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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能力 D类考前 30 分

一、辨析题答题思路

（一）正确类

1.判断正误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这个观点是科学的”。

2.分析题目

第一步，解释题干中涉及的概念；

第二步，分析题干正确的原因，或者陈述概念涉及的意义、作用等内

容；

3.总结

总结：辨析题最后一步得出结论，例如“综上所述，上述观点是正确

的。”

4.答案呈现

（第一步 判断正误）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这个观点是科学的。

（第二步 分析原因）解释题干中涉及的概念（是什么）；分析题干观

点正确的原因，如意义、作用（为什么）。

（第三步 总结提升）综上所述，上述观点是正确的。作为一名教师，

在教学实践中要（怎么做）。

（二）完全错误类

1.判断正误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2.分析题目

第一步，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指出题干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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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通过结合理论知识，分析错误原因。

3.总结

总结：辨析题最后一步得出结论，例如“综上所述，上述观点是错误

的。”

4.答案呈现

（第一步 判断正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二步 分析原因）上述观点错误的原因：①……；②……；③……

（第三部 总结提升）综上所述，上述观点是错误的。在实际教学中，

作为一名合格的老，应该____________，而不应该____________。

（三）完全错误类

1.判断正误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片面的”“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是片面的”。

2.分析题目

第一步，通过结合理论知识点，简要分析正确的观点，论据充分。

第二步，通过结合理论知识点，分析错误原因，论据充分。

第三步，提出要辩证看待问题，阐述提出如何改正错误。

3.总结

总结：辨析题最后一步得出结论，例如“综上所述，错误的，片面的。”

4.答案呈现

（第一步 判断正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

（第二步 分析原因）上述观点正确之处在于……，但是（指出错误

之处）……，所以（怎么做）……。

（第三部 总结提升）综上所述，应该辩证地看待……。作为一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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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人民教师，应当用科学的知识、理念武装头脑，更好地践行在教育实

践活动当中，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断努力。

【提升】如果字数允许，可以联系实际适当升华题干的思想，例如“在

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而不能……”。“作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应当用科学的知识、理念武装头脑，更好地践行在教育实践活动当中，为

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断努力。”

二、技巧总结：

（一）分析逻辑联结词

在分析复杂命题时，必须准确理解若干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结词，以便

帮助考生分析命题之间的关系，抓住题眼，找到辨析题目的要害。例如，

“不但……而且……”“不是……而是……”“可能……也可能……”“只

要……就……”“一……就……”“只有……才……”“可能……也可能……”

“除非……否则不……”“因为……所以……”“没有……就没有……”

“越……就越……”等。

（二）题干词语绝对化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出现绝对化的字眼大多数是错误的。通过对系统

的分析，总结出在辨析题中常常出现的绝对化词语：

1.“……就是……”（A就是 B）

【例】负强化就是惩罚。

2.“……比……好/不好”“……优于……”（A比 B好/不好、A优于 B）

【例】（1）教学中启发性原则比因材施教原则更重要。

（2）发现学习优于接受学习。

3.“……全部是……”（A全部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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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良好动机的行为全部都是积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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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题答题思路

（一）评价分析类

1.示例

“请结合上述案例，运用教育学/新课改……的相关理论与知识，评析

案例中该老师/学生/家长……的行为。”

第一步，结合案例，客观评价。评价案例中主体（一般为教师、学生）

的行为方式是对的、错的、还是须要辩证看待。须注意，判断不要过于极

端，尽量委婉地阐述，用丰富的语言表达。比如，案例中老师的行为错误

时，我们可以表述为“该老师的行为欠妥”“该老师在此事的处理上不甚

恰当”“该教师的行为不合理”等。案例中老师的行为正确时，“该老师的

行为值得我们借鉴”。老师的行为部分错误时，“该老师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也有不妥之处”。

第二步，分析原因，给出理由。要求应试人员对案例中的具体做法进

行分析、对比、判断，作出评价或评估，提出具体的分析意见，以此测查

应试人员对教育问题、教育现象或行为的判断和剖析能力。

第三步，总结提升。

2.总结

（总）案例中该教师的行为是合理的/欠妥的/有待改善的/有合理之处，

但也有不妥之处，符合/体现了/违背了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新课改理念/

教学过程的规律……/德育过程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法律法

规……

（分）首先，（理论）该老师的做法体现了/违背了新课改倡导的学生

观……，现代学生观/教师观认为…….（结合材料）案例中……。



考前 30 分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7

其次，（理论）该老师的做法体现了/违背了……的教学规律/教学原则

/德育规律/德育原则，启发性原则是指……。（结合材料）案例中……

再次，（理论）该老师的做法体现了/违背了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的教师

职业道德……，关爱学生要求教师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

（结合材料）案例中……。

（总）综上所述，案例中该教师的行为值得学习/有待改善，……

【注意】在作答过程中，不一定严格按照理论在前案例在后，如果是

逻辑清晰、观点全面地表述，案例在前，理论在后也可以。

（二）原因分析类

1.示例

“请结合案例一，运用心理学相关原理，分析学生产生困扰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针对案例题境涉及的情境，需要应试人员结合理论对案

例进行分析，阐明原因，注意分析原因时一定要理论联系案例实际，根据

论点进行适当的分段。

2.思考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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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结

（总）案例中学生/老师/家长出现上述行为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

点：

（分）（1）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小（中）学生的注

意/情绪情感/意志/思维/品德/学习兴趣/学习习惯/特点是……/小（中）学生

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2）教师没有树立……的理念/没有做好教学工作（如备课、上课、

