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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7日重庆市璧山区事业单位教师招聘考试《综合基础知识（教育类）》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后的四个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的答案。

　　1、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选举        为中央局书记，并决定建

立党的地方组织。（    ）

　　A、李大钊

　　B、陈独秀

　　C、董必武

　　D、李达

　　2、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其诞生标志是（    ）。

　　A、《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B、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C、《资本论》的问世

　　D、第一国际成立

　　3、监察委员会是我国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它监察的对象是（    ）。

　　A、所有公职人员

　　B、中共党员

　　C、领导干部

　　D、职务罪犯人员

　　4、下列法律知识，表达错误的是（    ）。

　　A、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B、我国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

　　C、代位继承适用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

　　D、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10日

　　5、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包括一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下列市场属于一般商品市场的是（    ）。

　　A、土地市场

　　B、服装市场

　　C、技术市场

　　D、金融市场

　　6、有人大代表建议，在“十四五”期间政府加大对公共卫生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保障力度。政府在卫生

保健方面的支出属于（    ）。

　　A、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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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政府购买

　　C、国债调节

　　D、政府转移支付

　　7、用于记载会议主要精神和议定事项的公文是（    ）。

　　A、纪要

　　B、会议

　　C、议案

　　D、会议记录

　　8、当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就要自觉遵守和践行职业道德。其中        是对各行各业工作人员最普通、

最基本的要求。（    ）

　　A、诚信守信

　　B、爱岗敬业

　　C、热情服务

　　D、奉献社会

　　9、我国重要的气候分界线为（    ）。

　　A、昆仑山-祁连山-横断山脉

　　B、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

　　C、秦岭-淮河

　　D、黑河-腾冲

　　10、“千里为重，广大为庆”——重庆，“行千里”，可以“致广大”。重庆得名于（    ）。

　　A、元代

　　B、唐朝

　　C、北宋

　　D、南宋

　　11、在制作豆腐乳的过程中，植物蛋白质分解为各种氨基酸和维生素B族，脂肪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还

含有钙、磷等矿物质。这属于（    ）生物工程的研究领域。

　　A、基因工程

　　B、细胞工程

　　C、发酵工程

　　D、酶工程

　　12、铅笔芯的主要成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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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碳

　　B、铅

　　C、石墨

　　D、煤

　　13、引用名篇经典，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一大特色。总书记曾说：“新时代中国青年处于中华民族发展

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出自（    ）。

　　A、《论语》

　　B、《孟子》

　　C、《观沧海》

　　D、《赤壁赋》

　　14、“万绿丛中一点红”，这“一点红”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无意注意。这说明无意注意容易受到（    ）。

　　A、个人情绪状态的影响

　　B、个人主观期待的影响

　　C、刺激物的新异性的影响

　　D、刺激物的对比关系的影响

　　15、《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规定，学校周围（    ）米范国内禁止开设网吧、歌舞厅等营业性娱乐场所。

　　A、200

　　B、500

　　C、1000

　　D、50

　　16、“教育目的既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教育工作的最终归宿。”这句话体现了教育的（    ）。

　　A、协调功能

　　B、选择功能

　　C、评价功能

　　D、导向功能

　　17、“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这规定符合学生发展的（    ）。

　　A、不平衡性

　　B、个别差异性

　　C、顺序性和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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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稳定性和可变性

　　18、我市一小学利用延时服务时间，推出了“奇妙的世界”、“寻找国宝”、“诗词之美”等课程供孩子们选择。

这些课程属于（    ）。

　　A、学科课程

　　B、活动课程

　　C、必修课程

　　D、地方课程

　　19、某幼儿园在孩子入园时给孩子创建成长手册，把孩子参加各种活动的表现、取得的成绩、反映出的情

感等记录下来，由此给出孩子的整体评价和反馈。这种评价属于（    ）。

　　A、绝对评价

　　B、诊断性评价

　　C、相对评价

　　D、形成性评价

　　20、“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出现这种现象的心理学依据是（    ）。

　　A、再造想象

　　B、无意想象

　　C、创造想象

　　D、幻想

　　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后的四个备选答案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答案。

　　21、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

（    ）。

　　A、学史明理

　　B、学史增信

　　C、学史崇德

　　D、学史力行

　　22、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其活的灵

魂是（    ）。

　　A、实事求是

　　B、群众路线

　　C、独立自主

　　D、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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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指（    ）。

