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郑州市中原区教师招聘考试试题答案及解析

一、判断正误题

1. A【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基础教育的地位。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当中处于基 础

性、先导性地位。国家应大力支持。故本题选 A。

2. A【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目的的地位。“教育目的是整个教育工作的核心,是
教育活动的依据和评判标准、出发点和归宿,在教育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它也

是全部 教育活动的主题和灵魂,是教育的最高理想。”故选 A。

3. B【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学制。我国第一个颁布并实施的学制是癸卯学制，故本 题

选 B。

4. B【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理学人物。罗杰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是一个,“使

学习变得更方便的人”故本题选 B。

5. A【解析】B 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心理学研究五要素。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五要素：学

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教学环境。故本题选 A。

6. B【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课程类型。《道德与法制》是综合课程。故本题选 B。

7. A【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个体发展因素。个体在社会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是个体 发

展的决定性因素。

8. A【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记忆。触景 情，睹物思 说明当回忆时的背景与识记 时

的背景相匹配时，记忆效果最好。这在 理学叫编码特异性原则。故本题选 A。

9. B【解析】本题考查青少年道德情感发展趋势。大致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我 国心理学工作者开始重视道德情感的研究,研究表明：道德情感的不同范畴的发

展不是同步 的。义务感排在第一位，其次是良心范畴，而幸福感与荣誉感两范畴排

在第三和第四位，最 后是爱国主义范畴。这与道德对偶判断能力中良心与义务范畴

排在第一、二位是一致的。故 第一位是义务感，故本题选 B。

10. B【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

十 七条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

故本题选 B。 河南教师研究院

二、单选题

11. B【解析】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版）》，明确聚焦中国学生

发 展核心素养，培养学生未来发展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引导学生

明确人生发 展方向，成长为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2. A【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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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实现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育人， 增强育人的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避免重教书轻育人倾向。

加强对新入职教师、青年教 师的指导，通过老带新等机制，发挥传帮带作用，使其

尽快熟悉教育规律、掌握教育方法， 在育人实践中锤炼高尚道德情操。将师德师风

教育贯穿师范生培养及教师生涯全过程，师范 生必须修学师德教育课程，在职教师

培训中要确保每学年有师德师风专题教育。

13. B【解析】演示一实验法是运用直观教学手段进行教学的方法之一，它是通过教

师演示实物、教具并进行示范操作，结合学生实验和动手操作把数学知识以直观的

形式呈现 出来，使小学生通过直观手段而获得抽象的数学知识，并培养小学生的观

察能力和想象能力 的一种教学方法。运用演示-实验法关键是正确选用教具或教师

自制教具、学具。①要考虑 教具的大小、色彩和放置的位置以及呈现的时机。在演

示过程中，应有解释提可、引导、启 发，让学生观察、比较、分析逐步抽象出事物

的本质特征，得出正确的数学概念,理解、掌 握数学规律。②帮助学生准备实验和

操作用的实物和感性材料，并且调动学生的主动积极性， 使他们动手、动脑动口引

导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到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数学规律上，并进行归纳 总结。题干中的

