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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上综合素质（幼儿园）真题
一、单项选择题
1．活动区活动该结束了，可是晨晨“游乐园”还没有搭完。他跑到老师面前：“老师我还差一点就完成了，
再给我 5 分钟行吗？”老师说：“行我等你。”一边说一边指导其他幼儿收拾、整理。该教师做法体现的
幼儿主体性表现（ ）。
A.创造性
B.独立性
C.自主性
D.随机性
答案:C
2．中班的小林喜欢表现自己，组织能力比较强,王老师每次在开展表演游戏时总让小林扮演主角。王老师
的做法违背的素质教育要求是( )。
A.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B.面向全体学生
C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D.培养创新精神
答案:B
3.午点后，幼儿正在看动画片，突然，欣欣哭了起来。原来是玲玲咬了她。张老师刚想问明原因，玲玲不
满地说:“她故意挡住我看电视。”从教师指导者作用的角度来看,张老师恰当的做法是( )。
A.帮助幼儿解决问题
B.公平对待每个幼儿
C.倾听幼儿内心想法
D.关注幼儿个体差异
答案:A
4．在中班绘画活动中，李老师将自己画好的“小汽车”贴在墙上，要求孩子们照着画，李老师看了小明的
画后,严厉地说:“小汽车怎么可能有翅膀?去前面看我画的,照着画!”关于李老师的做法，下列评价不恰当
的是（ ）。
A.忽视了幼儿的天性
B.忽视了对幼儿权利的尊重
C.忽视了对幼儿正确引导
D.忽视了对幼儿特长的培养
答案:B
5．某公办幼儿园园长在招生工作中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园长(
)。
A.应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B.应依法给子行政处罚
C.应依法追究民事责任
D.可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答案:A
6．幼儿园放学时，萌萌的父亲临时有事，便委托其同事王某到园接萌萌。张老师在与萌萌的父亲通话确认
无误后，同意王某将萌萌接走。张老师的做法( )。
A.正确。家长的同事可以代替接送
B.正确。教师应该核对接送人的身份
C.不正确。应该征得萌萌的同意
D.不正确。幼儿只能由其监护人接送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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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某幼儿园对新入园的幼儿进行健康检查、简单的知识测试与智力测验，并依据测试结果录取幼儿。该幼
儿园的做法( )。
A.正确。幼儿园拥有自主招生的权利
B.正确。有利于保证幼儿园生源质量
C.不正确。幼儿园不得对幼儿进行任何形式的测试或检查
D.不正确。幼儿园除健康检查外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查
答案:D
8. 公办幼儿园教师黄某曾有轻微体罚幼儿的行为，园长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没过多久，黄某又再次同样
体罚幼儿。对于黄某，可由所在教育行政部门依法给予()。
A.行政处罚
B.行政处分
C.撤销教师资格
D.刑事处罚
答案：B
9. 五岁的平平发烧了，赵老师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找出一粒退烧药，喂平平服了半粒。平平果然好多了。赵
老师的做法( )。
A.不正确。幼儿只能吃儿童专用退烧药
B.不正确。应当征得幼儿监护人的同意
C.正确。老师拥有幼儿医护与保健知识
D.正确。老师应当关心幼儿的身体健康
答案： B
10. 幼儿园放学后，大班幼儿晨晨在父亲的陪同下留在园内玩耍，不慎摔伤。在此过程中,幼儿园的行为并
无不当，对此，承担事故责任的主体应是（ ）。
A.晨晨
B.幼儿园
C.幼儿园及晨晨监护人
D.晨晨的监护人
答案:D
11．为了更好地满足家长们提供的幼小衔接要求，幼儿园大班教师张某再最后一个学期，以拼音、20 以内
数的加减法等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张某的做法（ ）。
A.正确。张老师有决定教学内容的权利
B.正确。 张老师有效回应了家长的要求
C.不正确。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的内容
D.不正确。幼小衔接应在入园时开始
答案:C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 ）。
A.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B.国家的法律监察机关
C.国家的法律检察机关
D.国家的法律检查机关
答案:A
13．孙老师正在给小朋友讲“爱妈妈”的故事。乐乐坐不住，偷偷地扯了一下身边丽丽的头发，丽丽大叫。
孙老师立即大声呵斥乐乐，并把乐乐一人安排到角落，孙老师再教育过程申违背了（ ）。
A.幼儿的自主性
B.教师的权威性
C.师幼的合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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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教育的平等性
答案:D
14．离园的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明明的家长还没有来，也不接电话。于是蒋老师把明明送回了家，发现
明明的妈妈正在打麻将。时候,蒋老师与明明妈妈进行了沟通。明明妈妈以后再也没出现过类似情况，这体