作业布置、启发性教学等）/没有好德育工作（德育原则、德育方法）/个

别教育工作（如个别教育、协调多方面的教育理论、操行评定等）/课堂管

理工作（如教育机制/突发事件的处理原则、策略）……；

（3）家长没有树立……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家庭气氛/家庭教养方式/

沟通/榜样示范……

（总）综上所述，应从多方面考虑上述问题出现的可能。

（三）对策建议类

1.示例

“假如你是案例二中的班主任李老师，你会如何处理这件事？”

一般针对案例中教师不合理的行为提出解决策略。通常在提出对策的

时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从主体的角度一般为学生、教师、家

长、学校、社会和国家；从内容的角度一般为学生与教师、课程与素质教

育、教学、班主任及班级管理、德育。具体的答题角度结合案例的实际情

况进行选择。最后，组织精炼的语言进行作答。

2.思考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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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结

（总）假如我是……，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处理这件事情：

（分）首先，（理论）我会更新教育理念，树立素质教育观，自身成

为素质教育者……，（材料）案例中……。

其次，（理论）我会了解和研究学生，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材料）

案例中……。

再次，（理论）我会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

性/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展示教学艺术，吸引学生的无意注意/把尊重

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潜心钻研业务，不断提

升自己的学科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

（总）总之，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做法，我相信……。

（四）启发类

1.示例

“从一个新教师的角度简单谈一下你从此案例中得到的启示。”

如果案例中的教师行为妥当，则表达自己在今后教学工作中借鉴或学

习；如果行为欠妥，则表示要引以为戒；如果行为须辩证看待，则表示自

己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思考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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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结

从案例中，受到了以下几点启示：

（1）教师应当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关注

学生的个别差异性；做好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教育教学的研究者；坚持发

展性评价与激励性评价，促进学生发展；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打破知识

中心与教师中心；关注教学过程与学生的发展，引导学生从“学会”向“会

学”转变。……

（2）在教学中，遵循教学规律，（分析案例中涉及的教学规律）；坚

持教学原则，（分析案例中涉及的教学规律）；优化教学方式，更新教学方

法，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3）在德育工作中，遵循德育规律，（分析案例中涉及的德育规律），

坚持德育原则（分析案例中涉及的德育原则），了解问题，有的放矢地开

展德育工作，并不断提升自身的育人能力。

（4）作为教师，要具备反思意识和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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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素养，（分析案例中涉及的教师能力）；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分

析案例中涉及的教师知识素养）；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

（五）技巧总结：

1.答题技巧

（1）仔细阅读资料

（2）划分题目类型：评析类、原因分析类、对策类、启示类

（3）表明自己的观点（正确、错误、好、不应该、值得赞扬、不恰

当等等）

（4）说原因：结合案例来分析，为什么好/不好等，违背了什么理论/

知识。（或者正反面论述，如果不这样做会怎样，这样做会怎样）

（5）总结提升：书本知识、提倡的、主张的观点等。

三、教育活动方案设计答题思路

主题班会设计思路

一、活动主题

“……，从我做起”/“……伴我行”/“乘……翅膀”/“……是怎样

炼成的”/“……无价”/“我们与手机”/“班级凝聚力，从信任开始”/

“正式压力，勇往直前”/……

二、设计依据（理论依据/现实依据）

（谈活动的背景、意义、重要性）由于近段时间学生迟到/浪费……事

件频频发生，不利于……/由于学生身心发展具有……性/小学生注意具

有……特点/青春期学生情绪情感发展具有……特点，本次活动以增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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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意识/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为导向，旨在促进学生……的形成与发

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活动目标、内容与过程

（一）活动目标（可参照教学设计的三维目标来写）

1.通过……；学生能够认识到……的重要性；理解……的意义……

2.通过……；学生提高了……团结协作/思考问题的能力……，掌握

了……的方法

3.通过……，增进了学生对于……的情感，能够在实践中做到……

（二）活动内容与过程

1.故事/视频/图片/谜语/歌曲……导入，激发兴趣

2.学生讨论，初步感知

3.活动渗透，深入理解 （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小品、朗诵……）

4.联系生活，升华主题

5.活动总结（班主任总结；学生总结等）

四、效果评估

（一）效果预设

切入点：与活动目标相呼应，但写法是完成式（例：学生认识到了校

园欺凌的危害……）

（二）检验方法

观察法、描述性评语、项目评价、成长记录、学生互评、作品评价、

个案分析等；布置开放性任务；布置交流任务等以作为此次班会的延伸。

家长会设计思路

一、会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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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家长会（小学/初中/高中）

二、设计依据（指导思想）

家长会是联系教师和学生家长的一个重要活动形式，通过家长会，学

生家长可以了解……，教师也可以通过和家长的交流，把家长看作是学习

的共同体和参与者，发挥教育合力。

三、会议目的

通过家长会，加强家长与学校的交流……

通过家长会，听取家长对班级管理和教育教学的意见、建议，为班级

的发展献计献策……

四、会议准备（物质+人员）

布置教室、摆放桌椅、签到表、学生成绩汇总（成绩、日常表现、出

现的问题）、嘉宾、黑板报的设计、学生引导员、姓名牌等。

五、会议过程

1.班主任致欢迎词，邀请学科老师发言，拉近老师与家长之间的距离。

2.班主任介绍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况。

3.就某一问题展开讨论

（1）提出问题（学生学习/生活/人际存在的问题/家长存在的问题）

（2）探讨问题（开展活动，如：各种发言、交流等；活动一定要注

意家长身份和特点）

（3）解决措施（总结针对具体问题的措施，提前预设显周全，起引

导作用）

4.班主任提出要求或倡议

六、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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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谢各位家长的到来，后期还希望家长配合学校的各种工作，共

同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