教师，带着学生制作火箭，属于自制教具，符合演示-实验法。

14. B【解析】教师的教学评价原则包括：客观性原则、科学性原则、指导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A 选项，客观性原则是指在进行教学评价时，从测量的

标准和方 法到评价者所持的态度，特别是最终的评价结果，都应符合客观实际，不

能主观臆断或掺入 个人情感。B 选项，指导性原则是指在进行教学评价时，不能

就事论事，而应把评价和指导 结合起来，不仅使被评价者了解自己的优缺点，而且

为其以后的发展指明方向。也就是说， 要对评价的结果进行认真分析，从不同角度

查找因果关系，确认产生的原因，并通过信息反 馈，使被评价者明确以后的方向。

题干中教师对小俊进行指导、讲解、分析原因，属于指导 河南教师研究院 性原则。

D 选项教学评价应着眼于学生的学习进步、动态发展，着眼于教师的教学改进和能

力提高，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因此，教学评价应是鼓励师生、促

进教学 的手段，要尊重学生的人格。

15. D【解析】问题导入是指教师通过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出新的教学内容的

导入方法。 疑问是学习的起点，也是学习的动力。 问题导入能激发学生思维，活

跃课堂气 氛，使学生带着问题学习，从而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题干中，教师提

出了问题，学生产 生疑问，所以属于问题导入。A 选项，设疑导入，也是激发学

生的思维，在生疑-质疑-释疑 中进行探究，贯穿了教育教育学的整个过程。B 选项，

直接导入是指教师直接阐明本节课的 学习内容、目标和要求的导入方法。 直接导

入是最简单和最常用的一种导入方法。 C 选项， 经验导入需要依据自己的日常生

活经验引出课题。故本题选 D 更合适。

16. B【解析】教师的形象包括道德形象、文化形象、人格形象；（1）教师的道德

形 象教师的道德形象被视为教师最基本的形象。（2） 教师的文化形象，教师文

化形象是教师 形象的核心。 “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是教师的典型文化特征。



（3）教师的人格形象， 人 格是一个人的整体心理面貌，教师的人格形象是教师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心理特征的整体体 现，具体包括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教师的性

格、气质、兴趣等。 教师的人格形象是学生亲 近或疏远教师的首要因素。题干中，

“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符合教师的文化形象。

17.D【解析】在形式运算阶段，个体会出现 6 种概括性特点，每一种都对青少年如

何解决人际关系问题、如何制定个人的计划和目标，以及如何进行数据处理和科研

推理起着 一定的影响作用。（1）青少年能够同时对超过两种以上的变量进行处理。

例如，他们在做旅 行计划时可以同时考虑到速度、距离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他们可

以从多个角度出发来解释自 己的行为，在其他事情上也能从多个方面进行考虑。（2）
他们也能够考虑到事情的发展和变 化。例如，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和一些朋友的友

谊也许不会保持很久。（3）青少年能够对可 能发生的事件进行逻辑性的假设。例

如，他们能够理性的选择学校或工作，他们能够依照他 们平时的学业表现及能力判

断什么样的学校或职位会接纳他们。（4）他们能够对自己的行为 结果做出适当的

损期。例如，当离开学校后，他们适合从事哪些工作。（5）他们有能力査明 事物

的内部一致性或逻辑联系，他们能够通过寻找支持或反对意见来验证事物的真实性。

当 认知对象出现内部矛盾时，他们会对此感到困惑。例如，虽然宣称在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但 河南教师研究院 现实却是有钱人可以请到更好的律师，获得更好的辩

护和礼遇，甚至有时可以影响到判决的 结果。（6）青少年能够客观的分析他们自

己、他人及他所处的环境。他们知道社会和他人期 望自己做什么，同时也能认识到

在另一种家庭、社区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可能对相同的行为 有不同的社会规范要求。

因此，青少年总是有意识地表现出某种行为或态度，以便使自己在 这种社会文化背

景下被人们接纳。而与此同时，人们通常更容易接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人，因

为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个人的行为是另一种社会文化和规范下的产物。

18. C【解析】教师关怀特点有：关系性、连续性、具体性以及实践性。（1）教师

关 怀行为的关系性特征是关怀行为的本质要求，突破了教育中的绝对权威和单一中

心论。（2） 连续性特征是关怀教育成果的重要保证。（3）具体性特征是教师关

怀行为融入具体真实生活 的必然选择。（4）实践性特征是教师关怀行为由知识导

向转向实践导向的前提条件。题干中， 教师在具体的真是生活中国，针对恬恬的具

体特点进行。故选 C 选项。

19. C【解析】A 选项，流畅性：是指当个人面对问题情境时，在规定时间内产生不

同观念数量的多少。B 选项，变通性：即灵活性，指个人面对问题情境时，不钻牛

角尖，能 随机应变，触类旁通。C 选项，独创性：是指个人面对问题情境时，能

独具慧眼，想出不同 寻常的、超越自己也超越前辈的方法。 D 选项，批判性，指

看待问题能不受自己主观情绪 的干扰。题干中，只有亮亮有不同的看法，凸显出了

亮亮思维的独创性，故本题选 C。

20. B【解析】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丁老师发现这些方法对自己并不适用，因为在教学

工作中，面临的教学对象，面临的课题与内容都不同，所以方法很难通用，忽视了

教学工作 的复杂性。

21. B【解析】题干描述属于实际锻炼法中的练习。实际锻炼法是有目的地组织学生



进行一定的实际活动以培养他们的良好品德的方法。实际锻炼法包括：练习、委托

任务和组 织活动。其中练习又称为行为训练，主要是针对文明行为习惯的训练。例

如，讲文明、讲礼 貌、爱清洁等行为习惯。

22. A【解析】根据最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五十二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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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给予开 除处分或者予以解聘，并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撤销教师资格,五年内不得