现的是( )。
A.家 长是教师的帮手
B.家庭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延伸
C 教师是家庭教育的指导者
D.幼儿园教育是家庭教育的补充
答案:C
15．果果的妈码给王老师送去一袋家乡特产， 请王老师多关照果果。王老师婉言谢绝。并表明照顺好每
一个孩子是自己的责任。下列说法与对王老师做法的评价不得的是（ ）。
A.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
B.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C.心不动于微利之诱，日不眩于五色之感。
D.一丝一粒,我之名节
答案：A
16.甜甜拿着一辆玩具汽车， 丁丁也想玩，可是甜甜不给，丁丁就去抢，两人推打起来。邓老师看见后，
就走过去一把夺过玩具说:“居然还打起来了!谁都不准玩了!”邓老师的做法( )。
A.正确,有利于保护幼儿人身安全
B.恰当,有利于教育丁丁尊重他人
C.不恰当不利于培养幼儿良好的品行
D.不恰当,不利于保护丁丁的求知欲
答案：C
17. 关于硅谷，关于硅谷，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最早是研究和生产以硅基础的半导体芯片的地方，并因此得名
B.以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大学为依托,以高新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
C.是当今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的王国,也是传统利造业聚集的地区
D.如今已成为高科技聚集区的代名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发展自己的“硅谷”
答案：C B
18.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
也显示了中国明代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下列选项中,郑和下西洋到达
最远的地方是( )。
A.东南亚一带
B.非洲西岸和西班牙一带
C.地中海一带
D.非洲东海岸和红海一带
答案:D
19. 年号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称，起源于汉代，为皇帝当政的时代标志。下列选项中，年号与帝
王对应错误的是。（ ）
A.贞观—李世民
B.开元—李隆基
C.洪武—朱元璋
D.永乐—朱翊钧
答案:D
20.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儿童文学家。下列作家中，以童话、寓言创作为主,影响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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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A.严文井
B.叶圣陶
C.袁鹰
D.冰心
答案：A
21.“小人国”
“大人国”的故事富于想象，出自 18 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是(
)。
A.《海的女儿》
B.《格列佛游记》
C.《鲁滨逊漂流记》
D.《汤姆索亚历险记》
答案：B
22.中国古代儿童玩具千姿百态，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灿烂的民族智慧之光。下列选项中，不属于中国
古代儿童玩具的是(
)。
A.七巧板
B.九连环
C.魔方
D.陀螺
答案：C
23.1905 年 8 月，在孙中山的推动下，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
的骨干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成立的地点是(
)。
A.中国广州
B.日本东京
C.美国纽约
D.印尼万隆
答案： B
24.下列历史人物中，与成语“相煎何急”直接相关的是(
)。
A.班固与班超
B.廉颇与蔺相如
c.曹丕与曹植
D.周瑜与诸葛亮
答案： C
25.中国画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做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有图所示画作的作者是(
)。
A.徐悲鸿
B.黄宾虹
C.齐白石
D.丰子恺
答案： D
26.关于 Word 文档打印，下列选项中，说法正确的是(
)。
A.不可打印文档的指定页内容
B.打印操作的最小单位是页
C.文档的属性信息不可以打印
D.文档处于编辑状态不可打印
答案：B
27.Excel 中的名称框显示 D5，则当前单元格所在的位置是(
)。
A.第 4 列第 5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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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 1 列第 5 行
C.第 4 列第 1 行
D.第 1 列第 1 行
答案：A
28.下列选项中，与“医生一护士”的逻辑关系相同的是(
)。
A.“军人”和“军医”
B.“教授”和“助教”
C.“校长”和“教师”
D.“法警”和“警察”
答案：B
29.找规律填数字是项很有趣的活动，特别锻炼观察和思考能力。下列选项中，填入数列“2、4、12、52、
(
)、32660” 空缺处的数字，正确的是(
)。
A.624
B.628
C.632
D.636
答案：B
二、材料题
30.材料：
下面是某幼儿园大班李老师的教学片段:
师:小嘴巴?