　　A、需求

　　B、消费

　　C、投资

　　D、净出口

　　24、通知是最常见的党政机关公文，其标题的一般组成包括（    ）。

　　A、发文机关名称

　　B、事由

　　C、文种

　　D、题注

　　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有（    ）。

　　A、社会公德

　　B、职业道德

　　C、家庭美德

　　D、个人品德

　　2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的义务有（    ）。

　　A、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

　　B、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C、遵守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

　　D、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数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27、新教育理念下的学生观强调以学生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此，作

为教师要认识到（    ）。

　　A、学生是发展的人

　　B、学生是独特的人

　　C、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

　　D、学生是接受教师调控的人

　　28、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一个整体，由彼此相关的        、        和        构成。（    ）

　　A、真我

　　B、本我

　　C、自我

　　D、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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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一般来说，教师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要经过的环节是（    ）。

　　A、自我分析

　　B、环境分析

　　C、目标确定

　　D、拟定计划

　　30、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的领导力主要表现在（    ）。

　　A、资历影响力

　　B、个性影响力

　　C、职权影响力

　　D、情感影响力

　　三、判断题。判断下列说法的正误。

　　31、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

　　32、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依据。（    ）

　　33、立法，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修改法律。（    ）

　　34、增加货币发行规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

　　35、公文的作者是指该文件的撰稿人。（    ）

　　36、道德具有阶级性，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    ）

　　37、《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中明确了奖励分为嘉奖、记功、记大功、授予荣誉称号。（    ）

　　38、某校教师许某因猥袤儿童，判处有期徒刑1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许某将被取消教师

资格。（    ）

　　39、“一分为二”地看待学生是贯彻了因材施教的德育原则。（    ）

40、小童说话做事总是慢条斯理的，经常安安静静的看书，不易转移注意力。由此可以看出小童属于多血

质型。（    ）

参考答案

　　1、本题考查中共党史。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并决定建

立党的地方组织。

　　A项错误，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

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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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项正确，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

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1920年初前往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

记等职务，并任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

　　C项错误，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D项错误，李达，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

一。1920年，李达从日本留学归国，随即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组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筹备和组织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

　　故正确答案为B。

　　2、本题考查马克思主义哲学。

　　A项正确，《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全文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观，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

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B项错误，法国里昂工人起义，从1831年11月21日到1834年4月13日的两次里昂丝织工人起义，起义虽然失

败，但是它表明无产阶级已经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分离出来，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C项错误，《资本论》是马克思创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为指导，通

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

发展。《资本论》跨越了经济、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指导。

　　D项错误，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联合会，是1864年建立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实

际上的领袖。第一国际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

1871年，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参加并领导了巴黎公社运动，但是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组织也日渐衰弱，1876年

正式宣布解散。

　　故正确答案为A。

　　3、本题考查宪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

　　（一）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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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故正确答案为A。

　　4、本题考查民法典。

　　A项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

定一次试用期。”

　　B项正确，预防犯罪是刑罚的目的，其中既有一般预防，也有特殊预防。特殊预防是对罪犯适用刑罚，一

般预防则是通过对罪犯适用刑罚来震慑社会上其他可能实施犯罪的人不实施犯罪。一般预防不仅仅是刑罚的任

务和目的，同样也是其他法律的任务和目的，是一种综合治理工程，要采用综合手段，而不是单单依靠刑罚。

　　C项错误，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

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

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代位继承只适用于法定继承，不适用

于遗嘱继承。

　　D项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

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C。

　　5、本题考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A、C、D三项错误，生产要素市场可分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以及土地市场等。

　　B项正确，一般商品市场包括日用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日用消费品市场这是为广大人民物质文化

生活消费提供最终产品的市场，消费主体是广大群众，涉及吃、穿、住、用、行所需的物质产品；生产资料市

场是专门买卖生产资料商品的市场，包括成套设备、机器、工具、中间产品、原料、动力、辅助材料等。

　　故正确答案为B。

　　6、本题考查行政职能。

　　A项错误，财政预算是政府活动计划的一个反映，它体现了政府及其财政活动的范围、政府在特定时期所

要实现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财政预算是由政府编制、经立法机关审批、反映政府一个财政年度内的收支状

况的计划。

　　B项正确，政府购买是指各级政府购买物品和劳务的支出，它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政府在卫生保健方面

的支出属于政府购买。201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要求，公平对待社会力量提供的

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C项错误，国债是国家以其信用为基础，按照债的一般原则，通过向社会筹集资金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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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是由国家发行的债券，是中央政府为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是中央政府向投资者出具的、

