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十一)2019 年河南省漯河市市直教师招聘考试试题(小

学)  

一、单项选择题  

1. A 【图图解析】根据题干“平时学习刻苦努力……在考试中接二连三的失利”等表述,可知应该鼓励  

学生不要害怕失败打击、坚持不懈总能成功。A 项“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意为经历打击磨难,就  

能够屹立不倒,符合文义。B 项强调实践的重要性;C 项强调“人情世故”;D 项强调“辛苦”,均与文意不符。  

2. B 【图图解析】香港回归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事件。  

3. D 【图图解析】D 项“沉浸”比喻处在某种境界之中,为中性词,感情色彩及语义与语境“色彩与线条  

的世界”相符。因此,结合选项应该选择 D。选项 A“沉溺”表示深深陷入某种生活行为、习惯或意识活动的不  

良境地,为贬义词,与文意所述不符排除;B 项“沉沦”指陷入疾病、厄运之中或罪恶的、困苦的境界,也是贬义  

词,同理排除;C 项“沉陷”为深深陷入,与“出色完成任务”的结果相比,程度过深。  

4. A 【图图解析】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就某个认识问题交换看法、互相启发以获取知识的一种  

教学方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讨论因其操作方便、准备工作简单、实效性高等特点颇受教师欢迎,也是课堂  

教学方法的有效选择。  

5. B 【图图解析】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6. C 【图图解析】巩固性原则是指教学要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牢固地掌握知识和技能,长久地保  

持在记忆中,能根据需要迅速再现出来,以利于知识技能的运用。代表观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  

新”。 

7. D 【图图解析】真理具有相对性,从深度上看,真理反映客观对象的正确程度也是有条件的、有限  

的。任何特定的真理不仅所反映的对象在范围上是有限的,而且其正确程度也是有限的。由于条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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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即在认识的深刻程度上、精确度上都是有限的,或者是近似性  

的。这是真理在深度上的有条件性、有限性。也就是说,任何真理都只能是主观对客观事物近似正确即相对  

正确的反映。  

8. D 【图图解析】道家主张回归自然,“复归”人的自然本性,一切任其自然便是最好的教育。老子和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  

9. D 【图图解析】“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指在某处先有所失,在另一处终有所得,比喻开始在这一方面  

失败了,最后在另一方面取得胜利。补偿是指当个体因本身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致使目的不能达成时,改以  

其他方式来弥补这些缺陷,以减轻其焦虑,建立其自尊心。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相符合。  

10.C 【图图解析】A 项既可以看作动宾结构“热爱/人民的领袖”,也可以看成偏正结构“热爱人民的/  

领袖”。B 项的两种理解为:“你都不怕我,还怕他”或“我都不怕他,你还怕他”。D 项比较口语化,一种理解为  

这个人,他不认识别人,另一种理解是谁都不认识这个人。  

11.A 【图图解析】A 选项乐与悲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B 选项体现联系的普遍性,C、D 选项体现量  

变质变的原理。  

12.A 【图图解析】动作技能的学习指通过人的一般活动而习得的一套熟练的动作系统,几何课上学会  



了圆规的使用方法,并学会画圆,属于动作技能的学习。  

13.B 【图图解析】高压锅又叫压力锅,它可以将被蒸煮的食物加热到 100℃以上,以独特的高温高压功  

能,大大缩短了做饭的时间,节约能源;但是工作压力大的压力锅对营养的破坏也比较大。  

14.A 【图图解析】备课是教师教学工作的起始环节,是上好课的先决条件,备课分个人备课和集体备  

课两种。  

15.C 【图图解析】根据基本公式,S=vt,需要注意的是火车过桥的总距离 S=桥长+车身长,总距离  

为 750 米,54km/h=15m/s,t=(250+500)/15=50s。  

16.A 【图图解析】示范性指教师言行举止都会成为学生效仿的对象,教师的人品、才能、态度等都可能  

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小学生的“向师性”和模仿性强的特点要求教师要为人师表,对小学生产生良好的示范  

性作用。  

17.D 【图图解析】恐怖症是对特定的无实际危害的事物与场景的非理性惧怕。可分为单纯恐怖症、广  

场恐怖症和社交恐怖症,中学生中社交恐怖症较多见。题干表述即为社交恐怖症。  

18.A 【图图解析】价值尺度是指货币表现其他一切商品是否具有价值和衡量其价值量大小的职能。  

这是货币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  

19.B 【图图解析】兴趣的广度,指兴趣的范围大小,即兴趣广泛与否。对许多事物和活动都乐于参与、  

探求,主要体现了兴趣的广泛性。  

20.B 【图图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假设哪项”,确定为加强论证。第二步,找论  

