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列各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项是最符合题意的，请把这个答案选出。（本⼤题共29⼩

题，每⼩题2分，共58分）

学习成绩一般的晓丽在县舞蹈比赛中取得良好成绩。班会上，班主任吴老师表扬了她：“一花一世界，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精彩。”这表明吴老师关注（  ）。

学生的个性发展 学生的品行发展 学生的知识习得 学生的身心健康

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数学、英语成绩，班主任把班会课、自习课等能利用的时间平均分配给了这三科老师用

于补课。这种做法（  ）。

正确，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竞争力 正确，有利于提高班级教学质量

不正确，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 不正确，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周老师入职以来，积极参加市里和学校组织的各种教研及培训活动，跟踪学科前沿发展动态，学习新知识新方

法，不断更新知识结构。这表明周老师具有（  ）。

尊重学生的理念 终身学习的意识 教学管理的能力 课程开发的能力

考试结束后，又要调整座位了。赵老师排座位的原则是：考分高的学生坐在教室的中间区域，考分低的学生坐

在边角位置。赵老师的做法（  ）。

符合公平竞争的要求 违背平等待生的理念 符合因材施教的理念 违背分班教学的要求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规定，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

以农村教师为重点 以城市教师为重点 以边区教师为重点 以西部教师为重点

某中学规定：教师迟到一次，罚款10元；缺勤一次，罚款50元。该校的做法（  ）。

正确，学校有教师管理权 正确，学校有自主办学权

不正确，学校没有罚款的权力 不正确，警告无效后才能罚款

曾受到有期徒刑两年刑事处罚的孙某申请获取教师资格证。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是（  ）。

刑满之后孙某可以取得教师资格 经培训后孙某可以取得教师资格

五年之后孙某方能取得教师资格 依照法律孙某不能获得教师资格

某初级中学在初一的六个班级中设了一个重点班。该校的做法（  ）。

正确，有利于因材施教 正确，有利于提高升学率

不正确，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不正确，应该由教育主管部门设立重点班

初二班主任李某将全班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排名张贴在教室里。其做法（  ）。

正确，利于激励成绩好的学生 正确，利于鞭策成绩差的学生

不正确，侵犯了学生的学习权 不正确，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

小强的腿有残疾，具有接受普通教育的能力。该上初中了，当地普通学校以小强腿有残疾为由，拒绝其入校学

习。该做法（  ）。

合法，学校有招生自主权 合法，学校有办学自主权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王某在距某初级中学不足百米处，开了一家营业性电子游戏厅，允许该校学生出入。王某的做法（  ）。

合法，王某具有自主经营的权利 合法，王某并未强迫学生玩游戏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15岁的小杰在骑自行车上学途中与同学打闹，不慎将同伴小亮的眼睛碰伤，小亮所受的伤害（  ）。

⼀. 单项选择题：

1.

A. B. C. D.

2.

A. B.

C. D.

3.

A. B. C. D.

4.

A. B. C. D.

5.

A. B. C. D.

6.

A. B.

C. D.

7.

A. B.

C. D.

8.

A. B.

C. D.

9.

A. B.

C. D.

10.

A. B.

C. D.

11.

A. B.

C. 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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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小亮的监护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应该由小杰的监护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应由小杰所在学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应由小杰自己独立承担事故赔偿责任

张老师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时间辅导自己的孩子学习，他既欣慰于学生的成长又对自己的孩子感到内疚。张

老师需要进行的是（  ）。

行为取向的义利调适 生活工作的角色调适 行为选择的动机调适 师生之间的人际调适

图1中，教师的行为（  ）。

正确，有利于促进家校合作 正确，有利于拉近师生距离

不正确，教师必须廉洁从教 不正确，此事应当避开学生

当一位新入职的老师向经验丰富的张老师借教案上课时，张老师拒绝了，说道：“我的教案不一定适合你，这

个周末我们一起来探讨。”这表明张老师（  ）。

注意帮助同事的方法 缺乏团结协作精神 缺乏良性竞争的能力 善于保护自己的隐私

五十多岁的胡老师又一次拒绝了学校要他参加暑期培训的安排，并说：“我都快要退休了，还学什么！”这表

明胡老师缺乏（  ）。

终身学习的理念 热爱学生的情怀 诲人不倦的品格 严谨教学的精神

杜甫诗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中“锦官城”指的是（  ）。

开封 北京 南京 成都

下列成语中，源于荆轲刺秦王的是（  ）。

四面楚歌 投笔从戎 图穷匕见 完璧归赵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若止印三二张，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下列对产生