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

　　D项错误，政府转移支付是指政府的一种不以购买本年的商品和劳务而作的支付，即政府无偿地支付给个

人或下级政府，以增加其收入和购买力的费用，它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形式。

　　故正确答案为B。

　　7、本题考查公文的基本知识。

　　A项正确，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第八条第十五项规定：“纪要。适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

议定事项。”纪要要求会议程序清楚，目的明确，中心突出，概括准确，层次分明，语言简练。

　　B项错误，会议不属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规定的法定公文文种。

　　C项错误，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第八条第十三项规定：“议案。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法

律程序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事项。”

　　D项错误，会议不属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规定的法定公文文种。会议记录是指在会议过程中，

由记录人员把会议的组织情况和具体内容记录下来。

　　故正确答案为A。

　　8、本题考查道德。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推动践行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热情服务、奉献

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

　　A项错误，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求，也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B项正确，爱岗敬业是对各行各业工作人员最普通、最基本的要求，是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具体

体现，是职业道德基本规范的基础。

　　C项错误，热情服务，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是社会全体从业者通过互相服务，促进社会发展、实现共同

幸福，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中一项基本规范。

　　D项错误，奉献社会就是积极自觉地为社会做贡献，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中最高层次的要求，是社会主义

职业道德的本质特征，体现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最高目标指向。

　　故正确答案为B。

　　9、本题考查科技。

　　A、B两项错误，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分布，第一、二级阶梯的分界：昆仑山-祁连山-横断山脉；

第二、三级阶梯的分界：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锋山。

C项正确，秦岭-淮河线是我国地理区分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地理分界线。在此线的北面和南面，自然条件、

地理风貌、农业生产或是人民生活习俗，均有明显不同。部分地理意义：（1）气温：1月份 等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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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均温 积温 等值线；（3）气候带：暖温带和亚热带分界线；（4）降水：年降水量800mm

等降水量线；（5）干湿地区：湿润地区与半湿润区分界线；（6）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分界

线；（7）农业：旱地农业与水田农业分界线；（8）作物：水稻生产与小麦生产分界线；（9）植物：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与温带落叶阔叶林分界线；（10）地形：该线以北地形完整，以大高原和平原为主，该线以南地形

破碎，以盆地和丘陵为主。

D项错误，黑河-腾冲线，即瑷珲-腾冲线，或胡焕庸线，是一条贯穿中国版图的假想直线段，是我国著名地理

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大致地划分出了中国人口在区域上的分布，体现了中

国人口东南和西北的分布区域之悬殊差异。以此线为界，约有 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 的东南

部地区，约 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 的西北部地区。

故正确答案为C。

　　10、本题考查国情社情。

　　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宋光宗赵惇先封恭王再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

重庆由此得名。

　　故正确答案为D。

　　11、本题考查生物常识。

　　A项错误，基因工程是以分子遗传学为理论基础，以分子生物学和微生物学的现代方法为手段，将不同来

源的基因按预先设计的蓝图，在体外构建杂种DNA分子，然后导入活细胞，以改变生物原有的遗传特性、获得

新品种、生产新产品的遗传技术。

　　B项错误，细胞工程是应用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按照人们的设计蓝图，进行在细胞水

平上的遗传操作及进行大规模的细胞和组织培养。当前细胞工程所涉及的主要技术领域有细胞培养、细胞融合、

细胞拆合、染色体操作及基因转移等方面。

　　C项正确，发酵工程是指采用现代工程技术手段，利用微生物的某些特定功能，为人类生产有用的产品，

或直接把微生物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的一种新技术。发酵工程的内容包括菌种的选育、培养基的配制、灭菌、

扩大培养和接种、发酵过程和产品的分离提纯等方面。制作豆腐乳属于发酵工程。

　　D项错误，酶工程又称蛋白质工程学，是指工业上有目的的设置一定的反应器和反应条件，利用酶的催化

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催化化学反应，生产人类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于其它目的的一门应用技术。

　　故正确答案为C。

　　12、本题考查化学常识。

　　A项错误，碳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化学符号为C，具有在常温下具有稳定性，不易反应、极低的对人体的毒

性，甚至可以以石墨或活性炭的形式安全地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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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项错误，铅是一种金属化学元素，是原子量最大的非放射性元素，金属铅为面心立方晶体。金属铅是一

