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单项选择题（16题，共 16分）

1.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是（B）

A、论语 B、学记 C、大教学论 D、普通教育学

2.《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作者是（D）

A、洛克  B、夸美纽斯  C、卢梭  D、杜威

3.提出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主要是强调教育（D）

A、可以超越社会历史而存在  B、不受生产发展而制约

C、对政治经济有促进作用    D、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4.实行双轨学制的国家以(  A)为代表

A、英国 B、美国 C、苏联 D、中国

5.着眼于训练学生的心理官能，偏重发展智力的教学理论是（B）

A、传统的教育理论 B、形式教育论

C、实质教育论     D、现代教育论

6.儿童中心论的主要代表是   D

A、夸美纽斯  B、凯洛夫  C、赫尔巴特  D、杜威

7.教师中心论的主要代表是  C

A、夸美纽斯  B、凯洛夫  C、赫尔巴特  D、杜威

8.“以尽可能大的效果来促进学生的一半发展”是 C

A、布鲁纳课程结构论的中心思想  B、杜韦娘儿童中心主义的核心

C、赞可夫教学论的中心思想      D、赫尔巴特教学论的中心思想

9.教学过程的中心环节是  B

A、感知教材  B、理解教材  C、巩固知识 D、运用知识

10.教育的质的规定性主要体现在  C

A、教育具有社会性  B、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

C、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D、教育是一种转化活动的过程

11.在教学任务中处于基础任务的是  C

A、发展学生的潜力  B、培养学生的能力  C、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D、形成学生科

学世界观和道德品质

12.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是  B

A、备好课  B、上好课  C、抓好课后的教导  D、搞好教学评价

13.学生品德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其具有  B

A、社会活动能力 B、自我教育能力 C、道德认识 D、道德情感

14.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源泉是 C

A、班主任工作 B、教师的正面教育  C、能动的道德活动  D、学校教育和家庭的影响

15.学生自发形成和组织起来的群体叫  B

A、正式群体 B、非正式群体 C、参照群体 D、课外活动小组

16.认为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最优越职业的教育家  A

A、夸美纽斯 B、凯洛夫 C、赫尔巴特 D、乌申斯基

二、名词解释（共 6题，每题 3分）

1.教育学

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

2.学校教育制度

学校教育制度简称学制，指一个国家各级各类的系统，它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

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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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根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

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

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以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发面生动、活泼、主动

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学生素质教育中的重要部分是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4.个人本位论

个人本位论主张教育目的应当从受教育者的本性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出发，教育的目的在

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人，充分发展他们的个性，增进他们的个人价值。

5.发展性教学

发展性教学指教学要遵循学生发展规律，适应他们的发展水平，同时要引导他们发展，使

教学走在学生发展的前面，这种教学是一种现代教学。

6.榜样法

榜样法是以他人的高尚品德、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学生品德的方法。

三、解释带点字：（共 5题，每字 2分）

1.学而时习之   复习

2.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心求通而未得

3.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引导

4.教学相长。  促进，增长，助长

5.因材施教。   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

四、简答题：（回答要点，并作简明扼要的解释。共 3题，每题 8分）

1.怎么理解教育要适应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规律？

（1）教育要适应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循序性，循序渐进地促进学生身心的发展；

（2）教育要适应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在内容和方法上

应该有所不同；

（3）教育要适应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差异性，做到因材施教。

（观点 5分，简明解释 3分）

2.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实现哪六个改变?

(1)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地学习态度，是获得基础知识

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2）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本科学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

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

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3）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

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

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4）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

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得新知识的能力、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5）改变课程评价过于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

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6）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地现状，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

地方、学校以及学生的适应性。

（观点 6分，简明解释 2分）

3.如何贯彻启发性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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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3）让学生动手，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4）发扬教学民主。

（观点 5分，简明解释 3分）

五、案例分析题：（共 2题，每题 10分）

1.路老师运用了什么方法进行教学？运用这种方法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新编《自然》教材第一册《植物的果实》一课，正好安排在秋季果实成熟的时候，这

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方便条件。课前，我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让他们搜集各种果实，并

提醒注意：“你认为是果实的，上课时你把它带来。”

  课一开始，我让学生把带来的果实放在桌上，并重复我的要求：“我说过，你认为是

果实的，你把它带来。”“现在你们可以互相看一看，你们带来的是不是都是果实？”这

时我进行巡视，发现学生带来的大多数是水果类，如：梨、苹果、桔子柿子、香蕉等。

少数同学带来花生、栗子、枣、核桃、葵花籽等。这时，有个同学举手发言，说：

 “有的同学把胡萝卜也带来了，胡萝卜不是果实。”

