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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单项选择题专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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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命题规律： 

职业理念+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文化素养+信息处理+逻辑推理 

       4      +       8      +      4      +       9       +      2      +2 = 29 

29题×2分/题=5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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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职业理念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一“阅读理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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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一“阅读理解型” 

1.【2015年下半年（小学）】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既要重视学生的知识学习，

又要注重学生的品德养成与能力发展，这说明教育具有（    ）。 

A.全面性  B.阶段性 

C.独立性  D.片面性 

2. .【2014年下半年（小学）】某老师经常利用周末向农民请教农业知识，

看科普书籍，并把这些内容融入到教学中，还印成小册子发给同事。这说明

教师具有（   ） 

A．校本教研意识     B．课程开发意识 

C．课程评价意识     D．校本培训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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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一“阅读理解型” 

3.【2015年下半年（中学）】青年教师小王每次课后都认真回顾整个数学过

程，把成败之处记录下来，教学水平不断提高。这体现了（    ）。 

A．教学反馈  B．教学反思 

C．教学创新  D．情景创设 

4.【2015年上半年（小学）】某校组织同一学科教师观摩教学，课后针对教

学过程展开研讨，提出完善教学建议，这种做法体现了教师专业发展途径是

（  ）。 

A．进修培训  B．同伴互助 

C．师德结对  D．自我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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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5年上半年（中学）】物理教师李强结合课程教学内容，查阅资料，利用现

有资源自制实验器材，开设了不少探究性物理实验，这表明李老师具有（    ）。 

A．全面发展理念   B．和谐发展理念 

C．长善救失意识   D．课程开发意识 

6 .【2014年下半年（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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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尊重学生的理念  B．终身学习的意识 

C．教学管理的能力  D．课程开发的能力 

职业理念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一“阅读理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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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职业理念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二“温馨送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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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二“温馨送分型” 

7.【2015年下半年（小学）】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只有成绩优良的学生是好学生 B.学生在教学中处于从属的地位 

C.成绩差的学生也有可能获得成功 D.头脑笨的学生怎么教都教不好 

8 .【2015年下半年（中学）】历史课上，教师讲到“楚汉战争”中项羽自杀时，

一个学生突然说道：“项羽真是大傻瓜！”此时教师恰当的处理方式是（    ）。 

A．批评学生扰乱秩序  B．视而不见继续上课 

C．引导学生展开讨论  D．要求学生不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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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4年上半年（中学）】政治课上，老师误把“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表述成“地界上任何两个事物都是联系的”，恰当的处理方式是（    ）。 

A．为了面子，将错就错 B．坚持实事求是，马上纠正 

C．如果学生不问，不予纠正 D．为了教学进度，课后再说 

10.【2013年下半年（小学）】董老师上课时，小明总爱举手，但答题经常
出错，小强不爱举手，但老师点名提问却总能答对。老师下列做法中，最
合适的是（    ）。 

A．批评小明总出错，表扬小强爱思考    

B．表扬小明爱举手，批评小强不发言 

C．批评小明总出错，批评小强不发言    

D．激发小明勤思考，鼓励小强多举手 
 

 

职业理念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二“温馨送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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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职业理念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三“判断正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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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三“判断正误型” 

11.【2015年上半年（中学）】某中学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发不同颜色的校服，
年级前60名学生是红色衣服，其他学生穿蓝色校服，这种做法（    ）。 

A．正确，便于分清教学  

B．正确，利于激励学生 

C．不正确，不能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D．不正确，不能平等对待所有学生 
12.【2014年下半年（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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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正确，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竞争力  

B．正确，有利于提高班级教学质量 
C．不正确，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  

D．不正确，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职业理念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三“判断正误型” 

13.【2015年上半年（小学）】平时嗓门大的小张在回答问题时声音小，老师批
评说：“声音这么小，难道你是蚊子么？”全班哄堂大笑，该老师做法（  ）。 

A．合理，有助于促进学生学习自主  

B．合理，有助于鼓励学生反思 

C．不合理，没有体现对学生尊重   

D．不合理，歧视学生的生理缺陷 
14 .【2014年上半年（中学）】班主任孙老师经常对学生说：“知识改变命运，

分数才是硬道理。”他自己出钱设立了“班主任基金”，用于奖励每学期末前三
名的学生，孙老师的做法（    ）。 

A．正确，物质奖励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 

B．不正确，考试成绩不能衡量学生的综合素质 
C．正确，考试成绩是衡量学生的重要依据 

D．不正确，考试成绩不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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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职业理念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四“温柔陷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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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四“温柔陷阱型” 

