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2020 年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教师招聘考试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  

1. A 【图图解析】孔子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点,体现了学思结合的方法。  

2. D 【图图解析】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只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  

3. A 【图图解析】在课外活动中,教师不能处处主导着学生的行动,而应该是处于启发指导的地位。  

4. A 【图图解析】道德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教育学生学会善意对人、热情待人、乐于助  

人;②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如讲文明、有礼貌、尊敬师长、举止文雅等;③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如:诚实、热  

情、公正、谦虚等。故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的教育属于道德教育。  

5. A 【图图解析】教师上课呈现的图像、模型、幻灯片属于模象直观。  

6. C 【图图解析】掌握知识的目的在于运用知识。学生把所学知识用于完成作业,解决实际问题属于  

教学过程中的运用知识阶段。  

7. C 【图图解析】分组教学的优点是能够较好的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重视个别性,有利于因材施教。  

8. D 【图图解析】ABC 选项是专家型教师的惯常做法。  

9. A 【图图解析】教师知识结构的核心是学科专业知识,它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必备基础。  

10.A 【图图解析】义务教育最本质的特征是强制性。在我国除义务教育和扫盲教育外,其他任何教育  

制度都不强迫教育对象接受教育。义务教育不仅是受教育者的权力,而且是义务。  

11.C 【图图解析】教师带领学生选择图书和指定读书计划是读书指导法。教师向学生提出预先设置好  

的问题属于谈话法。  

12.C 【图图解析】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与学生的成绩息息相关。  

13.A 【图图解析】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因为其他任务的实现都  

是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之中和基础上进行的。  

14.D 【图图解析】教育人道主义原则:是指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应当从社会主义人道主  

义原则出发,尊重对方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在此基础上,注意发挥教育者作为过程主体的角色作用,严格要  

求自己,以人道主义原则协调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调动受教育者以及教育过程中其他参与者的积极  

性,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人道主义原则的确立依据:①教育活动过程人际关系的特  

殊性;②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关系的特殊性;③对于教育过程中的一切参与者来说都有一个“如何才能在这  

一过程中调节好自我与其他参与者关系”的问题。  

15.D 【图图解析】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携手共进是现代教育的特征。ABC 三个选项是近代教育的  

特征。 

16.C 【图图解析】效果律强调满意的结果会促使个体趋向和维持某一行为,而烦恼的结果会使个体逃  

避和放弃某一行为。题干的描述体现的是桑代克的效果律。  

17.C 【图图解析】基因属于遗传决定论。  

18.A 【图图解析】休伯曼不仅将教师职业的发展周期作了阶段性的划分和研究,而且探索了每一阶段  

的发展主题。  

19.D 【图图解析】个别差异性是指个体之间的身心发展以及个体身心发展的不同方面之间,存在着发  

展程度和速度的不同。题干关键词“有的人……,有的人……”,体现了个别差异性。  

20.D 【图图解析】教师期望效应也叫罗森塔尔效应。  

21.D 【图图解析】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论,6-11 岁的儿童人格发展处于勤奋对自卑阶段。  

22.A 【图图解析】用原有的方式方法去解决新问题是思维定势。  

23.A 【图图解析】数学题的审题技能用在物理化学等其他科目的学习上,这种现象属于一般迁移。  

24.D 【图图解析】外铄论强调人的发展主要依靠外在力量。  

25.C 【图图解析】学生获得好成绩的愿望过分强烈,这是动机过强的表现。  



26.D 【图图解析】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表明,学习动机和学习效率之间呈现一种倒 U 型曲线。  

27.D 【图图解析】根据韦纳的归因理论,努力属于内部不稳定归因。  

28.B 【图图解析】反应速度快,但正确率低的认知风格属于冲动型。  

29.C 【图图解析】采用一定的方法,逐步消除人的某种敏感反应,这种行为改变的方法是系统脱敏法。  

30.B 【图图解析】只要上课认真听讲,就会取得好成绩,这是单纯对于结果的推测,属于结果期待。  

31.D 【图图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  

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32.C 【图图解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思是就像天地那样没有不能掌控承载的,没  

有不被包括施惠的,就像四季交错运行,日月照亮天空。这句话说明了包容精神与和合之道。与 C 选项表达  

的思想一致。  

33.B 【图图解析】四大机制中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  

34.D 【图图解析】技术性失业是由于生产中采用了新机器和运用新的生产方法而造成的失业,如自助  

收银机的使用造成收银员的失业。  

35.C 【图图解析】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  

生的一种犯罪形态。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的最大区别是,犯罪中止是因行为人主动放弃犯罪,是  