申请教师资格；情 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或有本法第十九条所列情形的，撤销教师

资格，终身不得申请教师资 河南教师研究院 格，禁止从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一）公开发表违反宪法言论，损害党和 国家声誉的；（二）利用职

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严重损害教育 公平的；（三）品

行不良，严重损害教师形象的；（四）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 学工作

造成严重损失，或者以此强制、诱导学生接受有偿补课的；（五）严重侵害学生合

法 权益，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造成人身伤害等严重后果的；（六）与学生发生不

正当性关系 的；（七）其他严重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等师德规范情形的。题干中

老师的行为属于利用 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应当开除或解聘。

23. B【解析】辐合型认知方式是指在解决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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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找到最适当的唯

一正确的 解答。题干描述属于辐合型认知方式。

24. C【解析】根据动作的精细程度与肌肉运动强度不同，可以分为细微型操作技能

与粗放型操作技能。①细微型操作技能靠小肌肉群的运动来实现，一般不需激烈的

大运动， 着重于比较狭窄的空间领域进行手、脚、眼巧妙的协调动作，或者是配合

默契的动作等。例 如，打字、弹钢琴。②粗放型操作技能靠大肌肉群的运动来实现，

动作执行时伴有强有力的 大肌肉收缩，通过全身运动的神经———肌肉协调动作。

例如，体育运动中的举重、铁饼、 标枪。因此，根据选项，摆动耳朵属于精细技能。

25. A【解析】在知识建构过程中，学习者需要以原有知识经验为基础来同化新知识。

对新信息的理解总是依赖于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学习者必须在新信息与原有知

识经验之 间建立适当的联系，才能获得新信息的意义。比如，在学习“三角形”时，

儿童要将这一名 词（符号）与他们看到过的各种不同形状的三角形物体联系起来，

在学习“直角三角形”时， 学习者需要联系自己有关“直角”和“三角形”的知识

以及生活中的一些实际经验，离开了 与这些知识经验之间的联系，这些名词就成了

没有意义的符号。像这样，学习者通过将新知 识与原有知识经验联系起来，从而获

得新知识的意义、把它纳入己有认知结构的过程，就叫 做新知识的同化。同化过程

涉及到感知、判断、推理、记忆等一系列复杂的认知活动。

26. B【解析】斯滕伯格认为，多数智力理论都是仅仅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去考查智力，

而一个完备的智力理论必须要说明智力的三个方面:智力的内在成分、智力成分与经

验的关 系及智力成分的外部作用。这三个方面分别构成了智力成分亚理论、智力情

境亚理论和智力 河南教师研究院 经验亚理论。（1）成分亚理论解释影响智力水

平的基本信息加工过程或成分，包括元成分、 操作成分、知识获取成分。这三种信

息加工成分相互关联，元成分帮助我们决策做什么，并 激活操作成分和知识获得成



分;后两种成分反过来给元成分提供反馈，使其调整信息的表征 和信息加工的策略。

（2）情境亚理论将智力与个体日常生活情境联系起来，解释个体与周围 环境相互

作用的基本方式。刚开始人们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随着对周围环境的逐渐适应，他

们尝试塑造环境以适应自我。如果个体既不能适成环境也不能将环境改变成个人满

意的状 况，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重新选择另一环境。（3）经验亚理论将智

力与经验联系起来， 用来解释与信息加工成分有关的不同水平的先前经验(相对新

异情培和自动化)。以上这些方 面使得智力成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根据该亚理论所

