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七)2019 年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师招聘考试试

题  

一、单项选择题  

1. C 【图图解析】2018 年 1 月 20 日,《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中央出台的第一个专门面向教师队伍建设的里程碑式政策文件。  

2. B 【图图解析】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  

书育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3. B 【图图解析】赫尔巴特将教育的目的分为“可能的目的”和“必要的目的”。前者是培养和发展儿  

童多方面的能力和兴趣;后者是指道德的目的。  

4. D 【图图解析】人的身心发展的互补性要求教育者首先要帮助全体学生,其次帮助学生学会发挥优  

势,长善救失,通过自己精神力量的发展达到身心的协调。  

5. C 【图图解析】社会本位论认为个人的一切发展都有赖于社会,主张教育目的应当根据社会的要求  

来确定,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成员和公民,实现个体社会化,并为社会服务。题干中可知,人本性是恶的,必须用  

师法教化、礼仪规法来使人向善,反映了社会本位论的观点。  

6. A 【图图解析】教师劳动的广延性指空间的广延性。教师没有严格界定的劳动场所,课堂内外、学  

校内外都可能成为教师劳动的空间。题干中教师在课后与家长联系,关心学生,反映了教师劳动的广延性。  

7. C 【图图解析】民主型的师生关系模式是以开放、平等、互助为其主要心态和行为特征的。教师以  

民主的方式教学,重视集体的作用,与学生共同计划,共同讨论,帮助学生设立目标,指引学生向着目标进行  

学习。 

8. B 【图图解析】广域课程指合并数门相邻学科的教学内容而形成的综合性课程,题干社会研究课整  

合历史、地理经济学、社会性、政治学等学科内容,正是广域课程的体现。  

9. B 【图图解析】实际锻炼法是有目的地组织学生进行一定的实际活动以培养他们良好品德的方法,  

包括练习、委托任务、组织活动等。题干中班主任通过布置家庭作业,促使学生在实际活动中培养劳动素养,  

属于实际锻炼法。  

10.B 【图图解析】质性研究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  

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  

11.C 【图图解析】一般迁移是指一种学习中所习得的一般原理原则和态度对另一种具体内容学习的  

影响。题干中审题态度的迁移,属于一般迁移。  

12.C 【图图解析】期望效应是指如果教师喜爱某些学生,对他们会抱有较高期望,经过一段时间,学生  

感受到教师的关怀、爱护和鼓励,常常以积极态度对待教师、对待学习以及对待自己的行为。学生更加自尊、  

自信、自爱、自强,诱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激情,这些学生常常会取得教师所期望的进步。  

13.A 【图图解析】总结性评价,又称事后评价,一般是在教学活动告一段落时,为把握最终的活动成果  

而进行的评价。题干中在学期结束时进行的考试属于总结性评价。  

14.B 【图图解析】达到恰能成诵之后还继续学习一段时间,称为过度学习。实验证明,学习的熟练程  

度达到 150%时,记忆效果最好。从题干可知,在 10 分钟刚好成诵的基础上,再学习 5 分钟,整个学习程度为  

150%,属于过度学习的运用。  

15.D 【图图解析】认知重组是心理治疗中用于改变人们常用的想法和信息加工的方式过程。考试失  

利认真反思,属于认知重组。  

16.A 【图图解析】学习策略指的是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为了达到有效的学习目的而采用的规则、方  

法、技巧及其调控方式的总和。学习策略是衡量个体学习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制约学习效果和效率的重要因  

素,是衡量一个人会不会学习的标志。  



17.B 【图图解析】理智感是在智力活动过程中,人的认识和追求真理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情  

感体验。它与能否满足人的求知欲、认识兴趣、解决问题的需要相联系。小明解出难题后兴奋激动的情感体  

验体现的是人的求知欲的满足,属于理智感。  

18.D 【图图解析】变式,就是用不同形式的直观材料或事例说明事物的本质属性,即变换同类事物的  

非本质特征,以便突出本质特征。教师在直观教学中,应用变式的目的是突出概念的本质。从题干可知,用  

直角三角形的各种变式,是为了突出直角三角形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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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三十七)2019 年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师招聘考试试题 19.D 【图图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颁布的时间是 1993 年 10 月 31 日。  

20.B 【图图解析】我国《教育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  

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题干中老师  

没收赵某手机,侵犯其财产权,赵某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  

21.C 【图图解析】我国《教育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  

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题干  

中学校因教育设施管理不当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应追究刑事责任。  

22.C 【图图解析】根据表现的强制程度不同,教育法律规范可以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强制  

性规范指法律关系参加者必须做出或禁止做出一定行为的规范,其特点是禁止性和义务性;任意性规范指法  

律关系参加者可以做出一定行为的规范,其特点是自行确定。  

23.D 【图图解析】“为人师表”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要求: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  