种耐蚀的重有色金属材料，铅具有熔点低、耐蚀性高、X射线和闵湎叩炔灰状┩浮⑺苄院玫扔诺悖１患庸こ

砂宀暮凸懿模惴河糜诨ぁ⒌缋隆⑿畹绯睾头派湫苑阑さ裙ひ挡棵拧£

　　C项正确，铅笔芯的主要成分是石墨。最初铅笔是用铅制作而成的，16世纪，人们发现了石墨，用石墨制

笔效果很好，但仍习惯其称为铅笔。石墨是碳的一种同素异形体，为灰黑色、不透明固体，化学性质稳定，耐

腐蚀，同酸、碱等药剂不易发生反应。

　　D项错误，煤主要由碳、氢、氧、氮、硫和磷等元素组成，碳、氢、氧三者总和约占有机质的95%以上，是

非常重要的能源，也是冶金、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有褐煤、烟煤、无烟煤、半无烟煤这几种分类。

　　故正确答案为C。

　　13、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A项错误，《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

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

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B项正确，“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出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选自《孟子·告子下》。《孟子》是儒

家的经典著作，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

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

　　C项错误，《观沧海》是东汉末年曹操创作的一首四言诗，这首诗是曹操在碣石山登山望海时，用饱蘸浪

漫主义激情的大笔，所勾勒出的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描绘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既刻画了

高山大海的壮阔，更表达了诗人以景托志，胸怀天下的进取精神。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

悲壮。

　　D项错误，《赤壁赋》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赋，记叙了作者与朋友们月夜泛舟游赤壁的所见所感，

以作者的主观感受为线索，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由月夜泛舟的舒畅，到怀古伤今的悲咽，再到精

神解脱的达观。全赋在布局与结构安排中映现了其独特的艺术构思，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在中国文学上有着

很高的文学地位，并对之后的赋、散文、诗产生了重大影响。

　　故正确答案为B。

　　14、本题考查生活常识。

　　无意注意又称不随意注意，是没有预定目的、不需要意志努力、不由自主地对一定事物所产生的注意。强

度大的、对比鲜明的、突然出现的、变化运动的、新颖的刺激，自己感兴趣的、觉得有价值的刺激容易引起无

意注意。刺激物之间的强度、形状、大小、颜色、或持续时间等方面的差别特别显著，特别突出，就容易引起

人的无意注意。例如，孩子群中站一个大人，万绿丛中一点红，都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故正确答案为D。

http://www.chinaexam.org/
http://www.chinaexam.org/


                                                                              www.chinaexam.org

12

　　15、本题考查国情社情。

　　根据《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

行学校周边治理和学校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保护学生、教师、学校的合法权益，为学校提供安全保障。学校周

围两百米范围内禁止开设网吧、歌舞厅等营业性娱乐场所；学校门口五十米范围内禁止摆摊设点和从事妨碍教

学秩序、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其他营业活动。学校周边禁止设立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场所或者

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学校安全的场所或者设施。已设立的，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法组织迁移、拆除、

关闭相关场所和设施，或者迁移学校。”

　　故正确答案为A。

　　16、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A项错误，协调功能，是指教育目的对教育活动的调控作用，主要借助以下方式来进行：一是通过确定价

值的方式来进行调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教育价值取向的把握上；二是通过目标的方式来进行调控；三是通

过标准的方式来进行调控，教育目的总是含有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标准要求，教育者根据这一标准调节和控制自

身对教育内容或教学方式的选择等。

　　B项错误，教育目的选择功能集中体现在教育活动与教育内容的选择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校和教师都会

无例外地根据教育目的的基本要求，决定哪些研究成果和社会文化可以进入教育内容，哪些则应受到批判和抵

制。

　　C项错误，评价功能，教育目的既是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和标准，同时也当然是衡量教育质量和

效益的重要依据。教育目的的评价功能可集中体现在现代教育评估或教育督导行为中。

　　D项正确，导向功能，是指教育目的一经确立，就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不仅为受教育者指明了发展方向，

预定了发展结果，也为教育工作者指明了工作方向和奋斗目标。“教育目的既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教育

工作的最终归宿。”这句话体现了这一功能。

　　故正确答案为D。

　　17、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A项错误，学生发展不平衡性指同一方面的发展速度，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变化是不平衡的和不同方面发展

的不平衡性。

　　B项错误，学生身心发展具有个别差异性，主要是指学生个性心理特征和个性倾向性表现出不同的差异。

　　C项正确，学生发展顺序性是指人的身心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变化的过程，个体身心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

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具有顺序性的特征；阶段性是指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出身

心发展不同的总体特征及主要矛盾，面临着不同的发展任务。“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这规定

