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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上半年
《综合素质》（小学）真题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9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8 分）
1. 晓军向老师报告:“安安偷看我的试卷。"老师说:安安怎么会偷看你的试卷,她的成绩比你好。”晓军红
着眼睛坐在座位上，无心考试了。该老师的做法表明，他没有做到公正待生。做出此评判的依据是（ ）
A.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教育根本目的
B.因材施教是现代学生观的基本要求
C.教学相长是和谐的师生关系的特征
D.面向全体学生是素质教育基本要求
【答案】D
【解析】
2. 詹老师在介绍教学经验时说:“在课堂上,小学生就如同一张白纸，任凭老师在上面写写画画，学生的知
识就是这样获得的。”詹老师的说法（ ）
A.不恰当。学生是课堂中的主体
B.恰当。学生是接受知识的人
C.不怡当。课堂应以学生为主导
D.恰当。教师是传递知识的人
【答案】A
【解析】
3. 薛老师习惯运用 PPT 进行教学。某节课上他自始至终不停地呈现 PPT 内容进行讲解，不管学生是否明白
其所表达之意。关于薛老师的做法，下列表述不恰当的是（ ）
A.忽视了教学的本质
B.忽视了教师的中心地位
C.忽视了教学的目标
D.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答案】B
【解析】
4. 在科学课教学中，李老师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设计并开展项一项环保小调查,调查结束后指导学生撰
写调查报告并在班级内进行交流。下列选项中，不正确的是（ ）
A.李老师为学生创造了合作学习的机会
B.李老师为学生创造了自主学习的机会
C.李老师采用了混合式教学方式
D.李老师采用了探究式教学方式
【答案】C
【解析】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 ）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B.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C.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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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答案】A
【解析】
6. 教师李某未履行请假手续，参加了县教研室组织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让学生在教室自习。学校给予李某
记过处分并扣除其当月部分绩效工资,李某对此处分不服。关于此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学校不应该处分李某，李某享有学术研究权
B.学校不应该扣除工资,李某享有报酬待遇权
C.李某对处分不服,可以向.上级纪委提出申诉
D.李某的旷课行为,侵犯了学生受教育的权利
【答案】D
【解析】
7. 某小学将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组建成-一个实验班，安排全校最优秀的教师上课。该小学的做法
A.合法,学校有自主办学及自主管理的权利（ ）
B.不合法,学校不得变相设重点班
C.合法,有助于教师分层分类教学
D.不合法,学校不应安排最优秀的教师上课
【答案】B
【解析】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指出，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下列名言警句蕴涵“尊师”道理的是（ ）
A.“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B.“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C.“学莫便乎近其人”
D.“ 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答案】B
【解析】
9. 教师张某拒不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随意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张某的做法（ ）
A.合法,教师有选择教学内容的权利
B.合法,教师有安排教学进度的权利
C.不合法,教师有执行学校教学计划的义务
D.不合法，教师有提高教学业务水平的义务
【答案】C
【解析】
10. 教师王某因为小学生李某在用上曾经偷拿过别人的东西，拒绝推荐李某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王某的
做法（ ）
A.正确,教师有管理学生的权利
B.正确,学生李某理应受到惩罚
C.不正确,王某侵犯了李某的荣誉权
D.不正确,教师应公平对待全体学生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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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合法,有利于家长督促孩子学习
B.合法，学校有接受助学捐款的权利
C.不合法,学校不得收取任何保证金
D.不合法,学校不能只收差生的保证金
【答案】C
【解析】
12. 班上有人遗失了财物,孔老师未经调查就怀疑是学生熊某偷拿了，尽管熊某-再否认， 但孔老师还是要
求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承认“罪行"。孔老师的行为（ ）
A.侵犯了熊某的人身自由
B.侵犯了熊某的人格尊严
C.慢犯了熊某的隐私权
D.侵犯了旅某的荣誉权
【答案】B
【解析】
13.小周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被同学们视为差生，班主任刘老师对全班同学说:“小周这次考试的成绩是差了
点，但在我看来他很不错，他一向都认真做值日，做事很踏实。关于刘老师的做法，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注重学生发展的阶段性
B.注重评价学生的多元性
C.注重学生发展的全面性
D.注重教育学生的示范性
【答案】A
【解析】
14. 在课堂教学中，文老师不仅能够深入浅出地讲解学科知识，而且能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
方面的引导。文老师做到的是（ ）
A.教育价值的融合
B.教法与学法的耦合
C.师生互动的生成
D.传授与习得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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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
15. 特级教师李老师经常去听年轻教师的课，并给予指导。一次，听孙老师上课时，李老师发现孙老师对
某个知识点的讲解存在偏差，便当场打断教学予以纠正。这说明李老师（ ）
A.帮扶心切，严慈相济
B.甘为人梯,示范失当
C.教学严谨,循循善诱
D.严于律己,缺乏尊重
【答案】B
【解析】
16. 小明学习习惯不好，汪老师安排小明独自坐到教室最后面，还不让其他同学跟小明做朋友，汪老师的
做法有违（ ）
A.教育公正的可互换性
B.教师关怀的连续性
C.教师关怀的传递性
