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单项选择题

1. B【解析】略。

2. B【解析】在刺激作用停止后暂时保留的感觉现象

称为感觉后效，即感觉后像。在各种感觉中，视

觉的后效很显著，又称视觉后像。视觉后像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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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正后像和负后像。后像和刺激在品质上是相

同的为正后像，相反的为负后像。题干所述属于

正后像。

3. C【解析】辐合型认知方式是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常表现出辐合思维的特征，表现为搜集或综合

信息与知识，运用逻辑规律缩小解答范围，直到

找到最合适的唯一正确解答。

4. C【解析】瞬时记忆（感觉记忆）的编码方式有图像

记忆和声像记忆两种。图像记忆是主要的编码

形式。

5. A【解析】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哲学

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政治

学》中。

6. C【解析】道德意志是个体自觉地调节道德行为，

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道德目标的心理过程。小

明知道经常上课迟到不对，但天气变冷后，他又

开始赖床不起导致上课迟到，这说明他缺乏道德

意志力，故对小明的教育应该培养其道德意志。

7. B【解析】1922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留美派主持

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美国学制为蓝本，颁布了

“壬戌学制”。由于是采用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

法，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因此又称

“新学制”或“六三三学制”。

8. C【解析】教师劳动的间接性是指教师的劳动不直

接创造物质财富，而是以学生为中介实现教师劳

动的价值。教师劳动的结晶是学生，是学生的品

德、学识和才能，待学生走上社会，由他们来为社

会创造财富。

9. A【解析】题干引用的内容强调的是要把握教学

的最佳时机，反映出人的身心发展过程中存在关

键期现象。

10. C【解析】想象的替代功能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当

人们的某种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可以借助想

象从心理上得到一定的补偿和满足。

11. B【解析】教育能够传播、交流和融合文化。来自

不同种族与家庭的学生通过接受学校教育，促

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阶

层文化。这体现了教育的文化功能。

12. B【解析】略。

13. C【解析】社会本位论的代表人物有荀子、柏拉

图、赫尔巴特、涂尔干、纳托普、凯兴斯泰纳、孔

德、巴格莱等。

14. B【解析】略。

15. C【解析】操作技能又叫运动技能、动作技能，是

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合乎法则的操作活动方式。

故吹、拉、弹、唱属于操作技能。

16. A【解析】测验法是考核、测定学生成绩的基本

方法。

17. C【解析】我国教育目的的基本特征包括：（1）以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指导思

想；（2）具有鲜明的政治方向；（3）坚持全面发展

与个性发展的统一。

18. D【解析】效能期待是指人对自己能够进行某一

行为的能力的推测或判断，它意味着人是否确

信自己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结果的行为。题干

所述学生认为自己难以完成每天都进行锻炼的

计划，说明他对计划的效能期待低。

19. A【解析】升华是一种最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防

御机制。因为它可以把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性欲

或攻击性冲动所伴有的力比多能量转向更高级

的、社会所能接受的目标或渠道，进行各种创造

性的活动。“化悲痛为力量”是升华作用的表现。

20. D【解析】D项所述内容为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

“教书育人”方面所规定的具体职业行为要求。

21. D【解析】略。

22. D【解析】略。

23. A【解析】通过培养人才实现对政治经济制度的

影响，是教育作用于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途径。

24. A【解析】教师职业的最大特点在于职业角色的

多样化。

25. C【解析】题干的描述体现了形成性评价的内涵。

26. D【解析】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原则要求

教师要争取家长和社会的配合，主动协调好与

家庭、社会教育的关系，逐步形成以学校为中心

的“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冯老师联系刘明家

长为刘明的健康成长共同努力的做法体现了这

一原则。

27. B【解析】学生是独特的人，学生和成人之间是存

在很大差别的，学生的观察、思考、选择和体验，

都和成人有明显不同。“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

把孩子看作孩子。”