符合学生发展的顺序性和阶段性。

　　D项错误，学生发展稳定性和可变性是指在一定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儿童心理年龄特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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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定性，如阶段的顺序，每一阶段的变化过程和速度，大体上都是稳定的、共同的；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

和教育条件在儿童身上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因而在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和速度上，彼此之间可以有一定的差

距，这也就是所谓的可变性。

　　故正确答案为C。

　　18、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A项错误，学科课程是将文化遗产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传统的课程形态的总称，由一定数量的不同学科组成。

各门学科各具固有的逻辑和系统。

　　B项正确，活动课程亦称经验课程、儿童中心课程，是与学科课程对立的课程类型。它以儿童从事某种活

动的兴趣和动机为中心组织课程。“奇妙的世界”“寻找国宝”“诗词之美”等课程是以儿童从事某种活动的兴趣和动

机为中心组织课程，属于活动课程。

　　C项错误，必修课程，是相对于“选修课程”而言的。从本意上来解释就是在学习中必须学习掌握的课程。

　　D项错误，地方课程又称地方本位课程，是指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国家课程政策，以国家课程标准

为基础，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观念的指导下，根据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及其对人才的特殊要

求，充分利用地方课程资源而开发、设计、实施的课程。

　　故正确答案为B。

　　19、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A项错误，绝对评价法是在评价对象的集合之外确定一个标准，评价时把评价对象与客观标准进行比较，

确定评价对象达到目标基准绝对位置的评价方法。

　　B项错误，诊断性评价也称教学性评价、准备性评价，一般是指在某项教学活动开始之前对学生的知识、

技能以及情感等状况进行的预测。通过这种预测可以了解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准备状况，以判断他们是否具备实

现当前教学目标所要求的条件，为实现因材施教提供依据。

　　C项错误，相对评价是在被评价对象的群体中建立基准（通常均以该群体的平均水平作为这一基准），然

后把该群体中的各个对象逐一与基准进行比较，以判断该群体中每一成员的相对优势。

　　D项正确，形成性评价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发现教学中的问题而进行的评价，

常采用非正式考试或单元测验的形式来进行，通过形成性评价，教师可以随时了解学生在学习上的进展情况，

获得教学过程中的连续反馈，为教师随时调整教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提供参考。创建成长手册，把孩子参加

各种活动的表现、取得的成绩、反映出的情感等记录下来，属于形成性评价。

　　故正确答案为D。

　　20、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A项正确，再造想象属于想象的一种，是根据语言的表述或非语言的描绘（图样、图解、符号记录等）在

头脑中形成有关事物的形象的想象，就是再造想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强调的是读者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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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造，其心理学依据是再造想象。

　　B项错误，无意想象亦称不随意想象，是指没有预定的目的，不需要意志努力，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在

头脑中出现的想象。即是在某种刺激下，人在无意当中进行的、不由自主的、无意识的想象。

　　C项错误，创造想象是一种有意想象，是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在脑海中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是

对已有的感性材料进行深入的分析、综合、加工和再造，在头脑中进行创造性的构思。

　　D项错误，幻想是虚而不实的思想、没有道理的想象、无根据的看法或信念。

　　故正确答案为A。

　　21、本题考查时事政治。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2021年2月20日上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

百周年。

　　故正确答案为ABCD。

　　22、本题考查毛泽东思想概论。

　　A、B、C三项正确，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

　　D项错误，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

的伟大成绩。”

　　故正确答案为ABC。

　　23、本题考查宏观经济。

　　从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终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

净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

　　故正确答案为BCD。

　　24、本题考查公文基本知识。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第九条第七项规定：“标题。由发文机关名称、事由和文种组成。”

　　故正确答案为ABC。

　　25、本题考查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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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纲要》指出：“要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

人品德建设作为着力点。推动践行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

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推动践行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热情服务、奉献社会为

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推动践行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

持家、邻里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推动践行以爱国奉献、明礼遵规、

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

　　故正确答案为ABCD。

　　26、本题考查其他。

　　A项、C项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三）维

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四）以适当方式为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

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五）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六）依法接受监督。”

　　B项、D项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

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

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

奖励或者处分；（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

涉；（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国家保护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B、D两项属于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权利而非义务。

　　故正确答案为AC。

　　27、本题考查其他。

　　在新教育理念下，作为教师要认识到学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发展中的、独立意志的即有着完整生命表现

形态的生命个体。

　　A项正确，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的身心发展是有规律的，学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学生是处于发展过