幼:不说话，
师:小朋友们看着黑板，黑板上是什么呢?
幼:数字 9 的分解，
师:很好，我们上节课学了数字 9 的分解，小朋友们会了吗?
幼:会了，
师:真棒!那你们一起读一遍，9 可以分成 1 和 8，预备，起!
幼:9 可以分为 1 和 8，9 可以分为 2 和 7,9 可以分为 3 和 6,9 可以分为 4 和 5,9 可以分为 5 和 6....
师:停!停!停!9 可以分为 4 和 5 后面该怎么背了，涛涛，就是你领着大家乱背，声音又大,你给我小声点，
其他小朋友别跟着他背!重新来—遍!9 可以分为 1 和 8，预备，起!涛涛重新来—遍!9 可以分为 1 和 8，预
备，起!
涛涛在李老师的责备及小朋友们的讥笑声中低下了头。其他的小朋友则附和着，一起背诵起来。
问题:请结合材料，从儿童观的角度，评析李老师的教育行为。(14 分)
参考答案
材料，李老师的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育人为本”的幼儿观。
首先，育人为本的幼儿观强调幼儿是发展中的人， 要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幼儿，幼儿正处于发展之中，有自
己独特的认识方式、成长特点，有巨大的发展潜能，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看待幼儿。 材料中，李
老师责骂涛涛，否定涛涛的行为，没有将涛涛看做发展中的人。
其次，育人为本的幼儿观强调幼儿是独特的人，每个幼儿身心发展的速度都各不相同，其身心素质的组合
特征也不同。教师要关注幼儿的个体差异，做到因材施教。 材料中，李老师针对涛涛的带领大家背诵的行
为，只看到了他的不足，但并没有耐心引导，所以，李老师没有把涛涛看做独特的人。
再次，育人为本的幼儿观强调幼儿作为学习的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教育对象，幼儿在受教育过程中
并不是对教师完全盲从，而是具有在教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教育的可能性。材料中，李老师教育
教学中没有做到正确的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学习，反而灌输数学知识，没有将幼儿看做学习的主体。
最后，育人为本的幼儿观强调幼儿是权利的主体，要把幼儿看作与成人人格平等、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
享有基本人权的积极主动的、人格独立的人。材料中李老师的语言和态度伤害了涛涛的自尊心，没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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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涛涛的人格尊严权，所以，李老师没有把幼儿看作权利的主体。
总之，材料中李老师的做法是错误的，违背了“育人为本”的幼儿观，我们要引以为戒。
31. 材料：
婉婉一岁多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身体发育比同龄幼儿晚。上幼儿园后，身体还是比较瘦弱，语言表达不
太清晰。一次，陈老师教孩子们唱儿歌"两只老虎"。陈老师发现大部分孩子都会唱了，就叫孩子们到教室
中间一个一个表演。陈老师给唱得好的孩子奖励一朵小红花。轮到婉婉了，她刚唱了一句，就不记得歌词，
还跑调了。陈老师对婉婉说:""你怎么总是比别人差"接着在婉额头上贴了一朵绿色的小花。小朋友们都不
屑地看着婉婉，婉婉羞愧极了。回到家里,婉婉大哭了一场。第二天，婉婉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去幼儿园了。
婉婉的妈妈非常生气，找到陈老师理论:"亏你还是老师，怎么这样对待小孩子?”陈老师回应道:"你家婉婉
就是比别人差,不信，你去问其他老师,"婉婉的妈妈气得说不出话，只好找园长投诉。园长在弄清楚情况后,
严肃地批评了陈老师，要求她当着全班幼儿的面给婉婉道歉。
问题：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陈老师的教育行为。(14 分)
参考答案
材料中，陈老师的教育行为是错误的的，不符合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师德规范要求，需要我
们引以为戒。
首先，陈老师没有做到的关爱学生的师德规范。关爱学生要求教师要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
平等公正对待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良师益友。材料中，陈老师对于婉婉唱歌跑调，记不住歌词
的问题没有耐心指导，反而差别对待贴小绿花，导致婉婉心理受到伤害，违背了关爱学生的师德规范
其次，唐老师没有做到了教书育人的师德规范。教书育人要求教师要遵循教育规律，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培养学生良好品行。材料中，陈老师面对婉婉唱歌跑调记不住歌词的问题，没有及时给予帮助和指导，只
是语言批评说婉婉比其他幼儿差，没有做到循循善诱、耐心教导。违背了教书育人的师德规范。
最后，陈老师没有做了为人师表的师德规范。为人师表要求教师要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
以身作则。关心集体，团结协作，尊重同事，尊重家长。材料中，陈老师在面对家长时没有尊重合作家长，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坚持认为婉婉发展较差，违背了为人师表的师德规范。
综上所述，陈老师的行为是错误的，不符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我们要引以为戒。