作则。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关心集体,团结协作,尊重同事,尊重家长。作风正派,廉洁奉公。自  

觉抵制有偿家教,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有偿家教违背了为人师表的要求。  

24.C 【图图解析】教师荣誉是指社会对教师的道德行为的价值做出的公认的客观评价和教师对自己  

行为的价值的自我意识。教师荣誉的内容如下:(1)光荣的角色称号;(2)无私的职业特性;(3)崇高的人格  

形象。 

25.D 【图图解析】教师职业道德意志是产生职业道德信念和养成职业道德行为习惯的前提条件,是  

职业道德知识和情感转 化 为 职 业 道 德 信 念 和 行 为 的 中 介 环 节,也 是 教 师 培 养 良 好 职 

业 道 德 品 质 的 重 要  

条件。 

26.A 【图图解析】“关爱学生”是师德的灵魂和核心,要求: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  

正对待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良师益友。保护学生安全,关心学生健康,维护学生权益。不讽刺、挖  

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教师不挖苦、不讽刺、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符合关爱学生的要求。  

27.C 【图图解析】新课程倡导教师是课程的开发者和建设者,教师要开发教育资源,包括开发校外和  

校内的教育资源;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课程进度和结构;教师还要有设计教学活动的能力。教师整合形  

成新的课程,体现了教师是课程的开发者和建设者的角色。  

28.B 【图图解析】南京鼓楼幼稚园是我国著名儿童教育家、心理学家陈鹤琴先生于 1923 年创办的实  

验园,是中国第一个幼儿教育研究中心,以探索中国化的幼教道路为办园宗旨。  

29.A 【图图解析】直觉动作思维是一种依靠直接感知和实际动作来进行的思维,它的主要特点是:思  

维要伴随着动作和感知进行,离开了对具体事物的直接感知和儿童自己动作,思维活动也随之停止。如儿童  

离开玩具,就不会游戏。  

30.D 【图图解析】1924 年国际联盟就通过了《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这是第一个主张儿童权利的国际  

性文件,重在救济、保护儿童,防止奴役、贩运童工,迫使其卖淫等。  

二、多项选择题  

31.ABCDE 【图图解析】《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五大突出特点:服务国家人民;体现前瞻引领;立足  



国情世情;突出改革创新;注重规划实施。  

32.ABCD 【图图解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五  

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民  

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33.ABCDE 【图图解析】校本课程是指由学校根据本校实际自主开发并在本校实施的课程。在校本课  

程开发的过程中,以教师为主体,形成一个由校长、研究专家、学生及学生家长和社区人士共同开发课程的合  

作共同体。  

34.ABDE 【图图解析】C 选项“藏息相辅”的意思是,学生的学习安排要能够有张有弛、劳逸结合,既要  

有有计划的正课学习,又要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如此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充满乐趣。该句没有反映循序渐进  

原则,其他选项均正确。  

35.ABCDE 【图图解析】教育研究的基本过程包括:选择研究课题、查阅文献资料、制订研究计划、收集  

研究资料、分析研究资料、撰写研究报告、课题结题等。  

36.ABCDE 【图图解析】了解学生是班主任开展教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了解和研究学生的内容包括:  

①了解和研究学生个人;②了解学生的群体关系;③了解和研究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境。  

37.ABCD 【图图解析】有意义学习的条件包括:(1)从外部条件来看,有意义学习的材料本身必须具有  

逻辑意义。(2)从内部条件来看,一是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必须具有能够同化新知识的适当的认知结构;二是学  

习者必须具有积极主动地将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认知结构中的适当知识加以联系的倾向性;三是学习者必  

须积极主动地使这种具有潜在意义的新知识与认知结构中的有关旧知识发生相互作用,使认知结构或旧知识  

得到改善,使新知识获得实际意义即心理意义。  

38.BCDE 【图图解析】影响个体自我效能感的因素:学习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说服、  

情绪唤醒。  

39.CDE 【图图解析】心智技能也称智力技能、认知技能,是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合乎法则的心智活动方  

式。阅读技能、运算技能、记忆技能等都是常见的心智技能。AB 不属于心智技能。  

40.ABC 【图图解析】态度与品德学习的一般条件:(1)外部条件:家庭教养方式、社会风气、同伴群体;  

(2)内部条件:认知失调、态度定势、道德认知。  

41.CDE 【图图解析】思维定势是指由先前的活动所形成并影响后继活动趋势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  

通常表现为以最熟悉的方式做出反应或者解决问题。C、D、E 选项都反映了以最熟悉的方式反应问题。选项  

A 属于原型启发,选项 B 属于正迁移,因此答案选择 CDE。  

42.BCDE 【图图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于 1986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通过,因此 A 选项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  

