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八)2020 年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教师招聘考试试

题  

一、单项选择题  

1. D 【图图解析】D 选项不属于教育质的规定性的内容。并且 D 选项说法错误,教育影响是介于教育  

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一切中介的总和。  

2. C 【图图解析】“教育要先行,需要超前于经济建设”体现了教育和经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表明教  

育具有相对独立性。  

3. B 【图图解析】生物起源论的观点认为教育起源于动物的本能,混淆了动物的本能活动与人类社会  

教育活动的界限,否认了教育的社会性。  

4. A 【图图解析】学校教育的特点主要有以下方面:(1)职能的专门性;(2)组织的严密性;(3)作用的全  

面性;(4)内容的系统性;(5)手段的有效性;(6)形式的稳定性。  

5. A 【图图解析】苏格拉底问答法亦称“产婆术”,分为三步:第一步称为苏格拉底讽刺,他认为这是使  

人变聪明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除非一个人很谦逊“自知其无知”,否则他不可能学到真知;第二步称为定  

义,在问答中经过反复诘难和归纳,从而得出明确的定义和概念;第三步称为助产术,引导学生自己进行思索,  

自己得出结论。  

6. D 【图图解析】“人是唯一需要教育的动物,人的所有自然禀赋都有待于发展”这一观点是康德提出  

来的。 

7. C 【图图解析】赫尔巴特提出了四段教学法(四阶段教育)理论。  

8. B 【图图解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孔子的观点,孔子认为人的性情大都是可以改变的,只有上等  

的聪明人与下等愚笨的人是不可改变的。  

9. B 【图图解析】首次纳入师范教育并实施,轻视女子教育,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的学制  

是癸卯学制。  

10.D 【图图解析】个人本位论主张教育目的应从人的本性、本能需要出发,使人的本性和本能得到高度  

发展。 

11.A 【图图解析】关注生存阶段的教师十分关心自己的生存问题,即能否在这个新环境中生存下来。  

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学生喜欢我吗”“同事们如何看我”“领导是否觉得我干得不错”等。  

12.C 【图图解析】贯彻循序渐进原则的基本要求是:(1)按教材的系统性进行教学;(2)注意主要矛盾,  

解决好重点与难点的教学;(3)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4)将系统连贯性与灵活多样性结合起来。  

13.B 【图图解析】特朗普制教学组织形式是把大班上课、小班讨论、个人自学结合起来,以灵活的时间  

单位代替固定统一的上课时间,以大约 20 分钟为计算课时的单位。又称“灵活的课程表”。  

14.A 【图图解析】课堂气氛是课堂管理的核心因素,也是课堂活动的着眼点,课堂管理的行为目的就  

是创设一个良好的课程气氛,有效的促进课堂教学的开展。  

15.D 【图图解析】自我促成的纪律,简单说就是自律,它是在个体自觉努力下由外部纪律内化而成的个  

体内部约束力。自我促成的纪律是课堂纪律管理的最终目标。  

16.A 【图图解析】效能感低的教师认为家庭和社会对学生影响巨大,而自己的影响则很小,不管如何  

努力,收效也不会太大,因而常常放弃自己的努力。  

17.B 【图图解析】谈话法的缺点是很难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它的优点在于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18.A 【图图解析】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模拟“对流”的现象属于模象直观。  

19.B 【图图解析】组织和培养班集体是班主任工作的中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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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二十八)2020 年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教师招聘考试试题 20.D 【图图解析】影响学校课程开发

