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下半年国家教师资格考试

中学综合素质真题试卷答案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 C【解析】本题考查素质教育的内涵。 素质教育的

三大要义是面向全体、全面发展、主动发展。 该老
师量化了素质教育的目标,能够关注到学生的全
面发展,但忽视了全体学生的主动发展,窄化了素
质教育的内涵,是对素质教育内涵理解的偏差。
故本题选 C。

2. C【解析】本题考查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 伯利纳
将教师专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新手阶段、
熟练新手阶段、胜任阶段、业务精干阶段、专家阶
段。 新手阶段的教师是指刚刚从事教学工作的教
师,在此阶段他们主要需求是了解与教学有关的
实际情况,熟悉具体的教学情境;新手教师经过
2 ~ 3年逐渐发展成为熟练新手,该阶段他们需要
把实践经验与书本知识逐渐整合,开始逐步掌握
教学过程的内在联系,这正是凝练教育教学经验
的过程;在业务精干阶段的教师在教学机智、教学
智慧、观察力、决策力方面有所增强,教学行为已
经达到了灵活、流畅的程度;专家阶段的教师一般
是在工作 10 年及以上,这时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
教育教学方法,并且情感上对教育充满了热爱与
责任感。 系统学习基础理论知识主要是在职前期
需要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题选 C。

3. D【解析】本题考查教育公正。 教育公正体现在教
育活动中就是要保证所有学生的教育机会均等,
性别不应该是教师差别对待学生的理由,在教育
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坚
持教育公正。 本题中王老师的做法不合理,有违
公平待生的理念。 故本题选 D。

4. A【解析】本题考查教师成长的途径。 进行教学反
思是教师成长的途径,教学反思是指教师以自己
的教学活动过程为思考对象,对自己所做出的某
种教学行为、决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审
视和分析的活动。 本题中影老师在实施新的教学
设计之后对自己的提问属于教学反思。 故本题
选 A。

5. B【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相关
知识。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
教信仰自由。 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
文化活动的自由。 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税收具有
强制性特点,依法纳税是公民必须履行的基本义

务,不属于公民自由。 故本题选 B。
6. C【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相

关知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十条
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国家教育考试中有下
列行为之一,有违法所得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一) 组织作弊的;
(二)通过提供考试作弊器材等方式为作弊提供帮
助或者便利的; (三) 代替他人参加考试 的;
(四)在考试结束前泄露、传播考试试题或者答案
的;(五)其他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 故本题选 C。

7. D【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的相关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
十四条规定:学校不得聘用曾经因故意犯罪被依
法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其他不适合从事义务教育工
作的人担任工作人员。 题干中,姜某因故意犯罪
被剥夺政治权利,不具备从事义务教育工作的基
本条件,陈校长拒绝其求职的做法是合法的。 A
项,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
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
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剥夺政
治权利属于刑事处罚附加刑的一种,陈校长了解
姜某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的做法未侵犯其隐私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学校具有“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
分”的权利,C 项不选。 综上所述,本题选 D。

8. B【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相
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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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
作造成损失的;(二) 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
(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教师有前
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题中的何某
暗示家长送礼的行为属于品行不良。 故本题选 B。

9. A【解析】本题考查《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相
关知识。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第
九款规定,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
变相体罚,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
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其他有关规定的造成学生
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体育
课老师迟到,违反了工作章程,因此学校应承担相
应的责任。 根据该办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学生
或者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患有特
定疾病,但未告知学校的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学生
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材料
中宋某有先天性心脏病但并未事先告诉学校,因



此其监护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故本题选 A。
10. D【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

相关知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七
条规定:教师享有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
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的权
利。 本题中某中学以扣发工资强迫教师在寒假
期间加班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故本题选 D。

11. A【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的相关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
年人,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
养。 故本题选 A。

12. D【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
相关知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
十七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
依法享有平等权利。 本题中周老师的做法侵犯
了张晓的平等升学权,是不合法的。 故本题
选 D。

13. B【解析】本题考查教育机智。 教育机智是教师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定向能力,是指教师
能根据学生新的特别是意外的情况,迅速而正确
地做出判断,随机应变地采取及时、恰当而有效
的教育措施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题中章老师面
对课堂突发事件,应发挥自己的教育机智,在保
证课堂正常进行的同时维护学生身心健康,在这
一前提下继续上课,留待课后处理是合理的做
法。 故本题选 B。

14. C【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观。 学生是完整的人,学
生并不是单纯的抽象的学习者,而是有着丰富个
性的完整的人。 这要求教师在教育活动中要把
学生作为完整的人来对待,反对那种割裂人的完
整性的做法,还学生完整的生活世界,丰富学生
的精神生活,给予学生全面展现个性力量的时间
和空间。 本题中范老师撤销晓月班干部职务的
做法忽视了学生发展的完整性。 故本题选 C。

