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教师招聘考试真题试卷答案解

析

第一部分 客观题

一、单项选择题

1.C【解析】本题考查时政知识。2020 年 3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

席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携手抗疫 共克时

艰》的重要讲话。

2.D【解析】本题考查时政知识。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指出，根据各学段特点，在大中

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系统加强劳动教育。

3.C【解析】本题考查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家。苏联教育家凯洛夫 1939 年发表的《教

育学》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著作，他是世界上首次运用马

克思主义观点探讨社会主义教育原理且在世界上有较大影响的教育家。

4.A【解析】本题考查教育功能的类型。关于教育功能的分类，除了教材上的分

法，还有如下分类：（1）从教育作用的对象看，教育功能可以分为个体功能和社

会功能；（2）从教育功能的层次来看，教育功能可以分为本体功能（基本功能）

和派生功能（工具功能）；（3）从功能的表面属性和外部特征来看，教育功能可

以分为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4）从性质上看，教育功能可以分为保守功能和超

越功能。所以本题答案选 A。（具体内容参见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

的《教育学基础（第 3版）》）

5.C【解析】本题考查课程类型。学科课程指以文化知识（科学、道德、艺术）

为基础，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从不同的知识领域或学术领域选择一定的内容，

根据知识的逻辑体系，将所选出的知识组织为学科的课程类型。语文、数学、英

语等课程属于学科课程。

6.C【解析】本题考查教学评价的基本类型。绝对评价是在评价对象的整体之外，

确定一个客观标准，将评价对象与这个客观标准进行比较，以判断其达到标准程



度的一种评价方法。它只考虑评价对象应该达到的水平，而不受评价对象在其特

定整体中位置的影响。

7.A【解析】本题考查师生关系的表现形式。师生关系主要表现为社会关系、教

育关系、心理关系、伦理关系，其中教育关系是基本关系，其他师生关系皆服务

于这一关系。

8.D【解析】本题考查行为目标陈述法。行为目标也称操作目标，是指用可观察

和可测量的学生行为来陈述的目标。故在教学目标中，行为目标描述的行为是学

生的行为。

9.A【解析】本题考查我国中小学德育的重点。基本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教育是我

国中小学德育的一个重点。对学生进行文明行为教育，培养学生文明行为习惯，

是学校德育经常性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生守则”以及“日常行为规范”等是中

小学生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所以题干所述内容属于德育。

10.B【解析】本题考查我国目前中小学主要的教学原则。因材施教原则是指教师

在教学中，要从课程计划、学科课程标准的统一要求出发，面向全体学生；同时

又要根据学生的个别差异，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

避短，获得最佳的发展。朱熹的这句话是说，圣人施行教育，必须依据各人的不

同资质和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资质和才能小的，就培养成低一级的人才，资质

和才能大的，就培养成高一级的人才。这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故本题选

B项。

11.B【解析】本题考查个体身心发展的规律。个体不同方面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有的方面在较早的年龄阶段就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有的则要到较晚的年龄阶

段才能达到成熟的水平。例如，在心理方面，感知成熟在先，思维成熟在后，情

感成熟更后。

12.D【解析】本题考查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在教育上的应用。斯金纳认为，强化

是塑造行为的有效而重要的条件，塑造行为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因此，最能

体现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在教育上的应用的是塑造学生的行为。

13.A【解析】本题考查知觉的特征。知觉的选择性是指当面对众多的客体时，知

觉系统会自动地将刺激分为对象和背景，并把知觉对象优先地从背景中区分出来。

对象与背景的差别越大，越容易被优选择。题干中郑老师用彩色粉笔把重点内容



板书出来利用的就是知觉的选择性。

14.C【解析】本题考查知识学习的类型。命题学习是指获得由几个概念构成的命

题的复合意义，实际上是学习表示若干概念之间关系的判断。题干中的小明只有

了解了直角三角形和三角形的概念之后，才能掌握这个命题的意义。故本题答案

选 C项。

15.D【解析】本题考查冯忠良的四阶段模型。冯忠良将操作技能的形成分为以下

四个阶段：操作定向、操作模仿、操作整合、操作熟练。其中，在操作熟练阶段，

动觉控制增强，不需要视觉的专门控制和有意识的活动，视觉注意范围扩大，能

准确地觉察到外界环境的变化并调整动作方式。故在操作熟练阶段，动作控制起

主导作用。

16.B【解析】本题考查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因素。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因素主要有以