说，当任务比较新奇或者正处于自动化的 过程中，或者对主体而言已经很熟悉时，

是测量智力的最佳时机。题干符合情景亚理论。

27. A【解析】（1）激发功能。动机能激发起机体产生某种活动。例如，饥饿者对

食 物有关的刺激、干渴者对水有关的刺激反应特别敏感，易激起寻觅活动。（2）
指向功能。动 机使机体的活动针对一定的目标或对象。例如，在成就动机的支配下，

知识分子放弃舒适的 生活条件而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动机不同，活动的方向和它

所追求的目标也不同。（3）维 持功能。当活动产生以后，动机维持着这种活动，

针对一定的目标，题干中，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学习是认真还是马虎，是勤奋还是

懒惰，是持之以恒还是半途而废，很大程度取决于学 生学习动机的水平，这主要强

调的是动机的，符合该作用。（4）调节作用，调节着活动的强 度和持续时间。如

果活动达到了目标，动机促使有机体终止这种活动；如果活动尚未达到目 标，动机

将驱使有机体维持（或加强）这种活动，或转换活动方向以达到某种目标。

28. D【解析】物理实验课上，晓彤看到平时与自己成绩差不多的乐乐已经做成功了，

顿时信心倍增，她的操作速度和规范性明显提高了。这体现了影响学生自我效能感

形成因素 的替代经验，看到与自己相似的人成功了，属于替代性经验。

29. A【解析】从现实生活的事例中受到启发，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或方法叫原型启

发，对解决问题具有启发作用的事物叫原型。小学生根据芭蕾舞裙和游泳圈发明了

充气雨衣， 是从二者身上得到了启发。

30. B【解析】活动中，幼儿园老师经常使用这样的语言:“这孩子太不一般了，他 看

一样东西总是这么专注，目不转睛。”“我们看看这个孩子把小手洗得真干净呀。”…

“哎 河南教师研究院 呀，这孩子力气真大呀，这么重的东西他都拿得起来。”体

现了，教师看到了学生的差异之 处，尊重每个学生的特点，一视同仁，所以体现了

尊重个体，有教无类的原则。故本题选 B。

31. A【解析】个体面对已有的知识经验，可以对行为的结果作出预期，而行为的结

果与人的预期往往不完全一致，面对出乎意料的情景，人就会产生认知冲突。题中

学生们学 完自然数 4 比 2 大，在最初学习分数时，可能会有 1/4 比 1/2 大的错

误概念，但现实中会发 现 1/4 个西瓜比 1/2 个西瓜小，这时他的认知就发生了冲

突，一旦有了这种认知上的冲突， 他就会开始对原有的概念进行调整，以获得新的

概念。故选 A。

32. A【解析】内部言语活动阶段，学生凭借简化了的内部言语，似乎不需要多少意

识的参与就能“自动化”地进行智力活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简缩和自动化。题中



学生演算 进位加法时，已经不再需要默念公式和法则，而是在头脑中出现几个关键

词，随之而来的就 是自动化的操作。故选 A。

33. A【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学校应当

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与其年龄相适应的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帮

助未成年 学生掌握必要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故选 A。

34. A【解析】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花朵、人类的未来。每个青少年学生都有一颗自

尊自爱、向善求善、希望得到社会理解和肯定的心。尊重、呵护与信赖学生是一个

优秀教师 必须具备的基本品德。题干中苏霍姆林斯基的话体现了作为教师要尊重和

信赖学生。故选 A。

35. A【解析】教师要帮助学生发展系统考虑问题的方式和系统分析的习惯。教师要

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不能因让学生自己找出答案,就采取放羊态度,让学生进行盲

目尝试 错误练习;另一种是过分热心,越俎代庖,把结论抢先告诉学生。故选 A。

36. A【解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意思是传授给人既有知识，不如传授给

人学习知识的方法。也就是教师更要注重教授学习方法，既是发展学生的能力。故

选 A。

37. A【解析】《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

伤 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

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

全措施的。第十条规定: 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由于过错，有下列情形之一，

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应当依法承担 相应的责任，其中(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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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教师研究院 但未告知学校的。故选