“能为而不为”,后者是“想为而不能为”。  

36.C 【图图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95 条;《高检规则》第八十八条;此种情形主要针对  

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被逮捕的情形,其本人或近亲属、辩护人等申请改变这种羁押的状态而提出的一  

种替代的措施。C 选项不符合条件。  

37.C 【图图解析】世卿世禄制是古代选官制度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  

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禄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财物,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封  

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世袭卿位和禄田的制度在古代曾十分盛行。  

38.D 【图图解析】柳宗元(公元 773 年—公元 819 年 11 月 28 日),字子厚,汉族,河东唐宋八大家之一,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  

39.D 【图图解析】佝偻病即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是由于婴幼儿、儿童、青少年体内维生素 D 不足,  

引起钙、磷代谢紊乱,产生的一种以骨骼病变为特征的全身、慢性、营养性疾病。  

40.A 【图图解析】新能源,又称非常规能源。是指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指刚开始开发利用  

或正在积极研究、有待推广的能源,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能等。其中太阳能和  

核能属于新能源,但核能可能会造成核污染,故本题 A 选项更合适。  

二、多项选择题  

41.ABD 【图图解析】ABD 均表述正确。C 选项问题解决与创造力是相互制约的:(1)创造力的水平高  

低必须通过问题解决来体现;(2)创造力的大小对问题解决有直接的影响;一般来说,一个人创造力水平越高,  

问题解决的速度越快;(3)问题解决会促进创造力的发展。  

42.AB 【图图解析】奥苏贝尔根据学生进行学习的方式,将学习划分为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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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三十)2020 年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教师招聘考试试题材料与学习者原有知识的关系上,又将学习分

为有意义学习和机械学习。  

43.BC 【图图解析】实用主义教育学的代表人物是杜威,其强调教育即生活,应当将教育的过程和生活  

的过程结合起来,并且学校课程应当以学生的经验为中心。A 选项属于文化教育学的观点,D 选项属于实验  

教育学的观点。  

44.ACD 【图图解析】人的社会情感主要可以分为:道德感、美感和理智感。  

45.ACD 【图图解析】学生的本质属性:(1)学生是人;学生是能动的主体。(2)学生是处于人生阶段身  

心发展最迅速时期的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3)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具有能动性的教育的对象。  



46.BCD 【图图解析】应激是出乎意料的紧迫情况所引起的急速而高度紧张的情绪状态,A 项说预料的  

说法错误。激情是一种爆发式的、猛烈而时间短暂的情绪状态。心境是一种微弱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带有弥  

散性的,且相对平静的心理状态。D 项说法符合生理心理学的相关定义。  

47.ABD 【图图解析】十九大报告中提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  

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说明世界是开放的,各个国家休戚与共,应该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  

48.ACD 【图图解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数值下降,反映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美国游客购买力提升,  

有利于美国游客来中国旅游,有利于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49.ABC 【图图解析】《(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五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  

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  

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款的规定继承或赠与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  

所有,D 项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50.ACD 【图图解析】洋务运动是 19 世纪 60—90 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  

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三、判断题  

51.B 【图图解析】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决定教育,教育反作用与社会,但不能决定社会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  

52.A 【图图解析】教学方法,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是指教师和学生为了完成教学任务、  

实现教学目标而采取的共同活动方式,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技能、获得身心发展而共同活动的方法。  

53.B 【图图解析】学校、家庭、社会三种教育力量相互联系,在人的发展中,共同产生作用。教师和家长  

都是广义的教育者,关系是平等的。  

54.A 【图图解析】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根本区别和教育质的规定性是: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  

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即根据一定的社会需要进行的培养人的活动或培养人的过程。  

55.B 【图图解析】教育者是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广义的教育者指凡是对受教育者在知识、技能、思想品  

德等身心发展方面起到影响作用的人,如家庭中的父母、单位同事等。有知识的人不一定对他人的发展产生  

影响,就不能称为教育者。  

56.B 【图图解析】从对学习的促进来说,兴趣可以成为学习的原因;从学习产生新的兴趣和提高原有兴  

趣来看,兴趣又是在学习活动中产生的,可以作为学习的结果。所以,学习兴趣既是学习的原因,又是学习的  

结果。 

57.B 【图图解析】焦虑程度与学习效率之间的关系,可以描绘成一条“倒转的 U 型曲线”。即中等水平  

的焦虑有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而过低或过高的焦虑均对学习不利。从学习难度上说,难度大的学习,焦虑水  