28. B【解析】条件性知识是指教师必备的教育科学

知识，教育学、心理学及各科教材教法知识是教

师首先要掌握的最为基本的教育科学知识。当



学生问老师怎样解决自己考试紧张的问题时，

老师却说该学生是因为没有复习好才紧张的。

这说明该老师缺乏心理学知识，不能从心理学

角度帮助学生解决考试紧张的问题。

29. C【解析】教育民主化是对教育的等级化、特权化

和专制性的否定。

30. B【解析】题干中教师的说法，表明其对教育事业

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深厚的感情。这体现了该

教师具有爱岗敬业的师德规范。

31. B【解析】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无意注意即不随意

注意占主导地位。

32. D【解析】区分度是指该项题目对不同水平的答

题者反应的区分程度和鉴别能力。

33. B【解析】兴趣的广度，是指兴趣的范围大小，即

兴趣广泛与否；兴趣的稳定性，指对事物具有持

续、稳定的兴趣。孩子对许多事物都很感兴趣，

说明其兴趣的广泛性强；但常常只有“三分钟热

度”，说明其兴趣的稳定性差。

34. D【解析】教育法律救济的目的在于补救受害者

的合法权益，为其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护。

35. C【解析】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二、多项选择题

1. ABC【解析】在基本内容上，课程计划主要是指教

学科目的设置（课程设置）、学科顺序（课程开设

顺序）、课时分配（教学时数）、学年编制和学周

安排。

2. ABC【解析】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

19世纪末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代表人物

有狄尔泰、斯普兰格、利特。鲍尔斯是批判教育

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3. BCD【解析】福勒和布朗根据教师的需要和不同

时期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把教师的成长划分为关

注生存、关注情境和关注学生三个阶段。

4. ABCD【解析】皮亚杰认为影响认知发展的因素

有：（1）成熟；（2）练习和经验（自然经验）；（3）社

会性经验；（4）平衡。

5. AB【解析】学校心理辅导的一般目标可归纳为两

个方面：学会调适和寻求发展。

三、判断题

1. √【解析】课外辅导是上课的必要补充，是适应学

生个别差异、贯彻因材施教的重要措施。

2. √【解析】美育是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发展他

们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培养他们高尚

的情操与文明素养的教育。

3. √【解析】略。

4. ✕【解析】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是所有

教师应该享有的权利。

5. √【解析】略。

6. ✕【解析】实施是班级活动的中心环节，是活动全

过程的关键。

7. √【解析】教育是文化传递和保存最为基本和最为

有效的手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的传

递、保存方式不断发生变化。

8. √【解析】班主任做好操行评定的前提就是要深入

地了解学生。

9.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

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

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

10. ✕【解析】心理健康概念具有相对性，即心理健

康有高低层次之分。高层次（积极）的心理健康

不仅是没有心理疾病，而且能充分发挥个人潜

能，发展建设性人际关系，从事具有社会价值的

活动，追求高层次需要的满足，追求生活的意

义。而低层次的心理健康主要指没有心理

疾病。

四、简答题（答案要点）

1. 简述情绪和情感与认识过程的关系。

（1）认识过程是情绪和情感的基础，并引导情绪

和情感的发展；（2）情绪和情感伴随着认识活动

的发展而发展；（3）情绪和情感反过来对认识过

程起调节作用。

2. 教师要上好一节课的标准有哪些？

（1）要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2）要使学生的思维

活跃；（3）要使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4）要

使个别学生得到照顾。

3. 简述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个体

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他提出了认知

发展阶段理论，将个体的认知发展分为四个

阶段：

（1）感知运动阶段。这一阶段儿童思维的特征包

括：①感觉和动作的分化；②“客体永久性”的形



成；③问题解决能力开始得到发展；④延迟模仿

的产生。

（2）前运算阶段。这一阶段儿童思维的特征包

括：①早期的信号功能；②自我中心性（中心化）；

③不可逆运算；④不能够推断事实；⑤泛灵论；⑥不

合逻辑的推理；⑦不能理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⑧认知活动具有具体性，还不能进行抽象的思维

运算。

（3）具体运算阶段。这一阶段儿童思维的特征包

括：①去自我中心性（去中心化）；②可逆性；③守

恒；④分类；⑤序列化。

（4）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儿童思维的特征包

括：①命题之间的关系；②假设—演绎推理；③类

比推理；④抽象逻辑思维；⑤可逆与补偿；⑥反思

能力；⑦思维的灵活性；⑧形式运算思维的逐渐

发展。

4. 简述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

（1）坚持知和行的统一；（2）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

一；（3）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4）坚持个人和

社会相结合；（5）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

五、材料分析题（答案要点）

1.（1）发散思维是指人们解决问题时，思路朝着各

种可能的方向扩散，从而求得多种答案。发散思

维的过程是从给予的信息中产生多种信息的过

程。在生活中，人们通常会按照习惯或传统经验

从某一方面思考问题，这时如果能从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则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2）小

方回答砖头的用途都是沿着用作“建筑材料”这

一方向思考出来的，几乎没有变通性。而小明不

仅想到了砖头可做建筑材料，还可做防身的武

器、敲打的工具，体现了小明的发散思维具有良

好的变通性。新颖的思路和想法，更有利于创造

性思维的发展。因此，相对于小方的回答，我更

欣赏小明的回答。

2.（1）材料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2）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应使

学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来理解和掌握知识，

并引导他们运用新获得的知识去解决各种实际

问题，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

一原则是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统一的教学规

律在教学中的体现。贯彻此原则的要求有：①重

视书本知识的教学，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注重联

系实际；②重视引导和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

力；③加强教学的实践性环节，逐步培养与形成

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进行“第三次学习”；

④正确处理知识教学与能力训练的关系；⑤补充

必要的乡土教材。

（3）①材料中的教师针对农户缺乏科学的栽培技

术的现状编写乡土教材，这充分体现了乡土教材

的重要性。②学校创立园艺场，聘请农技员做兼

职教师，将学生带到田里，让学生自己种植草莓，

这体现了教师重视引导和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

能力，在传授知识时注重与实际相联系，能够培

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1）德育过程是一个促进学生思想内部矛盾运动

的过程。①学生思想品德的任何变化，都依赖于

学生个体的心理活动。②学生思想内部的矛盾

运动，实质上是对外界教育因素的分析、综合过

程。③学生的自我教育过程，实际上也是他们思

想内部矛盾运动的过程。材料中的班主任只是

对写情书的男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没有重视培

养他的自我教育能力，没有发挥学生在德育过程

中的主观能动性。班主任的做法违背了德育过

程的这一规律。

（2）德育过程要坚持尊重信任学生与严格要求学

生相结合的原则。①尊重信任学生与严格要求

学生相结合的原则是指在德育过程中，教育者既

要尊重信任学生，又要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

把严和爱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教育者的合理要求

转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②贯彻这一原则的要

求：教育者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及尊重

热爱学生的态度；教育者应根据教育目的和德育

目标，对学生严格要求，认真管理；教育者要从学

生的年龄特征和品德发展状况出发，提出适度的

要求，并坚定不渝地贯彻到底。材料中的班主任

在班会上公开学生写的情书，是不尊重、不热爱

学生的表现，违背了尊重信任学生与严格要求学

生相结合的原则。在德育过程中，只有把尊重学

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取得最

佳教育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