程中的人。

　　B项正确，学生是独特的人，学生是完整的人，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学生与成人之间存在着巨大

差异。

　　C项正确，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每个学生都是独立于教师的头脑之外，不以教师的意志为转移的客

观存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是责权的主体。

　　D项错误，学生是不以教师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是接受教师调控的人。

　　故正确答案为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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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A项错误，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一个整体，包括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在不同的时间内三者彼此交

互影响，对个体产生不同的作用。

　　B项正确，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部分，从出生日起算即已存在。构成本我的的成分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如饥、渴、性三者均属之。本我中之需求产生时，个体要求立即满足，故而从支配人性的原则而言，支配本我

的是唯乐原则。

　　C项正确，自我是个体出生后，在现实环境中由本我中分化发展而产生，由本我而来的各种需求，如不能

在现实中立即获得满足，他就必须迁就现实的限制，并学习到如何在现实中获得需求的满足。从支配人性的原

则看，支配自我的是现实原则。此外，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对本我的冲动与超我的管制具有缓冲与调节

的功能。

　　D项正确，超我是人格结构中居于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是由于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

教养而逐渐形成的。超我有两个重要部分：一为自我理想，是要求自己行为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二为良心，

是规定自己行为免于犯错的限制。因此，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从支配人性的原则看，支配超我的是

完美原则。

　　故正确答案为BCD。

　　29、本题考查其他。

　　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一般要经过四个环节，依次为：自我分析、环境分析、目标确定和拟定计划。自我分

析是指对自我理性、深刻、全面的分析，比自我介绍更深刻，同时又包含自我评价的内容。环境分析指对自身

周围环境进行分析，从而发现问题，提供决策依据。目标确定指设置目标。拟定计划指制定计划的行为。

　　故正确答案为ABCD。

　　30、本题考查其他。

　　B项、C项正确，班主任是班级组织的领导者。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的领导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班主任的权威、地位、职权，这些构成了班主任的职权影响力；二是班主任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构成了

班主任的个性影响力。

　　故正确答案为BC。

　　31、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客观实在性是指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并能为人

的感觉所感知的客观存在，即物质世界。

　　故表述正确。

　　32、本题考查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而划分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依据是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本原问题的不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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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表述错误。

　　33、本题考查法理学。

　　立法是指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或经授权的国家机关，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程序，制定、补充、修改和

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项专门性活动。

　　故表述错误。

　　34、本题考查宏观经济。

　　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税收增减，发行国债，调整支出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其主要在

分配领域实施调节，通过分配领域进而影响生产领域。

　　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来实现的，其调节行为主要发生在流通领

域，并通过流通领域影响生产领域。货币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控制货币发行规模。央行增加货币发行规模，

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属于积极的货币政策。

　　故表述错误。

　　35、本题考查公文的基本知识。

　　公文的作者是指制发文件的机关。公文的作者是法定的，所谓法定的作者，就是指依据法律和有关的章程、

条例、决定成立的，并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定的职能权利和担负一定的任务、义务的机关、组织或代表机关

组织的领导人。文件法定的作者指的是发文的名义。也就是说，文件主要是以机关的名义或机关的某一部门的

名义制发的。也就是说制发文件的机关属于公文的作者。

　　故表述错误。

　　36、本题考查道德。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的时代、不

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因此，道德具有阶级性，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

服务的。

　　故表述正确。

　　37、本题考查事业单位相关制度。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奖励分为嘉奖、记功、记大功、授予荣誉称号。”

　　故表述正确。

　　38、本题考查法律。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

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

　　故表述正确。

　　39、本题考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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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积极因素与克服消极因素相结合原则又称长善救失原则，是指在德育过程中，要调动学生自我教育的

积极性，依靠和发扬他们自身的积极因素，克服他们品德上的消极因素，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发挥积极因素

与克服消极因素相结合原则的贯彻要求是：（1）“一分为二”地看待学生；（2）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

（3）引导学生自觉评价自己，进行自我教育。

　　照顾年龄特点与照顾个别特点相结合原则又称因材施教原则，是指在德育过程中，要从学生品德发据他们

的年龄特征和个性差异进行不同的道德教育，使每个学生的品德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照顾年龄特点与照

顾个别特点相结合原则的贯彻要求是：（1）深入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内心世界；（2）根据学生个人特点有

的放地进行道德教育；（3）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有计划地进行道德教育。

　　故表述错误。

40、本题考查管理学的基本原理。

　　本题中小童属于粘液质型。

　　故表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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