15.【2015年上半年（小学）】焦老师积极参加教师培训，返校后致力与同事交
流学习的心得，并用于实践教学，关于焦老师的做法不正确的是（  ）。 

A．体现了终身学习的理念   

B．有助于师生共同发展 

C．推动了学校的校本研究   

D．有助于增进学校合作 
16.课堂上杨老师对某个问题的解释有误，学生指出后，杨老师不但没有批评，
反而表扬该生善于思考，具有质疑精神。下列说法不恰当的是（      ）。 

A．杨老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 

B．杨老师注重培养学生自我评价能力 

C．杨老师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D．杨老师注重培养学生求异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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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部分单选题小结 

题目类型 标志词语 解题对策 

阅读理解型 这表明、这体现、这说明 读懂题干，选直接相关 

温馨送分型 正确的、恰当的、最合适
的、合理的 

比较选项，选与众不同 

判断正误型 正确不正确、合理不合理 看理由陈述，选全面合理 

温柔陷阱型 不正确、不恰当 有迷惑选项，选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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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法律法规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一“谁来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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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年下（小学）】小学生杨某上学途中，在人行道上被电动车撞伤。对

杨某所受伤害，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是（    ）。 

A.学校  B.车主  C.杨某的监护人  D.车主和学校 

2.【2015年上（中学）】放学后，几名学生到教师王某私自开设的学校附近的

商店里，购买了过期食品，导致学生食物中毒，对这起事故应承担主要责任的

是（    ）。 

A．王某  B．学校  C．政府   D．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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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下（中学）】15岁的小杰在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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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应由小亮的监护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B．应由小杰的监护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C．应由小杰所在学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D．应由小杰自己独立承担事故赔偿责任 
4.【2014年上（小学）】学生小张在暑假期间擅自翻越学校围墙，导致
右腿摔伤。对于小张所受伤害，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是（    ）。 

A．学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B．学校没有过错，但要承担赔偿责任 

C．学校没有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D．学校存在过错，但可免除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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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5上（小学）】校外人员孔某趁学校门卫疏忽之际，骑摩托车闯入校园，

将学生刘某撞伤，对刘某所受伤害，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是（  ）。 

A．门卫  B．孔某  C．学校       D．刘某的监护人 

6.【2013年上（小学）】暑假期间，小学生王某和李某相约在学校打篮球。在

争抢过程中，王某不慎将李某撞倒在地，导致李某小腿骨折。对于李某所受伤

害，应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的是（      ）。 

A.王某本人          B.学校          C.李某的监护人         D.王某的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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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6上（小学）】五年级学生小强因被父母责骂心情低落。老师发现后，对

其进行安慰。但小强在课间还是自伤了。下列说法正确的（    ）。 

 A．学生是在学校受伤的，学校应承担责任。 

 B．学校对学生负有监护的义务，应当承担责任。 

 C．学生行为属于自伤行为，学校不应承担责任。 

 D．学生受伤发生在课间学校不应承担责任。 

8. 【2016上（中学）】初中生晓东放学后在校外玩耍时不慎摔伤，对此事故，承

担责任的主体应是（   ）。 

    A．晓东   B．学校 

   C．晓东及学校  D．晓东及其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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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法律法规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二“学生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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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5下（小学）】某校在期末考试后，将学生的考试成绩排名张榜公布。

该校做法（      ）。 

A.体现了学校的管理权  B.体现了学校的教育权 

C.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D.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 

10.【2015下（小学）】教师李某让班里调皮的学生缴纳违纪金，以加强班级管

理，该教师的做法（      ）。 

A.合法，有助于维护班级秩序 B.合法，对其他人有警示作用 

C.不合法，教师没有罚款的权利 D.不合法，学校才有罚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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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5下（中学）】放学后，教师李某让小强留校写作业，李某因临时有事，
将小强反锁在办公室直到深夜，李某的行为（    ）。 

A．合法，教师有批评教育学生的权利 

B．不合法，李某侵犯了小强的人格权 

C．合法，教师有监督学生完成作业的义务 

D．不合法，李某侵犯了小强的人身自由权 
12 .【2015上（中学）】关于图1中教师的做法，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有利于行使教师的权利  B．有利于学生的进步成长 

C．侵犯了学生的人格尊严  D．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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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法律法规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三“具体条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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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5下（小学）】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10年）》，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要实行（    ）。 