的三大因素:社会、学生、知识。  

21.C 【图图解析】掌握知识是发展能力的基础。C 选项表述相反。  

22.D 【图图解析】个体内差异评价是以被评价对象自身某一时期的发展水平为标准,判断其发展状况  

的评价方法。从被评价对象的实际出发,判断其发展状况的评价方法。  

23.B 【图图解析】题干描述属于资源性教学原则。所有的媒体展现出来的资源,都服务于课程标准,媒  

体素材只能是师生共享的资源。如在教学中,经常把收集的各种数码图片、影视素材片段调用到课堂的某一  

环节中,探究中有生趣,课堂活跃而不乱,学生在轻松愉快中学到了知识。反之,整节课全面运用媒体,教师和  

学生两个主体的个性将被扼杀在媒体的主导中。  

24.D 【图图解析】支架式教学由以下几个环节组成:搭脚手架、进入情境、独立探索、协作学习、效果评  

价。重复练习不属于。  

25.D 【图图解析】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阻碍作用称之为负迁移。题干中学会羽毛球后去学乒乓球  

的技巧,从而产生混淆,这属于负迁移。  

26.A 【图图解析】扳手指计算属于动作思维。  

27.B 【图图解析】遇到同学不敢打招呼,游离于集体之外是缺乏情感的归属。  

28.D 【图图解析】场依存学生往往以外部环境为参照。题干中小欢在选择包书皮的时候一定要先看看  

别的同学选择的样式,在家需父母监督学习,小欢的认知风格属于场依存型。  

29.D 【图图解析】合理化是当某一个追求的目标不能实现时,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使自己心理上  

得到安慰,有时也会找出一些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行为和不愿承认的事实。题干中小明爸脾气暴躁,经常打骂  

小明还对人说“打是疼,骂是爱”属于合理化。  

30.B 【图图解析】先学重力、浮力再学力属于上位学习。  

31.A 【图图解析】陈述性知识以命题、命题网络和图式来进行表征,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  

32.C 【图图解析】马赫带现象指的是视觉的一种现象,人们在明暗变化的边界,常常在亮区看到一条更  

亮的光带,而在暗区看到一条更暗的线条,属于感觉对比。  

33.A 【图图解析】投射效应是指以己度人,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特性,他人也一定会有与自己相同的特  

性。题干表述属于投射效应。  

34.B 【图图解析】在无意注意中,刺激物的相对强度比刺激物的绝对强度产生的作用更大。  

35.B 【图图解析】概念学习是指掌握概念的一般意义,其实质是掌握一类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属性和关  

键特征。  

36.B 【图图解析】连续性的动作技能如果是由若干局部技能所构成,而且各个局部技能之间不存在相  

互协调的问题,那么,先进行局部技能的部分练习,而后再进行整体练习,这样效果更佳。但是,如果连续性动  

作技能的各部分要经常相互协调,那么打破这种协调,孤立地练习某一部分,其效果往往不佳。  

37.B 【图图解析】元认知策略是指学生对自己整个学习过程的有效监视及控制的策略。  

38.A 【图图解析】张老师在班会上从学习、道德、劳动等方面评价出表现优异的学生,说明张老师不以  

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39.A 【图图解析】关爱学生要求老师做到关心学生健康,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  

学生。题干中老师让学生在大雨中跑步不符合关爱学生的要求。  

40.B 【图图解析】为人师表要求老师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黄老师应当坚持  

付钱给家长并对家长表示谢意。  

二、多项选择题  

41.ABD 【图图解析】杜威提出的“新三中心”包括:活动中心、学生中心、经验中心。  

42.CD 【图图解析】学校体育是一种教育活动。学校体育区别于社会体育的根本是以在校学生为教育  

对象,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如果说社会体育主要是娱乐性、竞技性的话,学校体育的特点则在  

于其教育性和基础性,即通过传授身体锻炼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养成学生自学锻炼身体的习惯,来达到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43.ABCD 【图图解析】A 选项是课程结构方面的变化,B 选项课程实施方面的变化,C 选项课程管理方  

面的变化,D 选项是课程评价方面的变化,都属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  

44.ABCD 【图图解析】ABCD 都会产生正迁移。  

45.ABC 【图图解析】运用讨论法的基本要求:(1)讨论前,教师应提出讨论题目和讨论的具体要求,指  

导学生收集有关资料;(2)讨论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围绕中心问题、联系实际进行讨论,要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发  