费。”因此 B 选项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  

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  

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因此 C、D 选项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十三  

条规定:“国家鼓励高等学校毕业生以志愿者的方式到农村地区、民族地区缺乏教师的学校任教”,因此 E 选  

项正确。  

43.ABCDE 【图图解析】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方法:加强学习;勤于实践磨炼,增强情感体验(躬身实  

践);树立榜样,虚心向他人学习;确立可行目标,坚持不懈努力;学会反思;努力做到“慎独”。  

44.ACDE 【图图解析】《幼儿园工作规程》第四十一条第(三)款指出:“幼儿园教师对本班工作全面负  

责,其主要职责如下:(一)观察了解幼儿,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班幼儿的发展水平和兴趣需要,制订和执  

行教育工作计划,合理安排幼儿一日生活;(二)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合理组织教育内容,提供丰富的玩具和  

游戏材料,开展适宜的教育活动;(三)严格执行幼儿园安全、卫生保健制度,指导并配合保育员管理本班幼儿  

生活,做好卫生保健工作;(四)与家长保持经常联系,了解幼儿家庭的教育环境,商讨符合幼儿特点的教育措  

施,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教育任务;(五)参加业务学习和保育教育研究活动;(六)定期总结评估保教工作实效,  

接受园长的指导和检查。”  



45.ABCD 【图图解析】《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规定,基本理念分别是“幼儿为本”“师德为先”  

“能力为重”“终身学习”,正反映了新形势下教师专业发展的丰富内涵。  

三、判断题  

46.A 【图图解析】2019 年 4 月 2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延庆出席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重要讲话。  

47.A 【图图解析】2019 年 4 月 29 日,河南省教育大会召开,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教育部副部  

长郑富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确定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这一全新奋斗目标。  

48.B 【图图解析】“樊迟问稼”的故事反映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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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三十七)2019 年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师招聘考试试题 49.B 【图图解析】我国实行的第一个

现代学制是癸卯学制。  

50.B 【图图解析】情境教学法的首创者是李吉林,愉快教学法是由上海特级教师倪谷音首先倡导的。  

51.A 【图图解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  

担。过重的课业负担严重损害儿童少年身心健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2.B 【图图解析】维果茨基把个体的发展水平分为两种:第一种水平是现有发展水平,第二种水平是潜在  

的发展水平,指有指导的情况下,借助别人的帮助所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二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  

53.B 【图图解析】他人在场,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如社会助长;也有可能降低工作效率,如社会干扰。  

54.A 【图图解析】“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表明:任务难度越高,最佳动机水平越低;任务难度低,最佳  

动机水平越高。因此在学生学习较容易的任务时,应尽量使学生紧张一些。  

55.B 【图图解析】人们持有的不合理信念总结起来有三个特征:绝对化的要求、过分概括化和糟糕至  

极。题干表达的过于绝对化。  

56.B 【图图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  

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小学教育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小学生犯错误要批评教育不得开除。  

57.A 【图图解析】教师接受学生自绘贺卡不违背教师职业道德。  

58.A 【图图解析】教师职业道德作为教师的职业规范,在本质上表现为教师职业行为中的向善和应当  

的价值取向。  

59.A 【图图解析】儿童自我意识萌芽最重要的标志是掌握人称代词“我”。  

60.B 【图图解析】促进儿童在原有基础上向新的阶段发展,培养幼儿自身的适应能力,是解决幼儿园  

与小学衔接问题的焦点。  

61.A 【图图解析】模仿是 3-4 岁幼儿主要的学习方式。  

四、案例分析  

1. 【答案要点】  

(1)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发展与普及,当前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中小  

学利用网络的便利采用了新的作业形式,如微信打卡,这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坚持的习惯,但是在  

一定程度上也给了学生接触手机和电脑进行网络游戏的机会。关于该现象,我们要辩证地去看待。  

(2)原因:①家庭教育方面。家庭教育具有榜样示范作用,父母平日有意无意地看手机使得学生在利用微  

信打卡时也会不自觉地玩手机。家长的溺爱,使得家长默许学生身上的种种不良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在放任  

其玩游戏。②学校教育方面。学校教育向来以分数为导向,导致学生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在利用微信完成  

作业后会进行放松和发泄。③社会方面。社会大众媒体的消极影响,网络游戏的诱惑引起了学生玩手机的心  

理。④学生自身原因。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时期,具有不成熟的特点,缺乏清晰的价值判断力和自控能力。  

很容易被不良风气影响,也容易受到同伴群体的影响。  

(3)策略:①家庭方面。贯彻民主的教养方式,不要过分压抑,也不能过分溺爱;注意采用合理的家庭教育  

方法,比如解答疑难、树立榜样等,家长不要在学生面前过分地玩游戏;利用家庭教育的情感话,以情动人。②  



学校方面: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科内容结合学生的兴趣,采用多种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控力。③教师方面:在利用网络教育布置作业时,要考虑到学生的能力需求和  