A.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 

B.镇（乡）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 

C.省（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   

D.地（市）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 
12.【2015年下（中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妨碍

义务教育实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负有领导责任的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
府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 

A．应该引咎辞职   B．应被就地免职 

C．应承担刑事责任  D．应受行政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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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5上（小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陈某因参与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

工作，被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并处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当地人
民政府作出这一处分的法律依据是（  ）。 

A．《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D．《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14.【2015年上（中学）】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可以解聘教师的法定事由的是
（    ）。 

A．体罚学生，屡教不改的  B．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C．连续两年教学业绩排在末位的 D．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造成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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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部分单选题小结 

题目类型 解题原则 

谁来承担责任 1.分清承担主要责任与承担相应责任、承担主要赔
偿责任三个概念 

2.确认主体行为和伤害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 

3.考虑事故发生的时间空间 

学生权利保护 熟悉学生的各项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 

具体条文规定 合理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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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下（小学）】每年王老师都给自己制定读书计划，并严格执行，这
体现了王老师注重（    ）。 

A.团队协作 B.教学创新 C.循循善诱 D.终身学习 

 

16.【2015上（中学）】在编选校本教材时，尚老师一丝不苟地审查每一篇文
章，即使插图的一点小瑕疵，都会改过来，这表明尚老师（    ）。 
A．诲人不倦 B．公正待生 C．勤恳敬业 D．廉洁奉公 

 

17.【2015上（小学）】面对违纪学生，个别老师采取罚款的办法，叶老师没

有这样做，而是耐心地与学生交流，帮助他们改正缺点。这说明叶老师能够
做到（  ） 
A．依法执教 B．团结协作 C．尊重同事 D．终身学习 

（1.3.1）职业道德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一“阅读理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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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15上（中学）】学校邀请专家来做教育理念辅导报告，李老师拒绝参加，

他说学那些理论没有用，把自己的课上好才是老师的看家本领。”李老师的说法
（    ）。 

A．错，教师应该不断提高理论素养 

B．对，能把课上好就是优秀的中学教师 

C．错，教师应该把自我提升作为首要目标  
D．对，教育理念报告对实践教学没有任何帮助 

19 .【2015上（小学）】汪老师在班上设立“坏学生”榜，那些爱打闹．不能按
时交作业的学生都榜上有名。汪老师的做法（  ）。 

A．不合理，没有认真备课上课  B．不合理，没有尊重学生人格 

C．合理，体现了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D．合理，有助于维护教师权威 
 

（1.3.2）职业道德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二“判断正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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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部分单选题小结 

题目类型 标志词语 解题对策 

阅读理解型 这表明、这体现、这说明 读懂题干，选直接相关 

判断正误型 正确不正确、合理不合理 看理由陈述，选全面合理 

温馨送分型 做法、正确的是 审清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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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文化素养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一“语文题” 

以2015年下半年小学为例： 
20.下列作品中，不属于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的是（    ）。 

A.《童年》 B.《在人间》 C.《母亲》 D.《我的大学》 

21.下列这首古代诗歌的作者是：“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
深不知处（    ）。 

A.白居易 B.贾岛       C.欧阳修 D.袁枚 
22.《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的“融”指是（    ）。 

A.孔融  B.马融  C.符融  D.祝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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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文化素养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二“历史题” 

以2015年下半年中学为例： 
23. “春秋五霸”中，最早称霸的是（    ）。 

A．秦穆公 B．晋文公 C．齐桓公 D．楚庄王 

24.1945年秋，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主要成果是（    ）。 

A．签署了《双十协定》  B．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 

C．通过了《共同纲领》  D．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25.下列近代著名历史人物中，属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的是（    ）。 

A．康有为 B．梁启超 C．张之洞 D．章炳麟 

26.美国最早实现了载人登月，其载人登月计划的名称是（    ）。 

A．空间站计划 B．曼哈顿计划 C．阿波罗计划 D．星球大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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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文化素养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三“音乐题” 

27.下列乐器中，不属于中国传统乐器的是（    ）。【2015年下半年（小学）】 
A.横笛  B.风笛  C.箫  D.埙 

28.“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多种地方剧中都表现过相关的题
材。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所依据的地方剧是（    ）。 

【2015年下半年（小学）】 

A.粤剧  B.豫剧  C.川剧  D.越剧 
29.下列音乐家中，创作了钢琴曲《致爱丽丝》的是（    ）。【2014年下半年
（中学）】 

A．肖邦  B．贝多芬 C．舒伯特 D．李斯特 

30.表达贝多芬“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欢乐理想的乐曲是（ ）。 

【2014年下半年（小学）】 
A．第九交响曲   B．第六交响曲 C．第五交响曲    D．第三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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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文化素养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四“美术题” 