A。

38. A【解析】学习材料内容的具体程度也会影响学生的理解。相对来说，具体材料

中包含了更多具体的、形象的、与生活经验更为贴近的信息，比如自然课中的水、

植物的花、 植物的根等，这些内容更容易在学生的经验背景中引起共鸣，从而形成

丰富的联系。抽象的 内容往往是对具体内容的提炼、概括，只保留了其中的关键信

息，概括了事物的一般特征或 规律，因而远离了学生的具体经验，比如化学键、分

子式等。对这样的学习材料，学习者需 要用更多的意识努力去分析、思考这些内容，

更主动地去生成与原有知识的联系，缩短这些 抽象内容与原有经验背景之间的差距。

故选 A。

39. C【解析】杨老师以学生正常的劳动作为奖励或惩罚的活动，会让学生觉得劳动

是不好的，是厌恶的，是一种惩罚，从而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故选 C。

40. D【解析】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

其含义是，教师知道学生的程度有深浅，资质有好坏之分，然后才能多方诱导。只

有善于多 方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意味老师要做到因材施教，与材料的要求一致，

故选



D。

三、不定项选择题

41. ABCD【解析】本题考查教育时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课程教材要发挥培 根

铸魂、启智增慧的作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 果，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

和民族基本价值 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故本题选 ABCD。

42.C【解析】本题考查教师专业发展中的职业晋升。按教师专业发展的水平，将教 师

的成长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刚登上讲台的新教师。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段时

间的实 际工作，已逐渐适应教育教学环境的适应型教师。第三阶段是经过多年专业

工作实践，积累 了丰富教育教学经验的经验型教师。第四阶段是将教育教学经验通

过研究反思转化为教育教 学的理性认识的研究型教师。作为专业发展高级阶段的研

究型教师，应该是有较强的科研意 识、问题意识和探究精神，善于对教学实践活动

进行反思性思考和研究，将现代教学理论运 用于教学实践，以先进的教学理念指导

教学实践，将教学实践的经验上升转化为教学理论的 教师。毛老师任教 22 年，

教学经验非常丰富，教学成绩突出，正在跨入到第四阶段。担任 教研组长需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是凝练教育教学经验。故本题选 C。 河南教师研究院

43.A【解析】本题考查身心发展规律。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包括：（1）顺序性和阶

段性；（2）稳定性和可变性；（3）不均衡性；（4）个别差异性；（5）整体性。

其中，顺序性 是指学生个体的身心发展具有一定的顺序，即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个体身 心发展也有一定的阶段性，它反映了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它

表现为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年龄特 征，即在发展的不同年龄阶段中身心发展的一般的

典型的特征。题干中童年期、少年期和青 年初期具有不同的阶段特点。故本题选 A。

44. ABC【解析】本题考查教师教学中的做法。大单元教学是指根据项目中的不同环

节、重点主次安排不同的教学任务、教学步骤、教学方法，以确保各环节的衔接，

并顺利完 成完整动作的教学。老师的做法违背了大单元教学的要求，A 当选。老

师一节课高强度、多 内容的安排违背了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B 当选。体育教育

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从事各类学校 体育教育、教学、科研和各种实际工作的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高级体育人才。老师的做法窄化 了体育教育的培养目标，C 当选。老师

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学生掌握更多的体育运动技能，反 而可能会使学生丧失学习体育

的信心，D 排除。故本题选 ABC。

45. AB【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关爱学生要求保护学生安全，关心学 生

健康，维护学生权益。老师帮助学生安全躲避，体现了关爱学生。A 当选。为人师

表要求 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网友点赞“这才是我们教

师该有的样子” 体现了为人师表。故本题选 AB。

46. ABC【解析】社会主义美育的原则有：1、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2、美育内容

和实际生活相结合；3、情绪体验和逻辑思维相结合；4、艺术内容和表现方法的统

一；5、 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



47. B【解析】题干的描述体现了“学生是具有发展潜能的人”，因此，教师应该用

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学生。

48. B【解析】艾森克在人格心理学的领域坚持实证研究，提出了具有比较坚实的实

验证据的类型说；在人格发展中，分别阐述了遗传和社会对于人格的影响，其中，

他特别重 视和强调遗传的作用，这也使得他的社会观也带着浓重的遗传决定论。

49. ACD【解析】B 项属于个人本位论。个人本位论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然

人”， 发展人的个性，增进人的价值，促使个人自我实现。

50.CD【解析】团体警觉是指在讲授和讨论期间，教师用来维持所有学生注意力的 提

问策略。AB 是对单个学生的注意维持策略。

四、综合分析题

51.【答案要点】

评析 案例中老师的做法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相关理念，其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具体

