模汪金权老师，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大别山，爱生如子，爱岗敬业，为乡村教育奉献了
毕生精力。这体现的教师职业特点是（
A. 公利性

B. 他利性

）
C. 自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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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群利性

17. 罐头食品耐久贮，便运输，在现代生活中非常普遍。下列选项中，发明食品罐藏法的是（
A. 英国杜兰德

B. 法国阿培尔

C. 法国巴斯德

）

D. 荷兰艾克曼

18. 温标是温度的数值表示法，它是为度量物体温度高低而对温度零点和分度方法所作的规定。下
列选项中，最早建立的温标是（
A. 国际温标

）。

B. 摄氏温标

C. 华氏温标

D. 列氏温标

19. 二战期间，中、美、英三国首脑召开国际会议，商讨了联合对日作战计划，确认了日本归还所
侵占的台湾等中国领土。该国际会议名称是（
A. 波茨坦会议

B. 凡尔赛会议

）。

C. 开罗会议.

D. 巴黎和会

20. 晚清的谴责小说题材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面镜子。下列选项中，
不属于晚清谴责小说的是（
A.《老残游记》

）。

B.《孽海花》

C.《官场现形记》

D.《聊斋志异》

21. 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在《元日》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所描写的“元日” 对应今天的节日是（
A. 清明

B. 元宵

C. 春节

）。
D. 元旦

22. 杜甫“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一诗称赞的诗人是（
A. 李白

B. 白居易

C. 庾信

）。

D. 鲍照

23. 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之一，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讲究用笔、结构、章法和墨法等艺术表现手段，
形成了风格多样的书体。右图是宋徽宗的书法作品。该作品的书体被称为（
A. 柳体

B. 馆阁体

C. 颜体

）。

D. 瘦金体

24. 蒙学是旧时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私塾。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我国古代蒙学读本的是（
A.《道德经》

B.《千字文》

C.《百家姓》

）。

D.《三字经》

25. 标准差是一-组数据分散程度的一种度量，是表示精确度的重要指标。在一次考试后，甲组同学
的成绩分别为 83、82、 81. 79、78、77,则该组同学成绩的平均分和标准差是（
A. 80 和 2.16

B. 80 和 4.66

C. 81 和 2.16

D. 81 和 4.66

26. 在 Word 中，如果误删了某段文字内容，要恢复到误删前的状态，应点击的图标是（

A. 口

B. @

C. 日

B. 插入版式

）。

C. 插入表格

28. 下列选项中，与“小说-散文”逻辑关系相同的是（

）。

D. 左向箭头

27. 在 PowerPoint 编辑状态下，下列功能不能实现的是（
A. 插入图片

）。

D. 插入图表

）。

A.“汽车”和“赛车”

B.“黄瓜”和“芹菜”

C.“工人”和“青年”

D.“红色"和“颜色"

29. 找规律填数字是- -项很有趣的活动，特别锻炼观察和思考能力。按照“1=2、2=4、 3=12” 的

第 3 页 共 14 页

规律。下列选项中应填入“4=（）”中的是（
A. 48

B. 58

）。

C. 68

D. 78

二、材料分析题
30. 李老师组建了艺术团，组织学生们学习声乐，器乐等，面对家长的质疑，李老师解释到:
音乐不能让他们成才，但是能让他们的世界丰富多彩。
李老师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们唱歌，朗诵，孩子们的艺术天分逐渐显现出来。
因身体残缺，媛媛闷闷不乐，不太合群，自从参加艺术团后，媛媛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唱歌跳
舞等活动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李老师发现后，便帮她训练气息，发音。媛媛的唱歌水平不断
提高了，性格也变得好起来。
孩子们平时不敢抬头，坐姿站姿都低头盲态…，老师看到很心疼。李老师开设形体课，让学生
通过触摸身体各个部位，帮助学生了解坐姿，站姿等。后来，学生们身体变得行首挺胸，越来越自
信了。
请结合材料，从学生观的角度评析李老师的教育行为。