31.一半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另—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名画是（    ）。
【2015年下半年（中学）】 

A．清明上河图 B．富春山居图 C．六君子国轴 D．韩熙载夜宴图 

32.下列画家中，以画马著称的是（    ）。 【2013年下半年（中学）】 

A．齐白石 B．吴冠中 C．徐悲鸿 D．黄宾虹 

33. 下图所示《自叙帖》被誉为“天下第一草书”，它的作者是（  ）。
【2015年上半年单选（小学）】 

A．王羲之 B．欧阳询 C．苏轼  D．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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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文化素养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五“地理题” 

34.中国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是（    ）。【2015年上半年单选（中学）】 
A．太平岛 B．南成岛 C．中业岛 D．黄岩岛 

35.接连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海峡是（    ）。【2014年下半年单选（中学）】 

A．巴士海峡 B．马六甲海峡 C．麦哲伦海峡 D．直布罗陀海峡 

36.太阳系中离太阳最近的两大行星（    ）。【2014年上半年单选（中学）】 

A．水星、金星 B．地球、火星 C．火星、金星 D．地球、水星 
37.下列国家中，不属加勒比地区的是（    ）。【2014年上半年单选（中学）】 

A．海地  B．牙买加 C．多米尼加 D.马达加斯加 

38.下列各大洲中，污染最少，最适宜进行冰川海洋等科学考察的是（    ）。
【2014上半年单选（小学）】 

A．欧洲          B．非洲  C．大洋洲        D．南极洲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1.4.6）文化素养部分单选典型例题之六“物理题” 

39.某些物质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电阻会降为零，这—现象被称为（    ）。
【2015年下（中学）】 

A．超导  B．消磁  C．量子干涉 D．绝对零度 

40.图中所示为中国春秋时代就已经应用的机械工具“桔槔”。它所利用的物理学
原理是（    ）。 【2015年下（中学）】 

A．热胀冷缩 
B．杠杆原理 

C．浮力原理 

D．能量守恒 

 

41.度是用电量的基本计量单位。下列选项中一度电，可供一只100瓦灯泡照明的
时间，正确的是（    ）。【2016年上（小学）】 

A．5小时 B．10小时 C．20小时 D．3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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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养部分单选题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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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
择题 

写作题 

材料分
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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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材料分析题专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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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析题命题规律： 

职业理念+职业道德+阅读理解 

                14    +     14     +    4 +10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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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职业理念材料分析题专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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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材料分析题专项突破之真题回顾（以小学为例） 

历年真题 材料内容 问题角度 

2016年上 李老师帮助学生找优点和缺点 教育观、评析教育行为 

2015年下 王老师让学生自己设计作业 学生观、谈启示 

2015年上 马老师帮助“晓星”学会与人交往 学生观、评析教育行为 

2014年下 崔老师的“懒”（让学生自主） 学生观、评析教育行为 

2014年上 某老师和学生一起面对心理治疗 教师观、谈启示 

2013年下 某老师“寻找有生命的物体”课例 职业理念、评析教学行为 

2013年上 胡教师教学案例 职业理念、评析教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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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材料分析题专项突破之真题回顾（以中学为例） 

历年真题 材料内容 问题角度 

2016年上 曲老师扎根农村教育、终身学习 教师观、评析教育行为 

2015年下 语文老师发掘“差生”闪光点 学生观、评析教学行为 

2015年上 面对学生课堂问题，两位老师的不同做法 学生观、评析教育行为 

2014年下 老师利用主题班会引导学生过好18岁生日 职业理念、评析教育行为 

2014年上 刘老师根据两个班级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教
育措施 

学生观、评析教育行为 

2013年下 某老师“寻找有生命的物体”课例 职业理念、评析教学行为 

2013年上 某教师文言文教学课例（自主学习） 学生观、评析教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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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材料分析题专项突破之答题思路 

1.看题目，审角度（评做法OR谈启示）； 

2.读材料，划重点（主体分析法）； 

3.列考点，找对应； 

4.搭框架，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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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观——素质教育 

内涵：个性、两全、创新、实践、可持续发展 

实施：“学、会、过、人” 

学生观——以人为本 

发展、独特、独立；教育公正、因材施教、全面发展（一发两独三原则） 

教师观——专业发展 

终身学习一观念，角色行为两转变 

教师成长三阶段，职业素养四方面 

职业理念材料分析题答题角度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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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材料分析题专项突破之答题模板 