下四个方面：（1）个人自身行为的成败经验（直接经验）。这一效能信息源对自

我效能感的影响最大。（2）替代经验。（3）言语劝说（言语暗示）。（4）情绪唤

醒。因此，答案选 B项。

17.A【解析】本题考查智力测验的标准。信度是指一个测验量表的可靠程度（或

可信程度）。它以反复测验时能否提供相同的结果来说明。题干中对同一学生进

行两次同样内容的测验，分数差别较大，说明测验的信度存在问题。

18.B【解析】本题考查手段—目的分析法的内涵。手段—目的分析法（手段目的

法），就是将需要达到的问题的目标状态分成若干个子目标，通过实现一系列的

子目标而最终达到总目标。故题干所述体现了手段—目的分析法的内涵。

19.D【解析】本题考查行为改变的基本方法。强化法用来培养新的适应行为。根

据学习原理，一个行为发生后，如果紧跟着一个强化刺激，这个行为就会再一次

发生。例如，一个学生不敢同老师说话，学习上遇到了疑难问题也没有勇气向老

师求教，当他一旦敢于主动向老师请教，老师就给予表扬，并耐心解答问题时，

这个学生就能学会主动向老师请教的行为方式。故题干中王老师运用的方法属于

强化法。

20.A【解析】本题考查学校事故的归责原则。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可知，学校事故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

21.C【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第七条规定，教师享有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

的权利，也就是教师有管理学生权（指导评价权）。

22.A【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

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因此，受理李某申诉的机构应

为当地县教育局。

23.D【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职业道德的特点。教师职业道德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教师的职业活动是崇高而艰巨的。人们常常把教

师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因为教师的主要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可塑性很

大的、代表着人类希望和未来的青少年一代。因此，这种职业决定了教师不仅要

用自己的丰富学识教人，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高尚品格育人；不仅是通过

教学传授知识，而且是以自己的品格去“传授”品格，以“心灵”塑造“心灵”。

换言之，教师必须以自己的良好德行和习惯去影响和培育学生，使之成为品行优

秀的新一代。本题答案选 D。（具体内容参见连秀云主编的《新世纪教师职业道

德修养》）

24.C【解析】本题考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是教师职业的基

本要求；关爱学生是师德的灵魂；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廉洁从教是教师立身

立教的根本。所以本题答案选 C项。

25.B【解析】本题考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爱岗敬业”

的师德规范要求教师对工作高度负责，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

学生，不得敷衍塞责。所以答案选 B项。

二、多项选择题

26.ABCD【解析】本题考查时政知识。2020 年 1 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要严师德、促发展、优管理、立尊严，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大

力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27.ABC【解析】本题考查直观教学的形式。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主要有三种直

观方式，即实物直观、模像直观和言语直观。



28.ACD【解析】本题考查陶行知的教育主张。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主要内

容有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

教育即经验的改组或改造。

29.CDE【解析】本题考查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影响。智力是人的一种综合认识能

力，包括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和思维力等因素。非智力因素则包含

了除智力以外的所有的其他心理因素，如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等。非智力因

素促进智力发展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非智力因素参与智力活动，使它

得以坚持下去，取得最后的成功，这就必然要促进智力的发展。例如，学生对学

习的坚持性、自信心和自制力等意志和性格特征，会支持他顽强地学习，而智力

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相应的提高。成语“锲而不舍”就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

面，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影响还往往表现在非智力因素能够补偿智力上的某些弱

点。古语有云“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等，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因此，C、

D、E三项体现了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影响。A、B两项与题意无关，故不选。

30.AB【解析】本题考查促进学习迁移的教学。根据学习迁移规律的要求，应把

各门学科中具有广泛迁移价值的科学成果作为教材的主要内容。所谓具有广泛迁

移价值的材料，就是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法则、基本方法、基本态

度等。故答案选 A、B两项。

31.ABCE【解析】本题考查对刺激泛化的理解。机体对与条件刺激相似的刺激做

出条件反应，属于刺激的泛化。A项“杯弓蛇影”是指将映在酒杯里的弓影误认

为蛇，比喻因疑神疑鬼而引起恐惧；B项“草木皆兵”是指见到风吹草动，都以

为是敌兵，形容疑神疑鬼、惊恐不安；C项“风声鹤唳”是指听到风声和鹤鸣，

都以为是敌兵，形容惊慌疑惧，自相侵扰；E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

指被蛇咬过后看到相似的井绳也害怕，比喻遭受过一次挫折后就变得胆小怕事。

这四项都对相似的刺激做出了反应，故体现了刺激的泛化。

32.BCD【解析】本题考查品德的心理结构。品德的心理结构包括四种相辅相成的

基本心理成分：道德认知（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简称

知、情、意、行。

33.BCD【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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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