言的机会;(3)讨论结束时,教师要进行小结,并进一步提出需要进行思考的问题。D 选项是讲授法的要求。  

46.ABD 【图图解析】态度包括认知、情感、行为倾向三个方面。  

47.ABCD 【图图解析】班主任进行操行评定的要求:(1)评定内容的全面性;(2)评定主体的多元性;(3)  

评定过程的发展性;(4)评定语言的规范性。  

48.ABC 【图图解析】“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指在知和行之间,论先后的话,是知在先,要是  

论重要的话,行更重要。“力行而近乎仁”是指知道做人的道理,然后努力去践行,就能够接近仁义的境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指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毕竟是不够完善的。如果想要深入理解其中  

的道理,必须要亲自实践才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是指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考察他处事的动  

机,了解他心安于什么事情。A、B、C 选项,体现了知行统一的原则,只有 D 选项体现了因材施教原则。  

49.ABCD 【图图解析】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1)坚持知行合一。(2)努力做到自省、慎独。(3)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学习先进人物。  

50.BC 【图图解析】刘老师自知教学水平比不上有经验的老教师,说明刘老师有反思意识,A 选项错误;  

刘老师完全模仿老教师,忽视了学生的差异,忽视了根据具体情况再创造,BC 正确;D 选项,刘老师的学习态  

度非常诚恳,错误。  

三、判断题  

51.√ 【图图解析】教育发展水平的直接和最终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  

52.× 【图图解析】人的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开展教育要有针对性,不能搞“一刀切、一锅煮”。  

53.× 【图图解析】最先开创义务教育制度的是资本主义社会。  

54.√ 【图图解析】狭义的教育目的是国家对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才的总的要求。培养目  

标是根据教育目的制定的某一级或某一类学校或某一个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二者是一般与个别的  

关系。 

55.√ 【图图解析】智育是传授给学生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技能,发展他们的智力和与学习有关的非  

认知因素的教育。智育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居于基础地位。  

56.× 【图图解析】据观察活动的进行是否有规律,分为系统观察和非系统观察。根据观察是否借助仪  

器设备,可以将观察分为直接观察和间接观察。  

57.√ 【图图解析】三维课程目标是指:知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58.√ 【图图解析】学校课程内容以间接经验为主。  

59.× 【图图解析】自主学习的三大支柱;自立、自为和自律。  

60.× 【图图解析】学生的主体地位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是相统一的。  

61.√ 【图图解析】备课是教学工作的起始环节,是上好课的先决条件。  

62.√ 【图图解析】暗示教学法是保加利亚学者洛扎诺夫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创立的一种学习语言的方  

法。暗示教学法被称为是一种“开发人类智能,加速学习进程”的教学方法。  

63.√ 【图图解析】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策略包括接受学习、直接教学。  

64.× 【图图解析】没有动机,学习也可以发生。  

65.× 【图图解析】生成性原则是指在学习过程中要利用学习策略对学习的材料重新进行加工,产生某  

种新的东西。也就是说,学习者应该利用学习的策略对学习材料进行生成性加工,而不是简单利用别人已有  

的知识和经验。题干表述的是特定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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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二十八)2020 年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教师招聘考试试题 66.× 【图图解析】算法式策略就是把

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一进行尝试,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67.√ 【图图解析】创造性与智力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高创造性者必须有高于一般水平的  

智商。 

68.√ 【图图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  

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1)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  

失的;(2)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3)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有前款第(2)项、第(3)项所列  

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9.× 【图图解析】爱岗敬业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本质要求。  

70.× 【图图解析】为人师表要求教师要作风正派,廉洁奉公。  

四、简答题  

71.【答案要点】  

活动课程又称儿童中心课程、经验课程,是为打破学科逻辑组织的界限,从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出发,以活  

动为中心组织的课程。  

(1)活动课程的主要内容有:  