“胡萝卜是果实。”——带胡萝卜的同学不举手就急着争辩。

“胡萝卜到底是不是果实？”我问大家。

“是果实！”“不是果实！”全班同学几乎同时发言，立刻形成了“两派”。

“认为胡萝卜是果实的和认为胡萝卜不是果实的，能不能谈谈你们的理由？”我说。

“胡萝卜能吃，所以是果实。”主张胡萝卜是果实的同学说。

“能吃的不见得都是果实，鸡蛋糕也能吃。”另一同学反驳。

“鸡蛋糕不是植物长出来的，胡萝卜是植物长出来的”又一同学申辩。

“植物长出来的不一定都是果实，芹菜、大白菜就不是果实。”又一同学提出相反的意

见。

“胡萝卜有营养，所以是果实。”一同学又提出另一条理由。

“有营养的一定是果实吗？大白菜也有营养。”又一同学反驳。

“胡萝卜是长在土里的，所以不是果实。”最先提出胡萝卜不是果实的那位同学说。

“花生也是长在土里的，花生，暂停，该是果实吧。”又是一次反驳。

………..

课堂气氛异常活跃，大家都忘了“举手发言”的常规，一来一往争辩着。

“好。争论得很好。”我终于发言了。“说胡萝卜是果实或不是果实的理由，看来都说服

不了对方。怎么办呢？现在，我教给大家一个研究的方法。”

此时，同学们精神异常集中，都想知道这个方法是什么。我说：“当你对一个事物、

一件东西认不清、拿不准的时候，你就拿一个和它类似的，拿得准的东西来跟它相比

较，看它们有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就容易找出答案来了。”

“比如，”这时我拿起一个苹果和一个梨。“这个苹果和梨是不是果实啊？”

“是！”同学们齐答。

“有说不是的吗？”没有人回答。

“看来都认为它们是果实，没有不同意见了，那我们就来研究研究这个苹果和梨

吧。”…..

谈话法（问答法）或讨论法（3分）

（1） 要准备好问题和谈话计划；

（2） 要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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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善于启发诱导；

（4） 要做好归纳、小结。

（观点 5分，结合案例分析 2分）

2.请你仔细阅读材料，肖老师的做法符合哪几条德育原则？怎么符合？（罗列无关原

则或讲不清符合的理由要扣分）

高一（二）班的语文自习课上，几个同学在议论“男同学留长发好不好看？”肖老师

听见了，感兴趣忽然问道“结论呢？”他们都摇摇头。

看着几个不肯剃掉长发的男同学，长发被高领毛衣拱起，翘得像要下蛋的母鸡尾巴，

肖老师忽然问道：“想听听我的意见吗？”这下，这几个同学可来劲了。

“要听就大家一起听！”肖老师面对全班同学大声说。当其他同学弄明白肖老师要讲

什么时，也都来劲了。陈刚同学还大声喊道：“我们要听真话！”他的话外音肖老师

是明白的。

“大家知道吗？最有权威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什么人？是女同学。因为男同学留长发是

给女同学看的。”肖老师的话音刚落，全班轰了一下，许多男同学都低下头，有几个

留长发的同学尴尬地红了脸，厚脸皮的陈刚也只是笑，他的嘴巴可老实多了。“我想

女同学是不会公开回答这个问题的”，肖老师接着说：“但根据报道，女同学普遍觉

得男同学留长发显得很疲塌，不精神，缺乏青春活力。”…….

渐渐地，班上留长发的男同学越来越少了。

（1） 因材施教原则——青春期心理特点

（2） 在集体中教育原则——要听大家一起听

（3） 疏导原则——以理服人

(找原则 6分，说明理由 4分)

六、论述题：（12分）

试论“德育过程是教师指导下学生能动的道德活动过程”，并联系一个实例来说明其

中的一个观点。

（1） 德育过程强调学生的能动作用，学生的品德发展是在活动中能动地实现的。

（2分）

（2） 道德活动室促进外界的德育影响转化为学生自身品德的基础。（2分）

（3） 进行德育要善于组织、指导学生的活动（包括外部和内部的活动）。（2分）

（以下观点可以给分）

（4） 德育过程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反对学生的盲目发展。（2分）

（5） 德育过程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社

会实践活动过程。

（观点 6分，展开论述 4分，举例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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