32.材料：
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进步之魂，但是对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中国来说，文化的进步却是较为缓慢的
——30 年来中国在文化层面所取得的影响远没有经济领域明显，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不容否认，急功近
利的心态是导致文化浮躁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伊始，在“落后就要挨打”的社会氛围下，全社会都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快”成
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不变节奏——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又好又快，无形中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以“快”来
博取“价值”的时代。毫无疑问，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选择快速的发展模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这无形
中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生态环境恶化、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受到挑战，金钱、欲
望、低俗充斥于人们的生活中……当改革的现实进程与人们的心理预期形成反差时，焦虑、浮躁的文化心
态便随之出现。
文化浮躁的突出表现，就是整个社会都急于求成：普通人期待一夜成名，渴望一夜暴富；地方管理动
辄宏观战略，贪大求洋，不再扎实肯干、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科研人员不肯再刻苦钻研、兢兢业业；企
业经营者不再诚实劳动、诚信守诺、合法经营；甚至于一些社会决策也只顾眼前利益，忽略可持续发展的
未来……人们耐不住寂寞，守不住自我，静不下心来，急功近利、心浮气躁，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
在这种文化浮躁的氛围中，文化生活似乎越来越与真、善、美渐行渐远。
文化对社会的推动力，通常是在潜移默化中释放出来的，真正的文化应该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和
秩序有所坚持，因为文化的人文本性要求人们必须诉诸恒常的价值关切。在一个文化底蕴厚重的社会里，
作为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文化习惯和文化信念，理应渗透于百姓的生活实践中，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稳定
性要素。文化需要固根扶本，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源源不断的、充足的精神资源，以
满足全社会的精神慰藉之需求。
抑制文化浮躁，首先需要夯实全民族的信仰根基。信仰既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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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因素。信仰危机是社会浮躁的根源，而文化浮躁，实际上也是文化精神支柱缺失的“躁动而浮”。
心中有明确的信仰，我们才会“不畏浮云遮望眼”，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守住我们最想要的东西。信仰的
弱化与分散，对一个向上的民族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它会使人的心灵无所皈依，会弱化民族的奋发自强精
神。
抑制文化浮躁，还需要自觉培育民族文化自信心。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强势影响并改变着中国既
有的文化格局，加剧了中国的文化震荡，这种文化落差在催生了国人浮躁心态的同时，也挫伤了我们对民
族文化的自信心，甚至出现了文化的价值迷失。今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我们有幸迎来了
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契机。我们要涵养我们的文化元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一个文化创新的时代，
一定是一个充满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
抑制文化浮躁，无疑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让每个人沉下心来，积极主
动地去学习和思考，激发出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唯有如此，全社会才会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凝聚共识，
更加从容与自信地走向未来。
——摘自邹广文《抑制文化浮躁》
参考答案
（1）急功近利的心态是导致文化浮躁的重要原因。改革的现实进程与人们的心理预期形成反差时，焦虑、
浮躁的文化心态便随之出现。
（2）文化对社会的推动力，通常是在潜移默化中释放出来的，真正的文化应该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和秩