学工作造成损失的；（2）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3）品行不良、侮辱学生，

影响恶劣的。

34.ABCDE【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职业道德的结构。从总体上来说，教师职业道德

是由教师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态度、职业纪律、职业技能、职业良心、职

业作风和职业荣誉等因素构成的。

35.BD【解析】本题考查《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2018 年）。《新

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2018 年）中的十项准则包括：坚定政治方

向、自觉爱国守法、传播优秀文化、潜心教书育人、关心爱护学生、加强安全防

范、坚持言行雅正、秉持公平诚信、坚守廉洁自律、规范从教行为。故答案选 B、

D两项。

三、判断题

36.√【解析】本题考查时政知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7 月给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中写道，希望全国广大高校毕业生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37.√【解析】本题考查时政知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

中提出要突出课堂育德，在教育教学中提升师德素养。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

引导广大教师守好讲台主阵地，将立德树人放在首要位置，融入渗透到教育教学

全过程，以心育心、以德育德、以人格育人格。

38.√【解析】本题考查学生与班级管理的关系。学生不仅是班级管理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班级管理的参与者。所以，在班级管理中，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学

校和教师要承担起应尽的职责；另一方面又要引导学生开展自我管理和参与管理。

在某种意义上说，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和参与管理，是班级管理的重要目标，表

明达到“管是为了不管”的最高境界。所以题干表述正确。

39.×【解析】本题考查校本课程的开发。校本课程通常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

也包括少量的必修课，因此校本课程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必须参与的课程。所以，

题干表述错误。



40.√【解析】本题考查常用的教育研究方法。观察研究法是教育研究中使用最

广泛、最普遍的研究方法，也是教师最常用的研究方法。

41.×【解析】本题考查课外辅导的对象。课外辅导的对象应包括不同类型的学

生，重点集中在学习成绩差的学生身上。

42.√【解析】本题考查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表明，动

机不足或过分强烈都会影响学习效果。一般来讲，最佳水平为中等强度的动机。

43.×【解析】本题考查想象的分类。再造想象是依据词语或符号的描述、示意

在头脑中形成与之相应的新形象的过程。人在阅读文艺作品、历史文献，工人看

建筑或机械图纸，学生听教师对课文生动形象的描述时，头脑中出现的有关事物

的形象，都属于再造想象。因此，题干中的学生阅读李白的诗句后，在头脑中产

生的想象是再造想象。

44.√【解析】本题考查功能固着的内涵。功能固着是指人们把某种功能赋予某

个物体的倾向。在功能固着的影响下，人们不易摆脱事物用途的固有观念，从而

直接影响问题解决的灵活性。题干中能想到用电吹风吹头发，却没想到它的其他

用途，这体现的是功能固着。

45.√【解析】本题考查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

的主观映像。人的心理按其内容和源泉及其发生的方式来说，是客观的；人对客

观现实的反映也具有主观性，具有个人的特点，同时，在反映的选择性、准确性、

全面性和深刻性等方面，也都会有所不同，并形成了对客观事物反映上的个别差

异。因此，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既有主观性，也有客观性。

46.×【解析】本题考查学习策略的种类。做笔记策略是使用较为普遍的精加工

策略。做笔记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认知加工过程，还有助于概括新的知识

和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因此，记笔记不属于计划监控策略。

47.√【解析】本题考查专家型教师和新手型教师的区别。与新手型教师相比，

专家型教师的课时计划简洁、灵活、以学生为中心，并具有预见性。

48.√【解析】本题考查确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方式。确定监护人的方式有两

种，一种是法定监护，另一种是指定监护。因此，题干说法正确。

49.×【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六条规定，中小学生旷课的，学校应当及时



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取得联系。

50.×【解析】本题考查依法执教的意义。依法执教有以下意义：（1）依法执教

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2）依法执教是依法治教的重要内容；（3）依法执教是

人民教师之必需。

51.√【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职业道德的文化价值。教师职业道德具有文化价值，

具体表现在教师职业道德既是一种行为规范，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发展，不

仅仅是提出一定的职业道德规范或根据社会及教育的实际变化更新教师职业道

德，同时总是伴随着对这些规范的理论解释，它反映着教育对自身文明和社会文

明的系统思考和追寻，体现出浓郁而又独特的文化意蕴，进而使教师职业道德不

仅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规范存在，也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

第二部分 主观题

四、案例分析题（参考答案）

1.学习兴趣培养和激发的途径有：（1）通过各种活动发展学生的兴趣；（2）通过

提高教学水平，引发学生兴趣；（3）引导学生将广泛兴趣与中心兴趣结合起来；

（4）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5）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6）通过积极的评价使学生的兴趣得以强化；（7）充分利