1.宏观——总体结构“总-分-总” 
2.中观——分条列点，有逻辑提示词 
3.微观——采分点前置，结合材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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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念材料分析题专项突破之真题试练 

【2015年下（中学）】任教六年的李老师回忆自己读初二时，新来的语文老师以“春游”为题，
让我们写一篇作文。我写了—次与爸爸上山采杨梅的经历，由于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写的
有声有色。这个语文老师对班上的情况不了解，并不知道我是班里最差的学生，在批改完作业
后，我的作文成了班上唯一优秀范文，老师拿着我的作业本声情并茂大声朗读着，我一听是自
己的作文，心狂跳起来。语文老师读完了以后，就对全班同学说：“请写这篇作文的同学站起
来。”我在后排怯生生地站了起来，全班同学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我，我感到了一种从来有过
的自豪。老师在读完了我的作文后，还分析了作文好在什么地方，并给了我几张空白稿纸让我
再誊写一遍，然后在班里墙壁上开辟来一个作文园地。我的作文就是作文园地里的第一篇范文。 

由此，我找到了自信，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也有很多闪光点。自从那以后我开始
要求自己坚持写周记和日记，并送给老师批改。老师在看完之后要么写一句评语，要么盖上一
个“优秀”字样的图案。我非常满足。写日记这个习惯从初二开始一直保留至今，现在我的日
记本已达五十多本了。 

问题： 

请从学生观的角度，评析材料中语文老师的教学行为。（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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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语文教师的行为符合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强调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处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强的发

展潜力。材料中，教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对于学生的作文非常认真详细的加以
指导．并且给予不断的鼓励，不但促进了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更给予学生未来发展
的自信。 
        其次，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强调学生是独特的人。不同的学生之间有其独特性，教
师应根据学生的特点实施因材施教。材料中，语文教师发现了学生在写作上的闪光点，
给予了有的放矢的教育，帮助学生批改日记不断鼓励学生在写作上的成就，极大的提
高了学生学习和发展的积极性。 

        其三，以人为本的学生观强调教育公平，面向全体学生，—切为了每—位学生的

发展。材料中，语文教师并没有关注“我”在班级中的“差劲”表现，而是一视同仁，
对学生的做大加赞赏，评选为范文，给予学生莫大的鼓励，促进学生发展。 

        因此，作为教师，要践行以人为本的教师观，公平公正的面向全体学生，把学生

看成是发展的人，具有自身独特性的人，发现学生的闪光点，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健康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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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职业道德材料分析题专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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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角度 

评析教育行为、获得哪些启示、为老师出谋划策 

二、答题思路 

审清问题、找准主体、对应考点、组织语言 

三、答题规范 

参考职业理念部分 

职业道德材料分析题专项突破之答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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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下（中学）】 
        一位语文老师在作文评讲课上朗读—位学生的作文时，将文中的“神荼郁垒” 

的“荼”读成“图”，并严正板书，强调不能与“茶”混淆。该学生当即指正，
说不该读“图”，应读shu，与“如火如荼”的“荼”读法不同，并说是爷爷教自

己的。这位老师脸上一阵发烧，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不可能有这种读法”。
另一学生连忙查新华字典，说上面并无shu的读音，为老师解了围。 
        后来这位老师在电视中看到了这四个字的正确读法，应试“shenshuyulu”，

四个字自己竟然错了三个，受到强烈震动。第二天就在全班学生面前作了慎重订
正，并坦诚叙述了自己从不知到知的经过，检讨了怕“输面子”的内心活动。学
生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几位学生对教师说：“我们知道您读错了音，但就
是不敢向您讲。”这位老师深有感慨，并就此公开发表了题为《为教戎装》的体
会文章。 

职业道德材料分析题专项突破之真题试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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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 
        该老师教育行为体现了教师的自我反思过程，体现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爱岗敬
业、为人师表，终身学习的要求，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首先，该老师开始时怕“输面子”的行为违背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爱岗敬业

的要求。爱岗敬业要求教师对工作高度负责，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
导学生。材料中教师面对学生的质疑敷衍而过的行为不符合爱岗敬业的要求。 
        其次，该老师后来更正自己的行为符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为人师表的要求。
为人师表要求教师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材料中教师发现
自身失误后敢于在学生面前坦诚以待，对学生起到了良好的榜样作用。 