15. B【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职业道德情感。 教师职业
道德情感是个体履行教书育人职责时所产生的
一种内心愉悦的或是内疚不安的情感体验,它的
生成需要安全感、归属感、敬畏感及自尊感四个
基础性要素。 其中归属感是指个体自觉被他人
或被团体认可与接纳时的一种感受。 王校长推
荐新入职的丁老师参加学校集体活动,帮助他快
速融入集体,是培养新教师归属感的表现,也是
重视教师职业道德情感生成的基础性要素构建
的表现。 故本题选 B。

16. C【解析】本题考查教师关怀的特点。 本题中乔老
师从晓甜喜欢写作这一兴趣爱好入手,对她进行
关怀教育,说明乔老师教育学生注重方式方法。
故本题选 C。

17. A【解析】本题考查生物常识。 白细胞是机体防
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白细胞通过吞噬、产生
抗体等方式来抵御与消灭入侵的病原微生物,以
实现对机体的防御保护作用。 红细胞是血液中

数量最多的细胞,主要生理功能是运送氧气和二
氧化碳,同时还具有免疫功能。 血小板的主要生
理功能有参与生理性止血的全过程、促进凝血、
维持毛细血管壁的完整性等。 蛋白质是生命的
物质基础,一切有生命的地方,都有蛋白质的存
在。 故本题选 A。

18. D【解析】本题考查科学常识。 国际奥林匹克竞
赛,又称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是一项面向
全球各地中学生的国际性学科知识竞赛,主要包
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信息学等。 奥林
匹克竞赛中没有电子奥林匹克竞赛这一项,故本
题选 D。

19. A【解析】本题考查历史素养。 《汉谟拉比法典》
全文用楔形文字刻在黑色的玄武岩上,是世界上
现存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故本题
选 A。

20. C【解析】本题考查文化素养。 《抱朴子》为东晋
葛洪所撰,分内、外篇,内篇主要讲述神仙方药、
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灾却病,属于道家养生范
围。 该书记载的炼丹理论与方法、医学知识对我
国古代化学、医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A 项,
许逊是晋代道教人物,“净明派”创始人,著有《灵
剑子》等书。 B 项,魏伯阳是东汉时期黄老道家、
炼丹理论家,道教“丹鼎派”的理论奠基人,所著
《周易参同契》是现存最早系统阐述炼丹理论的
著作。 D 项,陶弘景是南朝齐、梁时道教学者、炼
丹家、医药学家,所撰《本草经集注》是一部极具
价值的药学著作。 故本题选 C。

21. A【解析】本题考查文学素养。 “满纸荒唐言,一
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出自我国
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开卷。 意指全书都是
由血泪交融而成;人们只会说作者太痴情了,又
有谁能了解作者在写作时内心的千愁万苦呢?
题干中的两句诗常被写文章的人用来抒发自己
不为人知的满腹悲愤。 故本题选 A。

22. B【解析】本题考查艺术素养。 A 项,爵士音乐是
20 世纪初产生于美国新奥尔良的一种舞曲性质
的音乐,主要来源于黑人劳动歌曲及在婚丧仪式
或社交场合所唱的歌曲。 B 项,古典音乐是对过
去时代具有典范意义或代表性音乐的泛指,亦是
现代音乐或爵士音乐的对称。 C 项,标题音乐指
采用标题或说明性文字提示作品文学性、戏剧性
或绘画性内容的器乐曲。 D 项,主调音乐是多声
部音乐的一种,整部作品的进行以其中某一个声
部的旋律为主,其他的声部以和声或节奏等手法
进行陪衬和伴奏。 故本题选 B。

23. B【解析】本题考查传统文化素养。 “八仙”一般
是指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
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位神仙人物。 在传说
中,八仙各有不同的法器,铁拐李有铁杖及葫芦,
汉钟离有芭蕉扇,张果老有纸叠驴,蓝采和有花
篮,何仙姑有莲花,吕洞宾有长剑,韩湘子有横
笛,曹国舅有玉板。 综上所述,B 项剪纸画中吹
横笛的是韩湘子,故本题选 B。