这一现象的原因，分析正确的是（  ）。

造纸技术的重大改进 雕版印刷术得以推广 胶泥活字印刷的诞生 金属活字印刷的出现

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海峡是（  ）。

巴士海峡 马六甲海峡 麦哲伦海峡 直布罗陀海峡

下列作品中，不属于老舍创作的是（  ）。

《茶馆》 《龙须沟》 《骆驼祥子》 《林家铺子》

下列音乐家中，创作了钢琴曲《致爱丽丝》的是（  ）。

肖邦 贝多芬 舒伯特 李斯特

下列节气不在夏季的是（  ）。

惊蛰 芒种 夏至 小满

下列对古代年龄别称的解说，不正确的是（  ）。

A. B.

C. D.

13.

A. B. C. D.

14.

A. B.

C. D.

15.

A. B. C. D.

16.

A. B. C. D.

17.

A. B. C. D.

18.

A. B. C. D.

19.

A. B. C. D.

20.

A. B. C. D.

21.

A. B. C. D.

22.

A. B. C. D.

23.

A. B. C. D.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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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蔻”指女子十七八岁 “弱冠”指男子二十岁

“花甲”指六十岁 “古稀”指七十岁

下面图片表现的是古代著名的爱情故事，表现牛郎织女的是（  ）。

在Word“字体”对话框中，不能对文字进行操作的是（  ）。

缩减 字符间距 字形 字体颜色

Word中，双击“格式刷”，可将格式从一个区域一次复制到的区域数目是（  ）。

三个 一个 多个 两个

上机考试前，教练们对A组学员的成绩作了预测。张教练说：我估计组长或副组长能考满分。李教练说：这个

组不会有人考满分。赵教练说：我认为会有学员考满分，模拟考试时这个组经常有人考满分。结果证明三位教

练只有一个人说对。据此，下列选项中必然正确的是（  ）。

全组都考了满分 全组都没考满分 组长没考满分 副组长考了满分

爸爸询问青青所喜欢的学科。她调皮地说：“我不像喜欢英语那样喜欢语文，也不像喜欢化学那样喜欢物理；

不像喜欢语文那样喜欢化学，也不像喜欢数学那样喜欢英语。”下列学科，依青青喜好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

正确的是（  ）。

数学 英语 语文 化学 物理 数学 语文 英语 物理 化学

A. B.

C. D.

25.

A.

B.

C.

D.

26.

A. B. C. D.

27.

A. B. C. D.

28.

A. B. C. D.

29.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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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 英语 数学 化学 物理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本⼤题共3⼩题，每⼩题14分，共42分）

（一）

       高二下学期，班上陆续有学生年满18周岁，有些“小寿星”想隆重庆祝自己的“成人礼”，邀请我参加生

日聚会。

       面对学生的邀请，我思考了很久：“学生邀请我，说明他们把我当朋友，是对我的信任。去参加，他们肯

定很高兴，可是，这样会不会引发学生的攀比、浪费?拒绝学生，会不会让他们伤心?”

       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引导学生换一种方式庆祝生日。我发动班干部，组织了“18岁，我

们成人啦”主题班会课。在班会上，全体学生给“小寿星”们进行了简朴的庆祝，而后我引导学生们构想十年

之后自己的生活。学生们畅所欲言，有的说要做科学家，有的说要做企业家，有的说要和家人一起过幸福的生

活。我跟学生们分享了自己读大学、工作以来的经历，启发学生认识到要实现梦想，不仅要好好学习，还要积

极锻炼身体，提高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能力。

       这次活动之后，学生们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师生关系更融洽了。“小寿星”们把原本计划请客的钱凑起

来，买了一台饮水机放在教室里，给大家带来了方便。本来有些同事觉得我组织这个主题班会是浪费宝贵的学

习时间。看到效果后，也纷纷效仿开展了类似的活动。

请从教师职业理念的角度，分析材料中“我”的教育行为。

（二）

       在初二时，我因沉溺于看文学书而疏忽了其他学科。为了对得起父母，我勉强自己收了心，跟每一位老师

合作，凡书必备，凡课都听，连数学习题，我都一道一道死背下来。

       有一次，我发现数学老师每次出考试题都是把课本里面的习题选几道题叫我们做，我发现这个秘密后，就

每天把数学题目背下来。由于我记忆力很好，那阵子我一连考了100分。数学老师开始怀疑我了，这个数学一

向差劲的小孩功课怎么会突然好起来呢?