D.教育公正的对等性
【答案】 A
【解析】
17. 1953 年，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 DNA 结构，遗传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从此由细胞阶段进入了分子阶
段。他们所认识到的 DNA 结构是（ ）
A.三链螺旋
B.球状
C.双链螺旋
D.单链
【答案】C
【解析】
18. 生物是自然界中有生命的物体,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生物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具有一些共同的
特征和属性。下列关于生物特征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都需要呼吸,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
B.都进行物质和能量代谢，得以生长发育
C.都会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
D.都会通过遗传保留种族特性
【答案】A
【解析】
19. 平原是绝对高度低于 200 米.相对高度小于 50 米的平缓陆地，是陆地地貌最基本的类型之一，世界大
部分人口均居住在平原地区。世界上最大的平原是（ ）
A 东欧平原
B.亚马孙平原
C.西西伯利亚平原
D.长江中下游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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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
20. 我国的成语很多来源于含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典故。下列选项中，来源于
汉代的人物和事件的成语是（ ）
A.竭泽而渔
B.完璧归赵
C.马革裹尸
D.洛阳纸贵
【答案】C
【解析】
21. 中国戏曲是中国传统戏剧的独特称谓，具有综合性、虚拟性和程式性三大特征。下列关于中国戏曲的
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元杂剧、京剧都属于戏曲
B.戏曲要有人物和故事情节
C.它包含散曲、话剧、说书、相声等
D.《西厢记》《牡丹亭》是其代表作品
【答案】C
【解析】
22. 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以十干同十二支循环相配，古代用来表示年、月、日和时的次序，周而复
始，循环使用，现今夏历的年和日仍用干支计。下列干支名称中，属于地支的是（ ）
A甲
B.王
C.癸
D.申
【答案】D
【解析】
23. 百老汇是美国的一条大街，由于集中了著名的影剧院、音乐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因此百老汇成为
了美国戏院业和娱乐业的代称。其所在的城市是（ ）
A.华盛顿
B.洛杉矶
C.纽约
D.费城
【答案】C
【解析】
24. 乐器是指能发出乐音，供演奏音乐使用的器具，古今中外乐器多达四万余种。按照乐器不同的演奏方
法，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我国民族乐器中，古琴属于（ ）
A 打击乐器
B.弹拨乐器
C.拉线乐器
D.吹管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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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
25. 小明某学期的数学平时成绩 70 分，期中考试 80 分，25.小明某学期的数学平时成绩 70 分，期中考试
80 分，期中:期末=3: 3: 4,以此计算，小明总评成绩是（ ）
A 82
B.81
B.81
D.79
【答案】D
【解析】
26. 在 word 中，需完成如图 2 所示“插入表格"功能，下列选项中，表述正确的是（ ）
A.可以选择需要的行数和列数
B.只能使用表格设定的默认值
C.只能选择行数
D.只能选择列数
【答案】A
【解析】
27. 下列选项中，可以改变- -张幻灯片中各部分放映顺序的是（ ）
A.采用“预设动画"设置
B.采用“自定义动画"设置
C.采用“动画方案"设置
D.采用“幻灯片切换”设置
【答案】B
【解析】
28. 下列选项中，与“马- -白马"的逻辑关系相同的是（ ）
A.“篮球”和“球鞋”
B.“炊具"和“电饭锅"
C.“苹果"和“香蕉"
D. “彩电"和“手机”
【解析】B
29. 按照給出图形的逻辑特点，下列选项中,填入空白处 29.按照給出图形的逻辑特点，下列选项中,填入空
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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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
二、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14 分，共 42 分）
30. 材料
在讲解《坐井观天》这篇课文时，张老师问哪位同学愿意读课文。明明主动举手，但他将课文里的“天不
过井口那么大”这句话读成了:“天，不，不过，井，井口，那,那么大。”他的结巴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
笑，学习委员说:“明明， 你怎么又捣乱呢?”张老师愣了一下，问故作结巴的明明:“你为什么要这样读
啊?”明明说:“因为青蛙长时间呆在井底，没有人和它讲话，时间长了,它就连话也说不好了。”听了明明
的回答，张老师灵机一动，大声问:“大家觉得明明的回答有道理吗?”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一
点道理”怎么可能呢?"看到同学们对这个问题那么感兴趣，张老师说: "现在请大家默读课文，体会一下青
蛙到底是怎么想的。" 5 分钟后,张老师让同学们带着感情朗读课文,这一次同学们把课文读得有声有色。问
题:请结合材料，从教育观的角度，评析张老师的教育行为。(14 分)
【参考答案】
全面发展,全体学生,创新和实践,个性发展
31.材料
因我的一条腿有残疾，刚.上小学时常被同学取笑，心里很自卑，害怕和同学在- -起。这种情况被班主任
关老师知道了。他找我谈话，跟我讲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才好。关老师的- -句话让我至今难忘:“顽强的意
志和勤奋努力，会让很多人敬佩你。”从那以后，关老师常常主动找我交流，有时还站在或坐在我身边。
渐渐地，取笑我的同学少了,有几个同学还热心帮助我，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关老师的课，我们都很喜欢，
他在教育教学中，总能根据不同学生特点给予切实的帮助和指导。他进行的培养“四会能力”教育教学探
索，还引来不少校内外同行向他请教。他不仅诚恳地向他们介绍自己教育的成败得失，也虛心向他们请教
相关的教育教学问题。后来，关老师通过了成人高考，系统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知识，并获得了
本科学历。这就是我难忘的关老师。问题: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关老师的教育行为。
(14 分)
【参考答案】
关老师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的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1)关爱学生
(2)教书育人
(3 )为人师表
(4)终身学习.