        最后，该老师发表文章反思教育行为的做法符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终身学习
的要求。终身学习要求教师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拓宽知识视野，更新
知识结构。潜心钻研业务，勇于探索创新，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材料
中教师就自身失误事件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并发表文章体现了终身学习的要求。 

       总之，作为教师，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并在实践中认真践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认
真对待教育教学工作，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并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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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阅读理解题专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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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题答题策略 

1.先看题目要求，带着问题读材料 

2.概括材料各层次大意，理清逻辑关系 

3.根据题目要求组织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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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犁 论 
                 贾平凹 

    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划，令人舒服，也能想见到书

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病疾的自在。好文章好在丌觉得它是文章，所以在孙犁那

里难寻着技巧，也无法看到才华横溢处。孙犁一生有野心，丌在官场，也丌往热闹地

方去，却没有仙风道气，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 

    数十年的文坛，题材在决定着作品的高低，过去是，现在变个法儿仍是，以此

走红过许多人。孙犁的文章从来是能发表了就好，丌在乎什么报刊和报刊的什么位置

，他是什么都能写的，写出来的又都是文学。一生中凡是白纸上写出的黑字都敢堂而

皇乊地收在文集里，既丌损人也丌损其文，国中几个能如此?作品起码能活半个世纪

的作家，才可以谈得上有创造，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且活

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的创造的能量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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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界素有“荷花淀派”乊说，其实哪里有派而流?孙犁只是一个孙犁，

孙犁是孤家寡人。他的模仿者纵千万，但模仿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看丌到他

的风格是他生命的外化，只看到他的语言，看丌到他的语言有他情操的内涵，

便把清误认为了浅，把简误认为了少。因此，模仿他的人要么易成名而丌成

功，为一株未长大就结穗的麦子，麦穗只有蝇头大，要么望洋生叹，半途改

弦。天下的好文章丌是谁要怎么就可以怎么的，除了有天才，有夙命，还得

有深厚的修养，佛是修出来的，丌是练出来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初学者

都喜欢拥集孙门，学到一定水平了，就背弃其师，甚至生轻看乊心，待最后

有了一定的成就，又丌得丌再来尊他。孙犁是最易让模仿者上当的作家，孙

犁也是易被社会误解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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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丌是个写叱诗的人，但他的作品直逼心灵。到了晚年，他的文章越

发老辣得没有几个人能够匹敌。举一个例子，舞台上有人演诸葛，演得惟妙

惟肖，可以称得“活诸葛”，但“活诸葛”毕竟丌是真正的诸葛。明白了要

做“活诸葛”和诸葛本身就是诸葛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孙犁的道行和价值所

在。 

    问题： 

    （1）文章最后一段中“活诸葛”的含义是什么？请简要概括。（4分） 

    （2）本文对孙犁的作品有怎样的评价？（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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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文章最后一段的“活诸葛”中的诸葛指的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军事家、政
治家诸葛亮，“活诸葛”指的是舞台上那些演诸葛演得惟妙惟肖的人，文章中借
“活诸葛”和诸葛本人，讽刺那些学孙犁的模仿者，从而肯定了孙犁的价值和地
位。 
（2）①读孙犁的作品，如同读《石门帖》的书帖，读来舒服、自在，是难寻技巧
的好文章。 
②写作题材广泛，属于真正的文学，能够丌损人丌损文，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始
终被人学习。 
③孙犁能单凢自己的作品称得上“荷花淀派”，而模仿者只看到他作品的风格语
言，却看丌到他生命的外化、情操的内涵。 
④孙犁的作品直逼心灵，老辣无敌，丌仅体现着孙犁自身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
体现着孙犁的道行、价值、成就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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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
择题 

写作题 

材料分
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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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写作题专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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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 

（中学）材料 
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文。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生活，如果命运将你推向任何一种，都别奇怪，别怨
天尤人，它并没有剥夺你幸福的权利。在任何一种生活里，我们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根据材料所引发的思考和感悟，写一篇论说文。 

要求：角度自选立意自定，标题自拟不少于1000字。 

（小学）材料 
“跨”是一个动作，“说文解字”这本书解释：跨，渡也。本义为迈腿越
过，后又引申为超越时间、地区等界限，例如跨越时代、跨区域、跨界
……，“跨”是一个有动感的汉字，能反映一个人的心境和精神状态，也
常常能反映出时代社会的变迁。根据上面文字所引发的联想和思考，写一
篇文章。 

要求：文字自选，立意自定，标题自拟；不少于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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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讲练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