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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7_89_B9_c38_646050.htm (满分：100分) 一、单项选择题(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正确答案的代号填入题后的括号内。每小题1分，共20

分) 1."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的这句

名言体现的德育方法是( )。 A. 陶冶教育法 B. 榜样示范法 C. 

品德评价法 D. 实践锻炼法 2.( )是中国古代最早一篇专门论述

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 A.《大学》 B.《中庸》 C.《学记》 D.

《乐记》 3.主张教师应以学生的发展为目的，以"儿童中心主

义"著称的美国教育家是( )。 A. 赫尔巴特 B. 杜威 C. 布鲁纳 D. 

洛克 4.( )是指课业内容及其进程。 A. 课程 B. 教材 C. 作业 D. 

课程标准 5.《理想国》的作者是( )。 A. 孔子 B. 苏格拉底 C. 

柏拉图 D. 亚里士多德 6.在观摩教学行为时，一般分为以下环

节：创设情境，联系旧知识，引出新主题.实验探索，意义建

构.( )和效果评价。 A. 应用与迁移 B. 应用与分析 C. 分析与迁

移 D. 应用与反思 7.把学习过程概括为"学--思--行"的统一过程

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 )。 A. 孔子 B. 孟子 C. 荀子 D. 墨子 8."学

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体现了教学的( )。 A. 直观性原则 B. 

启发性原则 C. 循序渐进原则 D. 巩固性原则 9.为完成特定的教

学任务，教师和学生按照一定要求组合起来进行活动的结构

，称为( )。 A. 教学程序 B. 教学步骤 C. 教学组织形式 D. 教学

阶段 10. 一个测验能测出它所要测量的属性或特点的程度，称

为测量的( )。 A. 信度 B. 难度 C. 区分度 D. 效度 11. 在信息技

术整合的课堂中，学生每人拥有一台电脑并与教师的电脑相



连形成局域网，同时配有网络教学监控系统，这属于( )的课

堂组织形式。 A. 小组活动 B. 全班活动 C. 个别活动 D. 集体活

动 12. 有经验的医师能从模糊不清的X光照底片上发现病兆，

这是( )。 A. 知觉的整体性 B. 知觉的选择性 C. 知觉的理解性

D. 知觉的恒常性 13.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

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

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一种( )。 A. 

双趋冲突 B. 双避冲突 C. 趋避冲突 D. 多重趋避矛盾 14. 用一个

测验去测量同一群人在不同的时间里所测得的分数几乎是相

同的，这说明该测验具有较高的( )。 A. 信度 B. 效度 C. 常模

D. 标准分数 15. 各级学校根据培养目标所设置的课程、组织

的活动以及开展的教育，这是( )过程。 A. 早期社会化 B. 预期

社会化 C. 反向社会化 D. 再社会化 16. 多年不见的朋友，在自

己脑海中的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临别时的情景，这是( )。 A. 

心理定势 B. 近因效应 C. 晕轮效应 D. 首因效应 17.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这句话反映了下列哪种因素对人发展的影响?( )

A. 遗传 B. 环境 C. 教育 D. 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18. 某同学每周

都对自己的学习情况作出小结，分析自己在学习上取得的进

步，找出自己的薄弱环节。他的这种行为属于( )。 A. 自我认

识 B. 自信 C. 自我体验 D. 自我调控 19. 一个人对人、对己、对

事、对物的态度是( )。 A. 与生俱来的 B. 在先天因素基础上形

成的 C. 是实践锻炼的结果 D. 通过学习而形成的 20. 小学生活

动过多、注意力不集中、冲动行为多等现象是下列哪一种心

理问题?( ) A. 儿童多动综合征 B. 学习困难综合征 C. 儿童厌学

症 D. 儿童强迫行为 二、多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

项中，有多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正确选项的代号填入



右边的括号内。每小题1分，共6分) 21. 测验实用性反映了试

题的基本质量，其基本要求是( )。 A. 便于组织 B. 便于实施 C.

容易评分 D. 结果要容易解释 22. 心理咨询的主要方式有( )。

A. 个别咨询 B. 团体咨询 C. 电话咨询 D. 通信咨询 23. 下列心

理学家中，属于行为主义代表人物的是( )。 A. 安吉尔 B. 华生

C. 斯金纳 D. 苛勒 24. 意志行动的准备阶段包括( )和行动方法

的选择。 A. 动机斗争 B. 行动目标的确定 C. 行动计划的制订

D. 冲突和矛盾分析 25. 布鲁纳认为，知识结构可以用( )几种

表象形式来表现。 A. 动作 B. 图像 C. 表格 D. 符号 26. 富勒和

布朗根据教师的需要和不同时期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把教师

的成长划分为哪几个阶段?( ) A. 关注成绩 B. 关注生存 C. 关注

情境 D. 关注学生 三、填空题(每空1分，共14分) 27. 师生关系

在教育内容的教学上构成关系，在人格上是关系，在社会道

德上是关系。 28. 被誉为"教育学之父"的捷克教育家于1657年

发表的《大教学论》，是近代最早的一本教育学专著。 29. 反

射弧的结构包括：、、、和五个部分。 30. 出乎意料的紧张情

景所引起的情绪状态称作。 31. 根据学习内容及其与学习者原

有的知识的关系，将学习分为和。 32. 教师的表达能力是指教

师通过、和动作将自己的思想、知识、信念和感情向外表现

的能力。 四、辨析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33. 德育过程与品

德形成过程相同。 34. 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

的关系。 35. 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 36. 只要运用

正面说服的教育方法，一切学生都能教育好。因此,反对纪律

处分等强制性的方法。 37. 在驯兽员的精心培养下，马戏团中

的狗智力得到发展，学会了十以内的加减法。 五、简答题(每

小题4分，共24分) 38. 班级授课制的优缺点各是什么? 39. 简述



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长期性和反复性规律。 40. 什么是榜样

法?运用榜样法有哪些要求? 41. 试述小学生内部言语的发展。

42. 简述我国心理学家根据学习活动的内容和结果对学习的分

类。 43. 简述动作技能的特点。 六、案例分析题(每小题8分，

共16分) 44.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的校园暴力事件屡屡发生

，学校内学生恃强凌弱、诈骗钱财、挟持他人、从事不法行

为等事件更是屡见不鲜。所有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给家庭

、学校和社会带来恐慌。 请分析学校教育在规范学生行为方

面存在的纰漏。 45. 过去，人们片段追求的GDP增长，是以资

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为代价换来的，这种增

长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对此专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同样，在教育方面也需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试分析教

育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七、论述题(10分) 试述教育是如何促

进科技发展的。 参考答案及解析(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