①课程设置应当以儿童的活动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  

②应当以儿童的直接经验作为教材内容;  

③教材编排应注意儿童的心理结构。  

(2)活动课程的特点有:  

①经验性。注重通过经验的获得与重构来学习;  

②主体性。尊重学生的主动精神并以此作为教学的出发点与目标;  

③综合性。打破传统的学科框架,以生活题材为学习单元;  

④乡土性。可以结合不同地区的特点选择与开展活动。  

72.【答案要点】  

引发和维持有意注意的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加深对目的任务的理解;  

(2)合理组织活动;  

(3)对兴趣的依从性;  

(4)排除内外因素的干扰;  

五、论述题  

73.【答案要点】  

不同气质类型的学生没有好坏之分,教师可以针对不同气质类型的学生,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具体  

如下: 

(1)对胆汁质类型的学生,在发展其热情、豪放、爽朗、勇敢和主动的个性品质的同时,要避免产生粗暴、任  

性、高傲等个性特点。在对他们进行教育时,既要触动思想,又要避免激怒他们,宜采用“以柔克刚”和“热心肠  

冷处理”等有效方法。要求他们自制,能沉着、深思熟虑地回答问题,能镇静、从容不迫地进行活动,培养他们  

在行为上和态度上的自制力,培养他们扎实的作风。  

(2)对多血质类型的学生,在严格其组织纪律的同时,对他们要热情。要着重培养其朝气蓬勃、满腔热情  

等个性品质,防止虎头蛇尾、粗心大意、任性等不良个性特点的产生。在发展他们多方面兴趣的同时,要培养  

中心兴趣。在给予他们参加多种活动机会的同时,要发展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坚持性,对多血质的学生进行教  

育时,要“刚柔相济”。  

(3)对黏液质类型的学生,要着重发展其诚恳待人、踏实顽强等品质,注意防止墨守成规、执拗、迟缓等品  

质。多给予他们参加活动的机会,激发积极情绪,引导积极探索新问题,能够生动活泼,机敏地完成任务。  

(4)对抑郁质类型的学生,要着重发展敏感、机智、认真细致、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等品质,防止怯懦、多疑、  



孤僻等消极心理特点的产生。要给予他们关怀、帮助,避免在公共场合指责。多给予称赞、嘉许、奖励等,将对  

他们的个性发展起积极的作用。  

74.【答案要点】  

随机通达教学模式是斯皮罗根据对高级学习的基本认识提出的。在随机通达教学中,对同一内容的学习  

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从问题的不同侧面多次进行。随机通达教学的教学过程可分为以下几步:  

(1)情境呈现。向学习者呈现与当前学习主题内容相关联的情境。  

(2)随机进入学习。根据学习者“随机进入”学习所选择的内容,呈现与当前学习主题的不同侧面的特性  

相关联的情境,引导学生自主地学习。  

(3)思维发展训练。教师引导学生注意提高对自己的认知过程和结果的反省水平,意识到自己所用认知  

策略的优劣等。也就是在原认知水平上开展师生间的相互作用,以培养各种思维能力。  

(4)小组协作学习。围绕通过不同情境所获得的认识和所建构的意义展开小组讨论。每个学生的观点都  

要在这种社会协商环境中受到考察、评论,同时每个学生也要对别人的看法、观点进行思考并做出反应。  

(5)效果评价。包括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评价内容与支架式教学相同。  

六、案例分析  

75.【答案要点】  

材料中,小魏老师违背了终身学习、爱岗敬业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体分析如下:  

(1)违背了终身学习。终身学习要求老师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拓宽知识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材料中,小  

魏老师觉得自己专业基础比较扎实,教学方法先进,吃老本足够了,没有做到终身学习。  

(2)违背了爱岗敬业。爱岗敬业要求老师对工作高度负责,认真备课上课。材料中,小魏老师一开始不把  

课前准备放在心上,后期上课越来越吃力的情况下,还是不愿备课,没有做到爱岗敬业。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