序有所坚持，因为文化的人文本性要求人们必须诉诸恒常的价值关切。在一个文化底蕴厚重的社会里，作
为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文化习惯和文化信念，理应渗透于百姓的生活实践中，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稳定性
要素。
第一，抑制文化浮躁，能够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守住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心灵有所归依，强化民族
的奋发自强精神。
第二，抑制文化浮躁，可以提升我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让我们涵养文化元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打
造充满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
第三，抑制文化浮躁，可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我们沉下心，主动学习和思考，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全社会凝聚中国社会发展的共识，更加从容自信的在走向未来。
三、作文
材料一：一位擅长画荷花的艺术家说:“画荷花不一定要整天拿着笔在池边写生，而应该静坐在荷花旁欣赏，
看风中的荷，雨中的荷，夏天的盛荷，秋天的老荷，冬天的残荷，久而久之，你已经不知什么是我，什么
是荷，从而融入其中，摊开纸，自然满眼荷花，四季的烟雨一齐涌上，还怕画不生动吗？”
材料二：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文中说︰“故画竹必得成竹于胸，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
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
要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角度自选，立意自定，标题自拟，不少于 800 字。
作文立意：这次幼儿园的真题改变了过去只有一则材料的惯例，按照小学的样式，出现了两则材料。材料
一说的是要长期观察（一年四季都在观察）久而久之就画得生动了。材料二说的是画竹子要先朐有成竹，
也是建立在长期观察的基础之上。可以从久而久之+胸有成竹推导出来厚积薄发这个道理。
作文范文：厚积薄发,静待花开
画出生动的荷花需要长期观察，成竹于淘需要时间，只有厚积薄发，才能展现最美丽的风采。每一个孩子
都是一粒独一无二的种子，最终都会发芽、开花、结果;种子的花期不同。绽放的时间也不同。我们需要做
的是细心地呵护这些小花,惺慢地看着他们长大,微笑着静待花开。
画好画需要长排观察与揣摩。一位擅长画荷的艺术家说:“画荷花不一定要整天拿着笔在池边写生，而应该
静坐在荷池旁欣赏，看风中的荷、雨中的荷、春天的新荷、夏天的盛荷、秋天的老荷、冬天的残荷。久而
久之你已经不知什么是我、什么是荷，而融入其中。摊开纸，自然满眼荷花，四季的烟雨一齐涌上，还怕
国不生动吗?”同样，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心里先有完整的竹子形象，拿起笔来仔细看去,就看到了他
所想画的竹子,急速起身跟住它，动手作画，一气呵成。
只有厚积薄发，经过长期观察，才能成竹于胸。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谢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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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班级中，有个孩子很不合群，跟大家沟通困难，也从不参加集体活动,谢老师用巨大的耐心和爱心呵护
孩子，每天用笔记本记录下孩子的忧点。慢慢地，孩子发现了自己也有优点，知道自己得到了认同，整个
人都在改变，在毕业典礼上能和大家一起上台表演节目。
成长需要厚积薄发。成长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爱化成尊重、信任和而心等待，就是
在给成长的花儿提供富足的土壤,浇水施肥后就是静待花开了。教育应是平淡的、诗意的，应是一种慢的艺
术，幼儿教育要拒绝“拔苗助长”，很多时候，作为家长总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比别人更好、更强，于
是赋予孩子种种压力,进而剥夺孩子的童年，让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充满竞争的环境里，却总是因为看不到结
果而批评抱怨。这种“望子速成龙，望女速成凤”的想法，到了幼儿教育的正常进行，导致幼儿教育小学
化的不良趋势。
厚积薄发的教育，就是静待花开的过程。当小班的孩子跌倒时，告诉自己，学会等待，等待她东倒西歪地
自己站起来;面对中班孩子满桌的饭粒。告诉自己，学会等待，沉下急不可待喂她的想法;当大班的孩子堆
搭的积木毁坏后，告诉自己，学会等待，收回自己要重新堆搭的手.…..尽力的保护好这些神奇的种子，看
着他们成长，陪着他们长大。
画出生动的荷花需要长期观察，成竹于胸需要时间，只有厚积薄发，才能展现最美丽的风采。时刻提醒自
己“从容地静待花开”，告诉孩子:“孩子。你慢慢来，老师会一直陪着你。”这样的幼儿教育才是正确的，
这样的幼儿教师才是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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