点和论据。论点:下巴的进化源于人类牙齿与下颚的萎缩,这是出于烹饪使食物变软所致。论据:无。第三  

步,辨析选项。A 项,下巴的出现与人类烹饪时间重合,只是时间上的重合,但是烹饪是否与下巴出现,没有必  

然联系;B 项,建立联系。选项指出烹饪使得无需牙齿过分用力咀嚼,大颗牙齿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这样就为  

烹饪和下巴的出现建立了联系,可选。  

二、不定项选择题  

1. AD 【图图解析】火灾时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如一氧化碳,一氧化氮,这些气体的分子量都在空  

气之下,所以会大量产生在上层空气中,所以有毒气体人尽量下蹲或者匍匐前进。湿毛巾捂住鼻子,湿毛巾可  

以有效地过滤空气中的有毒气体进入人体的呼吸系统,阻碍 CO 跟血红蛋白的直接接触,所以在有水源的情  

况下用湿毛巾比较好。  

2. ABC 【图图解析】“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到 2021 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  

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3. ACD 【图图解析】《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  

诗歌三百零五篇。唐代的“诗”最繁荣,宋代的“词”最兴盛,所以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之称。《左传》是中国  

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史记》被鲁迅誉  

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4. AB 【图图解析】“飞花两岸照船红,百日榆堤丰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译文是:  

两岸原野落花缤纷,随风飞舞,连船帆仿佛也染上了淡淡的红色,船帆趁顺风,一路轻扬,沿着长满榆树的大  

堤,半日工夫就到了离京城百里以外的地方。躺在船上望着天上的云,它们好像都纹丝不动,却不知道云和我  

都在向东行前进。从诗句中可以看出,AB 是正确的。  

5. ABC 【图图解析】态度与品德的形成阶段:依从、认同和内化。  

6. ABCD 【图图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公民的权利和义  

务有详细的规定:(1)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政治权利和自由;(3)宗教信仰自由;(4)人身与人格权;(5)监督  

权;(6)社会经济权利;(7)社会文化权利和自由;(8)妇女保护权;(9)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10)  

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受国家保护。  

7. ABD 【图图解析】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包括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  



8. BC 【图图解析】严慈相济指教师对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爱护学生,题目中没有提到李老师  

对学生的态度,故 A 不选。严谨治学指教师备课时要认真,授课时要谨慎、严格、细致,题目中李老师每次备  

课一丝不苟,符合该要求,故 B 选。因材施教指教师教学时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  

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李老师在不同的班级采取不同的授课形式,符合因材施教的要求,故 C 选。廉洁从教  

指教师要坚持良好的道德准则,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题目中没有提到该方  

面,故不选。  

9. ABC 【图图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  

下列原则:(1)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2)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3)教育与保护相结合。  

10.ABC 【图图解析】A、B、C 三项都是环境对人的影响,D 选项是遗传对人的影响。  

三、材料分析题  

1. 【答案要点】  

杭州市某小学的这一规定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展开评价的过程中不能“一刀切”。  

(1)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频繁使用,现代学生沉迷于各种电子产品中,  

近视发生的概率也大大提升。杭州该小学将近视作为学生评价项目的指标之一,根本上是从关心学生健康成  

长的教育初心出发,这样的规定能够让学生和家庭重视视力保护,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进而会对学生近视起  

防控作用。  

(2)但是,在实际践行这一规定过程中,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践行新课改的评价观。对学生的评价应该是  

鼓励性的、发展性的评价。要注重过程,而不只是结果。如果学生的视力目前已经在 5.0 以下,但是,在后续  

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养成了良好的用眼习惯,同样也应该可以参评。另外,对于遗传因素造成的先天性的视力  

在 5. 

0 以下,也应该纳入评价。  

(3)相信通过以上合理、动态的评价体系能更好地推动学生与家长的护眼行动,家长们能放下手机多陪伴  

孩子,走出户外进行活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书写阅读时,尽量每 20 分钟就要放松下,起来走走动动,  

远眺一下,让眼睛得到休息。这样能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自律能力。  

2. 【答案要点】  

案例中的教师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巧妙地运用了教育机智,体现了较高的教育教学素养。  

(1)案例中的老师具有正确的学生观,真正履行了教师职业道德素养中关爱学生的理念,充分体现了教师  

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学生在公开课上不愿读课文的时候,教师给学生保持沉默的权利,没有因为学生在  

公开课上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去批评学生。教师把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而不是自己公开课的配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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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中的教师巧妙地运用了教育机智。在课堂上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教师沉着冷静,用自己的  