平低较好;难度小的学习,焦虑水平高较好。  

58.A 【图图解析】性格外向者比内向者占有的个人空间要小,与其他人关系较近,不容易感觉受到  

侵犯。 

59.B 【图图解析】操作技能也叫动作技能、运动技能,是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合乎法则的操作活动方式。  

是在脑外借助于外部动作进行,由视觉、动觉来控制,表现为一系列“刺激—反应”的连锁。  

60.B 【图图解析】创造性与智力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高智商可能有高创造性,也可能有低创  

造性。 

61.A 【图图解析】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62.A 【图图解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63.A 【图图解析】市场配置方式:指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过程实现资源配置的方式。  

64.B 【图图解析】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为:投资,消费,出口。  

65.B 【图图解析】《人民警察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时间,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  

应当履行职责。  



66.A 【图图解析】我国《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  

女,不适用死刑。  

67.B 【图图解析】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  

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68.A 【图图解析】《老人与海》是现代美国小说作家海明威创作于 1952 年的一部中篇小说,它围绕一位  

老年古巴渔夫展开,讲述他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的历程。  

69.B 【图图解析】雪莱是最早歌颂空想社会主义的诗人。  

70.A 【图图解析】零电阻和抗磁性是超导体两个特性。  

四、简答题  

71.【答案要点】  

课外活动的教育价值:  

①课外活动有利于学生开阔眼界,获得知识;  

②课外活动是对学生因材施教,发展个性特长的广阔天地;  

③课外活动有利于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  

④课外活动是进行德育的重要途径。  

72.【答案要点】  

贯彻循序渐进教学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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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论述题  

73.【答案要点】  

创造性思维是产生具有社会价值的、新颖而独特的思维成果的过程。它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态,是智力  

的高级表现。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包括:  

(1)运用启发式教学,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创造性动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好奇心是人对新异事物产生好奇并进行探究的一种心理倾向。求知欲又称认识兴趣,它是好奇心的  

升华,是人渴望获得知识的一种心理状态。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学生主动观察事物、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内部动  

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创造条件,积极促进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的发展。学习动机等非智力因素对创造  

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并将发散思维与集中性思维相结合。发散思维训练应该有意识地从培养思  

维的独创性、灵活性和流畅性入手。在教学中尽量提供给学生创造性思维发展的机会。  

(3)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想象能力。思维的基础是表象和想象。想象与创造性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  

人类创造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心理因素。具有丰富的创造性想象是产生创造性成果的必要条件。因此,教师要  

注意发展学生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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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三十)2020 年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教师招聘考试试题(4)组织创造性活动,正确评价学生的创造性。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依托于创造性活动的开展。教师应多  

组织合作教学、情景教学等有利于创造性思维发展的教学形式。  

(5)开设具体创造性课程,教授学生创造性思维策略和创造技法。常见的创造性课程:①创造发明课;②  

直觉思维训练课;③发散思维训练课;④推测与假设训练课;⑤自我设计训练课;⑥假设课;⑦侧向思维训练  

课。促进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创造技法:①头脑风暴法;②系统探求法;③联想类比法;④组合创新法;⑤对立思  

考法;⑥转换思考法;⑦检查单法。  



(6)结合各学科特点进行创造性思维训练。结合各科教学特点,进行创造性思维训练的关键在于问题设  

计。问题设计要有利于训练学生的思维,培养创新和实践能力,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要有挑战性;问题要  

有开放性;问题要生活化。问题设计要尽可能与学生的生活实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实现教学  

内容的开放,让学生既能熟练地解决那些课本上的结构性良好的问题,又善于处理生活中的那些非结构性良  

好的问题。  

六、案例分析题  

74.【答案要点】  

李老师的做法符合以下德育原则:  

①尊重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原则。该原则要求把对学生个人的尊重和信赖与对他们的思想和行  

为的严格要求结合起来,使教育者对学生的影响与要求易于转化为学生的品德。案例中老师对小风的要求对  

小风有了影响,但是小风变得消沉,老师更换方式和他交谈充分体现对小风的尊重。  

②疏导原则。该原则要求进行德育要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从提高学生认识入手,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使  

他们积极向上。案例中李老师对小风的不良表现能做到引导,最终促使个体出现良好的行为改变。  

③因材施教原则。该原则要求在进行德育时要从学生的思想认识和品德发展的实际出发,根据他们的年  

龄特征和个性差异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使每个学生的品德都能得到最好的发展。案例中李老师原本的做  

法并未达到良好的效果,但他根据小风的具体特点进行调整,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