32.材料
逼真和如画是艺术批评的两个标准。看到一幅画，-个雕塑品，赞美它好，说逼真。用现代话来说，就
是画得活像，雕塑得像真的一样，这是说“逼真”好。我 7 们游览风景，赞美风景好,说风景如画，就是“如
画"好。究竟作品像真的事物好呢，还是真的事物像作品好呢?再说"逼真'又有什么好?“如画”又有什么好
呢?用到文学批评上来,作品描写一个人，写得活像，是好的。作品描写风景，诗中有画也是好的。就作品
说，究竟“逼真”好呢，还是“如画”好呢?还是两者都好呢?弄清这些问题，对掌握这两个批评标准是有
帮助的。
先说逼真，《水经注沔水》 :“有白马山，山石似马，望之逼真。”山石像真的白马又有什么好呢?朱
自清《论逼真与如画》里说: "这就牵连到这个真字的意义了。这个真固然指实物，可是一-方 面也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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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庄子》 里说的那个真'，就是自然，另一方面又包含谢赫的六法的第-项'气韵生动"的意思，惟其’
气韵生动’"，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死的山石像活的白马，有生气，有生意，所以好。'逼真'等
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 《朱自清文集》三)逼真的好处是有
生气，有生意，是活的，所以光求外形相似是不够的。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论画以形似，见
与儿童邻。...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就是光求外形相像，只是儿童的见识;好的画，要把东西写活，
要传神，这才是逼真的要求。再说如画，风景如画，或作品中所写的景物如画又有什么好呢?画是艺术品，
艺术品是从生活中来的，但它又和生活不- -样，它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
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那末说风景如画，就是说这里的风景像艺术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比起普通
的风景来具有典型性,那自然是好的。如苏轼的《念奴娇》:“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
画，一时多少豪杰。”这里写的景物极雄伟壮观，能表现出长江的壮阔景象，并反映作者的阔大胸襟，具
有典型性,所以说如画是好的。文学作品是语言 的艺术，因此就文学作品来说，写得逼真,同真的一样，把
人和物写活，写得有生气，或写得如画，写得形象，有画意，而这形象要具有典型性，这都不容易。能做
到这样，都成为好作品。
(1) 就艺术批评的“逼真"和“如画”这两个标准，文章强调的侧重点各是什么?请简要概括。(4 分)
(2) 下面是鲁迅《祝福》中祥林嫂的描写: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会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
瘦削丕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
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
一手技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请用文章论及的“逼真"和"如
画”这两个艺术批评标准，简要分析。
【参考答案】
（1）“逼真”:逼真’ 等于俗语说的'活脱’ 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逼真的好处是有生气,有生
意，是活的，;所以光求外形相似是不够的。好的画,要把东西写活。要传神,这才是逼真的要求。“如画” : 画
是艺术品,艺术品是从生活中来的,但它又和生活不一样,它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 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
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比起普通的风景来具有典型性。
（2）“逼真”:在描写方面极其逼真，使用了肖像描写的手法和今夕对比的写作手法。例如花白的头发与已经
全白。“如画” : 使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将人物形象与竹竿进行对比。并且详细描写了竹竿下端行列可以使人
脑海中呈现清晰的画面,极其逼真。
三、写作题（本大题 1 小题，50 分）
33.
材料一:古代诗人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材料二:有一位现代出版界人士说:真正的大文章家、以政治家、思想家为多,而专攻文章,以文为业的反而
少。
综上所述,材料所引发的思考和感悟,写一篇论说文, 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题目自拟，不少于 800 字。
【参考立意】
1.实践出真知
2.厚积薄发
3.终身学习
4.广博与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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