身心发展特点,适当适度进行;④社会方面:大众媒体要注意宣传网络媒体的积极作用,把网络真正当作工具,  

避免过大吹嘘。⑤个人方面:学生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真正利用手机来完成作业、培养习惯,学生要进  

行自我管理,从内部动机出发,自觉抵制手机的消极影响。  

(4)总结:这一问题是摆在教育面前的一道难题,需要集结各方面的力量合力完成,如果我能够成为一名  

教师,我一定会秉承正确的教育理念,最大程度的促进学生的积极发展,减少不良因素对学生的影响,引导学  

生正确对待网络这一工具。  

2. 【答案要点】  

(1)材料主要反映心理学中气质类型的差异相关理论知识。盖伦把气质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胆汁质、多血  

质、黏液质、抑郁质。气质类型无好坏之分。教师应根据不同气质类型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材料中老师  

的做法是不对的。  

(2)胆汁质的学生情绪体验强烈,精力旺盛,但这种人遇事常欠思量,鲁莽冒失。材料中小虎精力旺盛、热  

情洋溢、爱打抱不平但马虎,是典型的胆汁质。  

(3)黏液质的学生情绪平稳安静稳重、踏踏实实、自制力强,但行动迟缓、死板、按部就班。材料中小轩温  

和、自制但反应较慢,属于黏液质。  

(4)启示  

①克服气质偏见。教师应当认识到气质类型并无好坏之分,每一种气质类型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各种气  

质类型的学生,都可以在学习知识、技能方面取得优良成绩。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学生在学习中充分发挥了各  

自气质的积极特征,克服了消极特征的影响,所以可以从不同途径、以不同方式方法取得好成绩。  

②根据不同气质类型的学生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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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目下还需对黏液质类型的学生进行阐述:  

对粘液质的学生,要着重发展其诚恳待人、工作踏实、顽强等品质,注意防止墨守成规、执拗、冷淡、迟缓等  

品质。对粘液质的学生进行教育时,教师应当以满腔热情吸引他们参加集体活动,激发他们的积极情绪,引导  

他们生动活泼、机敏地完成各项任务。  

③指导学生自我分析、自我调控。  

④根据学生的气质特点进行职业指导。  

五、作文题  

【参考范文】  

赏识———心灵交汇的桥梁  

生活中其实并不缺少千里马,缺少的是欣赏千里马的伯乐;生活中其实并不缺少伯乐,缺少的是拥有欣赏  

的心灵;生活中其实并不缺少美丽,缺少的是欣赏美丽的眼睛。俗话说:“沒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  

师。”因此,对待每一位学生,教师都要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尤其是学困生。  

赏识在于发现学困生身上的闪光点,激励其进步。闪光点也就是优点,人人都有优点,学困生也不例外。  

“赞扬学生极其微小的进步,比嘲笑其显著的劣迹高明。”因此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发展他们的积极  

因素。从这一点入手,可以激起学生学习的斗志,鼓足学生前进的勇气,从而达到转化学困生的目的。  

赏识在于通过客观鼓励的评语,增强学困生的自信。评语是对学生进行评价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师生  

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传统的操行评定忽视了教育民主,忽视了学生的个性。教师无形中将学生分为  

“好”与“差”,结果使“好学生”更好,“差学生”更差。为此,教师应尝试将传统的操行评定改为正面引导的赏识  

性评语,从而使每一个学生都感到自信,受到激励。如在批改学生作业时,有意在批改完之后加上一两句饱含  



感情的评语:“你真棒!”“加油!”“你进步了!”“老师赞赏你的好学精神!”“你是好样的!”等等。这样做,不仅是  

对学生完成作业的肯定,而且也是对他们的鼓励和促进。特别是学困生,他们会为此而兴奋的,从而增强了他  

们的自信,提高了他们学习的勇气。  

赏识源于发自内心对学生的钟爱,对教育事业的挚爱。“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同样也可以说没有赏识就  

没有教育。作为教师,我们要能够尊重自己的学生,赏识自己的学生。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学困生,赏识学困  

生。教师要多去了解学困生、关心学困生,多寻找学困生身上的闪光点。这样一来,自然就拉近了师生的距  

离,消除了学困生们的逆反心理。  

赏识是一座桥梁,是精神相融、心灵交汇的桥梁。这座桥梁是我们转化学困生的绿色通道。在这条通道  

上,教师只有把“师爱”洒向班级的每一位学生,当爱流入学生心田时,便会化为对知识的渴求和对老师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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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三十七)2019 年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师招聘考试试题敬、对同学的友爱。这种爱必然会得到美

丽的回报,这种爱正是转化学困生的灵丹妙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