24. C【解析】本题考查难度的计算。 根据难度计算公

式 P =
RH + RL

2n × 100% 可计算出难度为 0. 5。 其

中 RH和 RL分别代表高分组和低分组通过该题的
人数,n 代表每个组的人数。

25. D【解析】本题考查信度相关知识。 影响信度的
因素主要有被试的因素、测验的长度、测验的难
度等。 一般来说,在一个测验中增加同质的题
目,可以使信度提高。 故本题选 D。

26. B【解析】本题考查 Word 的基本操作。 A 选项,选
中需要合并且连续的单元格,右击鼠标,选择“合
并单元格”即可实现单元格的合并。 B 选项,两
张表格中间有换行符,无法合并成同一张表格,
若在第一张表格后边直接再插入一张表格,则他
们是同一张表格,而不是两张表格。 C 选项,在
表格内部任意地方右击鼠标,选择“拆分表格”即
可对表格进行拆分。 D 选项,选中表格,右击鼠
标,选择 “表格属性” 进行设置即可。 故本题
选 B。

27. D【解析】本题考查 Excel 函数的作用。 选项 A 是
求和函数,选项 B 是统计指定区域中符合指定条
件的单元格计数函数,选项 C 是求最小值函数,
选项 D 是求平均值函数。 故本题选 D。

28. B【解析】本题考查包含关系。 题干中“绿茶”和
“茶叶”是包含关系。 A 项,“蔬菜”和“水果”是
交叉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B 项
“雨伞”和“雨具”是包含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
一致。 C 项,“跑鞋”和“跑道”是全异关系,与题
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D 项,“面粉”是制作
“面包”的一种材料,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
除。 故本题选 B。

29. C【解析】本题考查数字推理。 分析题干可得出规
律:从第三项开始,每前两项之和再加上 2 即为
后一项的数值。 即 8 + 10 + 2 = 20;10 + 20 + 2 =
32;20 + 32 + 2 = (54);32 + (54) + 2 = 88。 故本
题选 C。

二、材料分析题(答案要点)
30. 崔老师开放民主的教育理念虽然值得借鉴,但他

的做法不符合素质教育观的相关要求。 具体分
析如下:
(1)素质教育强调教师应面向全体学生。 素质教
育倡导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强调在教育中每个
人都得到发展,而不是只注重一部分人,更不是
只注重少数人的发展。 材料中崔老师喜欢找学
习好的学生进行谈话,而对于成绩不太好的学生
却不加干预,说明崔老师只注重个别学生的发
展,违背了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的要求。
(2)素质教育应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素质教育
倡导的是在教育中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的、全
面的发展。 实施素质教育必须坚持德育、智育、
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并举,促进学生生动
活泼地发展。 材料中崔老师对偏科的学生以及
不喜欢体育锻炼的学生过分“宽容”,不利于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高,违背了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的要求。
(3)素质教育应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每个人由于
先天禀赋、环境影响、接受教育的内化过程等方
面存在诸多差异,因此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差异
性教育,做好因势利导,因材施教。 材料中崔老
师虽然意识到学生之间存在差异,但并没有针对
学生的差异进行针对性教学,过于消极,没有促
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综上所述,崔老师没有正确落实素质教育观,没
能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作为老
师我们应引以为戒。

31. 材料中,毕老师一开始的做法是不当的,经过反
思后的做法符合教师职业道德的要求,我们应辩
证地看待毕老师反思前后的做法。
(1)为人师表的师德规范要求教师严于律己,以
身作则,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 材料中
毕老师因生气便使劲把教材往地上一摔,继而大
声训斥孙涛,收到孙涛的辞职信后,又当众宣布
罢免孙涛的职务,这一连串的行为都容易给学生
带来消极影响,违背了为人师表的师德规范。
(2)教书育人的师德规范要求教师遵循教育规
律,实施素质教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材施
教。 材料中,毕老师反思之后,心平气和地与孙
涛交谈,引导他正确看待学习和班级工作之间的
关系,让他明白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同时搞好学习
和班级工作,符合教书育人的师德规范。
(3)爱岗敬业的师德规范要求教师对工作高度负
责,不得敷衍塞责。 材料中毕老师在反思之前遇
到了问题就把责任推卸到孙涛身上,违背了爱岗
敬业的师德规范。 在反思之后,毕老师认识到自
己行为的不妥当,主动找孙涛道歉并进行长谈,
最终顺利解决了问题。
(4)关爱学生的师德规范要求教师关心爱护全体
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对学生
严慈相济,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材料中毕老师刚
开始严厉斥责孙涛,没有做到严慈相济,违背了
关爱学生的师德规范。 经过反思之后,毕老师找
孙涛长谈,一起分析问题所在,最终共同解决了
问题。
综上所述,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正确践行职业道德
规范,做一名合格的教师。