智慧迅速而正确地化解问题。在公开课上,学生大胆地表示自己不想读,这时候教师没有因为学生当着其他  

老师的面表达自己所想而生气或者逃避,而是因势利导,教师开玩笑鼓励他,给了学生希望的“台阶”。后半节  

课学生积极表现,圆满地解决了问题。整个过程体现了教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3)案例中体现了教师良好的心理素养。当学生对老师的课堂提问提出异议,教师没有生气,反而一直微  

笑着面对学生,耐心等待学生之后的表现,体现了教师具备良好的心理素养。  

(4)案例中教师具有高超的教育艺术。这节课是一节充满师爱的教育过程,教师允许学生犯错误,坚持正  

面教育,提高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  

总之,材料中老师的做法是恰当的,值得每一位老师学习。  

四、辨析题  

1. 【答案要点】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小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是随年龄增长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  



在整个小学时期,小学生的自我意识不断发展,但不是直线的、等速的,既有上升的时期,也有平稳发展的  

时期。研究表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三年级处于自我意识的上升时期,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二年级上升幅度最  

大,是上升中的主要发展期。其二,小学三年级到小学五年级处于自我意识的平稳发展阶段,年级间无显著差  

异。其三,小学五年级到小学六年级又处于第二个上升期。自我意识的发展趋向深刻。  

因此,小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趋势在各个年级是不相同的。  

2. 【答案要点】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  

(1)环境是推动人发展的动力,但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一般来说,生产力发达地区  

或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可以加速年青一代身心发展的进程;相反,不良的社会生活条件,可以阻碍年青一代  

身心发展的进程。  

(2)另外,虽然环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但个体接受环境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能动的实  

践过程。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要通过个体的主观努力和社会实践活动后才能实现,主观能动性是外部影响  

转化为内部发展要素的根据。  

因此,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并不全都是积极的。  

五、教育方案设计题  

【答案要点】  

1.活动题目  

“保护生存环境———垃圾分类我能行”主题班会  

2.设计依据  

通过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可减少垃圾数量,有效节约原生资源,改善环境质量,引领绿色生活。  

因此,开展以“垃圾分类”为内容的主题班会有利于学生正确地把垃圾分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3.活动目标  

(1)了解垃圾的来源,认识到合理处理垃圾,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2)掌握相关知识,初步学会给垃圾分类,能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  

(3)通过与同学共同练习、交流合作,初步学会合理处理垃圾,在实际生活中也能运用所学知识,积极爱护  

环境。 

4.活动内容与过程  

(1)活动导入  

活动之初,教师引导学生观看视频《生活中的垃圾》,让每位学生先了解我国垃圾回收现状。观看结束后,  

分小组讨论:你觉得生活垃圾对环境有哪些危害? 生活垃圾该怎处理? 为什么要垃圾分类? 讨论结束后,请  

学生总结自己的感想,各小组派代表发言。  

(2)活动展开  

①小组讨论  

观看中央电视台公益视频《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家》,请小组长向大家介绍“虎哥回收”的故事,让学生  

们讨论垃圾的种类与我们的处理方式:请同学们说说身边都有哪些垃圾? 是怎么处理的? 自己有没有什么较  

好的垃圾处理的想法?  

②自由讨论  

学生先交流搜集到的资料,与同学分享垃圾应该如何分类,四类垃圾如何区分,垃圾分类我该怎么做的  

问题。 

③情景演绎  

全班分成 4 队,分别是红队、蓝队、黄队、绿队。四队对应四类垃圾筒,收集相应垃圾的资料,包括制作相  

应垃圾桶。然后由学生任意说出一种生活垃圾,由各小队认领,应该归属哪类垃圾。学生表演完毕后,教师给  

出指导意见并要求学生完成以“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为内容的倡议书。  



(3)活动归纳与总结  

采用活动归纳方式总结:今天,我们以班会课的形式介绍和交流了垃圾分类,相信大家已经对垃圾分类有  

了较深的理解,那么以后,我们就要把垃圾分类,我们要为环保事业多做贡献,保护我们生活的家园! 然后教  

师组织学生在“我是环保小卫士,垃圾分类我能行”的横幅上签字。以此激励学生在生活中为环保事业多做贡  

献,保护我们生活的家园。  

5.效果预设与检验方法  

(1)效果预设  

学生了解生活垃圾是什么,意识到垃圾分类对环境的影响,养成自觉践行垃圾分类的习惯。  

(2)检验方法  

学生以“大手牵小手”的形式,每天和家长一起在家庭及社区完成一次垃圾分类投放活动,并认真填写了  

《XX 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调查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