       一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丢了一张试卷给我，说：“陈平，这十分钟里，你把这些习题演算出来。”我

一看上面全是见也没见过的方程式。整个人都呆了，我坐了十分钟后，对老师说不会做。

       下一节课开始时，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最喜欢吃鸭蛋，今天老师想请她吃两

个。”然后，她叫我上讲台，拿起笔蘸进墨汁，在我的眼周围画了两个大黑圈。她边画边笑着对我说：“不要

怕，一点也不痛不痒，只是凉凉而已”。画完后，她又厉声对我说：“转过身去让全班同学看一看!”当时，我

还是一个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小女孩，就乖乖地转过身去，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悲伤地上学去，两只脚像灌了铅似的迈不动。走到教室门口，我昏倒在地上，失去了知

觉。从此，我离开了学校，把自己封闭在家里。

（摘编自三毛《蓦然回首》）

从教师职业道德角度，评析材料中数学老师的做法。

（三）

没有任何借口

       在西点，长官曾问我：“你为什么不把鞋擦亮?”我说：“我太忙，没时间擦。”这样的回答得到的只能是

一顿训斥，正确的回答只能是“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

       “没有任何借口”是西点军校奉行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它强化的是，每一个学员想尽办法去完成一项任

务，而不是为没有完成任务去寻找任何借口，哪怕看似合理的借口，其目的是为了让学员学会去适应压力，培

养他们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毅力。它让每一个学员懂得：工作中没有任何借口的，失败是没有任何借口的，人生

也没有任何借口。

C. D.

⼆. 材料分析题：

（分析题）30.

（分析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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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借口”看起来似乎很绝对，很不公平，但是人生并不是永远公平的。西点就是要让学员明白，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都必须学会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学员在学校时只是年轻的军校学生，但是日后肩

负的却是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死存亡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在生死关头，你还能到哪去找借口？哪怕最后找到了

失败的借口又能如何?“没有任何借口”的训练，让西点学员养成了毫无畏惧的决心、坚强的毅力、完美的执行

力以及在限定时间内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去完成任何一项任务的信心和信念。

       但是，不幸的是，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那样的借口。借口在我们耳畔窃窃私语，告诉我们

不能做某事或做不好某事的理由，它们好像是“理智的声音”、“合情合理的解释”，冠冕而堂皇。上班迟到

了，会有“路上堵车”、“手表停了”、“今天家里事太多”等借口；业务拓展不开，工作无业绩，会有“制

度不行”、“政策不好”或“我已经尽力了”等等借口；事情做砸了有借口，任务没有完成有借口。只要有心

去找，借口无处不在。做不好一件事，完不成一项任务，有成千上万个借口在那儿响应你、声援你、支持你。

抱怨、推诿、迁怒、愤世嫉俗成了最好的解脱。借口就是一张敷衍别人、原谅自己的挡箭牌，就是一个掩饰弱

点、推卸责任的“万能器”。有多少人把宝贵的时间和经历放在了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上，而忘记了自己

的职责和责任啊!

（摘编自（美）费拉尔·凯普《没有任何借口》）    

（1）没有任何借口中的“借口”在文中的意思?

（2）结合文本，分析“没有任何借口”这一行为准则对人品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阅读下⾯的材料，按要求作⽂。（本⼤题共1⼩题，共50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论说文。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的理想就在于使所有儿童都成为幸福的人。

       幸福是现代教育的终极价值，“有灵魂的教育”不仅要将孩子培养成有用之人，而且应教他们追求幸福，

将他们培育成幸福之人。

       要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自定立意，自拟题目，不少于1000字。

（分析题）32.

三. 作⽂题：

（论述题）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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