32. (1)“思想质量上的不尽人意”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来分析:首先,物质价值的创造与拥有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压倒了精神价值的创造与实现。
其次,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占据了主流,物质价值
和精神价值直接的关系已经失衡,我们当下生活
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在现象与问题本身,而在于意
义与价值出现了偏差。 最后,宣泄式、怨怼式甚
至破坏式写作成为潮流。
(2)不足在于:①思想上不尽人意,功利主义占据
主流,精神价值被物质价值所压倒,两者失衡。
②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还不能担起将自身转



化成社会建设路径的重任。 ③地方与无名或隐
名写作对理想与价值的探讨或肯定仍存在不足,
且缺少守护传统价值以及提出新价值观的力量。
作者期望的地方性写作理想状态:①地方性写作
发展状态应该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功能。
②地方性写作应该是动态平衡的,一方面与社会
生活实践及价值的变化相结合,另一方面也要融
合伦理和历史。 ③社会应对地方性写作报以宽
容鼓励的态度,促进地方性写作的蓬勃和发展。

三、写作题
33. 【写作思路】

根据材料内容,人们对“抢红包”现象大致有三类
看法:①对红包持支持态度,认为值得发扬。 这
是从赞同新科技、新事物的角度来说的,新事物
既然出现并能生存下去就一定有其存在的理由
及空间,科技的发展也一定会改变传统的观念,
红包不妨看作是继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后的又一
发展。 它同样能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②对
红包持反对态度,认为这种“认钱不认情”的行为
会让感情更加疏远,对社会风气也是不好的引
导,故应予以摒弃。 ③第三种态度是辩证看待
“红包”。 “红包”形式新颖,老少同乐,但在玩的
同时应注意度的把握,不可盲目沉浸其中,甚至
陷入金钱的牢笼。 它可以成为亲情的润滑剂,但
应注意恰当的时间和场合。
【范文】

守护本心
　 　 “抢红包”似乎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交手段以
及潮流,不管是同事交流,还是亲朋相聚,动动手
指,点点红包,就能让气氛热烈起来。 但是,在这
潮流之中,我宁愿骄傲着落伍,守护本心。

总有那么一些人守护着心灵的净土。 诸葛
亮坚守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
人生信条;陶渊明证明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
然正气;林清玄保持着“身如浮木,心有沉香”的
深沉之心。 而现在,时代在飞速进步,人心却日
渐浮躁,将传统的交际转移到虚拟的网络世界,
而红包,变成了简单的氛围道具,在抢与被抢的
过程中,丢失了其背后的深厚传统内涵。

红包满天,趋之若鹜者与日俱增,似乎不发
红包便是不近人情,不解世道。 可是这样真的有
用吗? 逢年过节本就因手机娱乐而相距甚远的
亲情,再一次被这火热的“红包革命”推向更远的
角落,愈演愈烈的网络亲情似乎已经便捷到足不
出户便可维系保持,可是,当你划开屏幕接收那
一份份鲜红的数据时,是否有小时候双手接过长
辈红包时的那种欣喜若狂? 是否有在枕下藏了
一夜,第二天迫不 及 待拆 开 红 包的 那 份 小心
珍藏?

某公司日前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表明人们
的平均注意力时间由 20 秒降低到 10 秒,而这只
花了 50 年,新兴事物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
给予人们很大的伤害,新的文化未必都是好的,

过于追求新鲜事物,会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而
传统文化,与之相比更显出了优越之处。 经过几
千年的沉淀与凝聚,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个民族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精神动力。

酒中陈酿最为甘醇,文化也如此。 信息爆炸
的时代,人们追求更快更迅捷,却全然不顾那些
本应该慢下来的事物,如果说中国的发展是建设
一座大楼,那传统就是地基,没有坚实的地基,楼
房建得越高就越危险。 所以,放下手机,放下抢
红包的手指,好好品味我们的传统,去发现他们
的朴实和高贵。

网络世界毕竟是虚拟的,真实可感的现实世
界才是最动人的。 暮春之落英,暖夏之素莲,深
秋之红叶,严冬之飞雪,天天蜷缩在狭小居室中
“抢红包”的你,多久没有身处自然之中感受四季
的变换,多久没有站在日光之下倾听清风的细语
了? 为了手机上几分几毛的单调数字,那么多人
竟然放弃了无穷无尽的自然之美,若是心系自然
的古人知道了,也会唏嘘不已吧。

因此,别让红包“抢”走你欣赏自然的眼睛。
“抢红包”只是这个信息时代的一段剪影。 这个
时代里,有太多东西混淆人们的视听,扰乱人们
的心绪,只有珍惜时光,坚守本心,心向自然,才
能留住真情,留住自我,留住红包内涵里传统的
福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