31. “老师，小樱又大闹天宫了！”班长气冲冲的去告诉唐老师。唐老师来到教室，只见教室
里一片狼藉。作业本撒了一地，小樱眼含泪水，周围的同学有的面露不满，有的幸灾乐祸，等着看
老师怎样收拾小樱，唐老师却平静地说：“为什么一大早就哭了呀？一日之计在于晨，同学们赶紧
把作业本捡起来。
唐老师走近小樱说：“先坐下有什么事上完课再告诉老师。”小樱慢慢坐下来，紧握的双手也
松开了，目光也变得平和了。唐老师说：“开始上课吧”。下课后，唐老师对小樱说：“你能安静
下来上课，很好，之前发生了什么事？能考诉老师吗？”小樱告诉唐老师，大早，几个调皮的男生
看见教室里的桌椅被弄得东倒西歪的，因为她以前做过这种恶作剧，就起哄说是小樱干的，小樱顿
时火冒三丈脱口就骂，那些同学回了几句，她更火了，便把同学们的作业本扔到了地上。
听完小樱的述说，唐老师把起哄的学生也叫到办公室，听了各人的陈述，弄清了当时的情形，
让他们各自反思，并向对方道歉。唐老师肯定了小樱和几位同学的认错，希望大家用宽容、公正的
心对待同学，共建一个积极奋进，和谐向上的班集体。J 同学们也开始慢慢接纳了小樱。请从职业
道德角度，评析唐老师的教育行为。

32.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论述：“凡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把元代的戏曲剧本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等并称，这一系列再加上明清小
说，完整地构成了部中国古代文学一脉相承的进化史。
但是，悉心琢磨一下这些文学体裁在各自时代中，其创作者的身份和创作目的，以及接受者的
文化水平和总体数量，就会发现，用这样线性的进化论文学史观，把作为通俗文化的戏曲作品与属
于精英文化的经典文学体裁和作品相提并论，是有问题的。
王国维所赞赏的元曲，是经过了几百年的自然存毁和文人汰选而被经典化的戏曲文学作品，与
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共同进入了知识分子的阅读史。但戏曲从来就不是为阅读而产生的一种文
学体裁。戏曲创作本身是娱乐市场上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加工服务。在与戏曲相关的全
部活动中，戏班的组织，演员的培养，演出实践的安排、管理、宣传，观众的接受与反应，等等，
每一个元素的重要性都不亚于戏曲的文学创作本身，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戏曲文学之外的元素才
构成了戏曲之所以成为戏曲的本质特征。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称：“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
这话不假，这种将戏曲史纳入正统文学进化史，侧重文学曲词，关注经典作家作品的观念，多年来
一直是中国戏曲史的主流研究思路。虽说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到五十年代
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可以看出，确实也有学者在努力拓展戏曲史的研究领域，对戏曲的舞台结
构、班社组织、演出排场服装道具等有所涉猎，但仍然是以经典戏曲研究为主体，缓慢积累着周边
的知识信息，没有能够通过戏曲史的研究呈现出具体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社会现实。
公平地讲，《宋元戏曲史》诞生的年代，正是梁启超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之弊端一“知有朝廷而
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一的话音刚落之时，而王国维就己
经把几百年来在文人士大夫眼中都不入流的元曲，纳入了中国正统古典文学的进化系列。在当时，
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震撼性的时代意义自不待言。
而研究内容局限于文学也有其不得已之缘由。他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考察“宋金以前杂剧院
本，今无一存”，而戏曲演出相关的全部活动也限于传统历史记载的偏见，都只能在边边角角的史
料中找到寥寥数语。
在其后近百年间，戏曲史的研究思路仍然长期受到局限，也不能归咎于对王国维的路径依赖，
而要归因于学界自身生存状态的局限。可以说直到二十世纪末，国内的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各
项文化产业均市场化之后，国人才开始对于都市生活、市民社会、娱乐产业有了切身的认识和体会，
才能够有基础去观察相应的历史现象。这其实是个有趣的历史悖论，我们常说，学习历史是为了解
现在，但是如果没有现实经验的对照，我们往往也认不出历史曾经的面貌。
（摘编自王艺《当我们在谈论戏曲史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问题：
（1）文章认为，不能把戏曲作品与经典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其理由是什么？请简要概括（4 分）
（2）我们应当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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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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角保尔·柯察金以其钢铁般的意志和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激励了一代代
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材料二：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与奋斗！”《平凡的世界》里的农村青年——孙少平，
在苦难面前咬牙坚持，积极抗争，让一代代人从中获得精神的力量，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
综合上述材料所引发的思考和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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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