用原有兴趣的迁移。

案例中的刘老师在课堂中运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充分参与活动，开动脑筋，使

他们能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这是通过各种活动来发展学生的兴趣。在教学

过程中刘老师以有趣、生动的教学方式吸引学生，使学生感到“有趣、有味、有

奇、有惑”，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刘老师对学生的回答及时给予鼓励与

表扬，使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及时有效的评价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强化。

（考生还可从发散思维、教师期望效应、学习动机的激发和培养等角度进行阐述，

言之有理即可）

2.启发式教学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任务和学习的客观规律，从学生的

实际出发，采用多种方式，以启发学生思维为核心，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促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的一种教学指导方法。



（1）启发式教学首先是一种教育教学的思想。即在学校全部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启发式永远是培养学生自主参与、自我发展的教学原则，不能脱离和违背此原则。

案例中很多教师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2）启发式教学是贯彻始终的系统性教学原则。它是设计全部教学方法的核心，

是确定其他教学方法的依据，而不是权宜性手段。很多老师把它作为一般方法来

使用，这完全是对启发式教学思想的误解。

（3）启发式教学的核心是培养、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是以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思想，而不是简单的“提问式”和“设问式”。

案例中有的老师把启发式教学等同于问答式教学，认为提问越多越好，这是不对

的。

（4）贯彻启发式教学要求教师当好学生学习的导演，提高课堂教学的组织性和

艺术性。老师要精心地、合理地设计问题，切实处理好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关

系，而不是进行放羊式或者自由式的教学。

五、教学设计题

1.活动目标

（1）引导学生了解和体谅父母的辛劳，激发感恩父母的意识和情感。

（2）通过体验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关心、感恩父母的情感。

2.活动内容

（1）体会爸爸妈妈在家的辛苦。

（2）体会爸爸妈妈工作中的辛苦。

3.活动形式

通过体验活动、拍摄采访视频、展示图片等形式使学生体会到爸爸妈妈的辛苦。

4.具体做法

（1）体会爸妈在家中的辛苦

①谈话导入。同学们，请认真观察双手，告诉老师你们的双手是什么样子的？（可

以触摸自己双手的触感，学生们积极参与讨论）。同学们，你们在家观察过父母

的双手吗？触摸过他们的双手吗？有什么发现？②展示爸爸妈妈在家时的图片，

询问学生图片中爸爸妈妈在什么时间做了哪些事情。③询问学生和爸爸妈妈在一



起的时候是否有留意他们在做什么。（给学生预留出时间，进行发言讨论）

（2）体会爸妈在工作中的辛苦

①从照片中感受。展示爸爸妈妈工作时的照片，请同学们认真观察。②从采访视

频中感受。播放采访爸爸妈妈工作时的视频，深入了解他们的辛苦。③说说父母

的工作有多辛苦，给同学们预留出时间发言讨论。④现场采访。现场就父母的职

业、工作内容、苦恼等进行询问，抓住细节了解父母工作的不易。

（3）角色扮演，情境表演

通过了解父母在家庭和工作的辛劳，让学生选择典型的情境进行表演。爸爸妈妈

辛苦忙碌了一天后，回到家经常是累得筋疲力尽。父母最劳累时是什么样子，看

到父母劳累的样子你是怎么做的？和你小组内的同学说一说或演一演吧。

预设情境：

情境一：爸爸回家一开门，把鞋一脱，说累死了，累死了，说完后又接着说儿子

把作业拿过来让我看看，儿子说好的爸爸，然后就去拿作业本，回来的时候发现

爸爸已经累得睡着了。

情境二：妈妈回家一开门就急急忙忙的往厕所跑，边跑边说从中午到现在连厕所

都没顾得上，上完厕所后又跑回来拿起一大杯水一饮而尽，说半天了连口水也没

顾得喝。

六、作文题（写作思路）

苏霍姆林斯基的这句话强调的是学生的情感体验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从教师

角度出发，就是要多赞赏学生，使学生体验成功的乐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考生可从“赞赏教育”等角度出发进行写

作。

首先，点明主题。考生可从历史上名人的经历或名言、自身过往经历引出文章的

主题——“赞赏教育”。

其次，论证主题。考生可从具体事例中进一步论述“赞赏”对自己或他人的影响，

并提出“赞赏教育”的措施和方法。

最后，升华主题。考生要把握“赞赏教育”的本质，从学生渴望被肯定这一心理

特点出发，进行全文的升华，使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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