分析如下：①案例中老师的做法体现了教师观。教师观强调教师应当作为学生学习

的促进者、教育 教学的研究者，在对待教学生强调帮助、引导和启发；对待师生关

系，强调尊重、赞赏、民 主互动、教学相长。案例中老师引导学生通过“夜”对课

文进行体会，践行了教师观。 ②案例中老师践行了教学观。教学是师生交往积极互

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教学更关注 人而非科学。案例中老师在授课过程中通过提问

方式引导学生对课文有不同的认识，并通过 引导更加注重学生情感方面的发展，充

分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教学观。③案例中教师践行了学生观。学生观强调学生是发

展中的人，学生是独特的人。案例中 老师引导学生对课文中“夜”有不同的认识，

并充分尊重到学生的观点，体现了该点。 （2）启示 案例中老师的做法是值得我

们学习的，在以后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我将从以下几方面做起：①树立正确的素质教

育理念，包括正确的教师观、学生观、教学观、创新观和课程观， 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案例中,教师引导学生对“夜”的不同认识,可以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 及独立

性，符合学生观和教师观的要求。 ②不断丰富自身的职业素养，包括教师的道德素

养、知识素养、能力素养、身体素养和 心理素养。能够拥有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道

德，做到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案例 中，教师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进

行教学活动，体现其较高的知识素养和良好的教育能力。 ③更新教学方法，加强教

育实践，遵循科学的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教学规律和教学原则， 能够适时适当地采

取有效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做到启发引导、因材施教、教学相长。案例 中，教师

的教育方式比较灵活，具有启发性和探究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符合 学

生的认知发展特点。 综上所述，教师只有从教育理念、职业素养等方面全面丰富、

提升自己，才能成为一名 河南教师研究院 优秀的人民教师。

52.【答案要点】

（1）国家课程校本化是指在坚持国家课程改革的基本精神和总体方向的前提下，

学校 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研究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教师和所在社区的教育资源，

有特色地、创 造性的实施国家课程的过程。实施国家课程校本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①丰富学校课程体系，彰显学校文化特色，重建学校文化； ②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开发学生潜能，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③落实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提高；④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帮助教师从单一学科实施者转为综合课程

开发者。

（2）校本课程开发中，应做到： ①以学生为本，基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 ②

必须置于国家新课程计划中来理解以国家课程为依托；③要善于利用社会的各种资

源进行开发，不为学校所限，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向生活、 走向现代科技； ④

开发主体是教师，而不是专家； ⑤校本课程的开发是动态的发展过程，是不断生长

的过程，要根据运作情况不断地进行 评估和调整。

53.【答案要点】

（1）“五育融合”是指在现代化的教育中通过重视并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劳 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能满足个体个性化及终身发展的需求同时也

能满足时代对综 合型人才的需求。对教师的能力要求有：①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②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③组织教育教学能力；④自我调控及反思能力。

（2）践行“五育融合”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①树立五育融通式教学基本理念，

践行素质教育要求，培育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②构建五育融通式课程结构体系，进

行跨学科单元活动设计；③发展多元主体的融合育人能力，构建家校社协调育人新

机制； ④营造五育融通式教学生态环境，整合校园、社区、社会多方资源。 河南

教师研究院 ⑤更新综合评价理念，协调五育评价比重，坚持过程性及发展性评价。

综上，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通过教、学、评一体化保证五育融合发展，真正提

升育 人质量。

五、综合写作题

54.【答案要点】

立意：教育中的责任与信任、责任与信任的养成

题目示例 1：责任当以温玉，信任必做金刚

题目示例 2：教育——兴以责任，盛于信任

题目示例 3：教师成长记：由责任到信任

分论点示例 1： 用敬畏之“火”，点燃教育之炬 用欣赏之“声”，唤醒教育之梦

用信任之“石”，铸就教育之路

分论点示例 2： 拒绝“放任”，教育不可随意、放纵 拥抱“信任”，教育需要欣

赏、责任

分论点示例 3： 教育的责任，涵养“滚石上山负重前行”的决心 教育的信任，涵

养“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怀 教育梦，由责任始，至信任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