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教育理论考试真题及答案解析

一、选择题：1~12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4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担任过 20 年农村中学校长，代表性著作有《给教师的建议》《把整个心炅献给儿童》的教育家是（

）。

A、 赞科夫
B、 巴班斯基
C、 苏霍姆林斯基 D'
阿莫纳什维利
答案： C
解析：苏霍姆林斯基结合自己多年担任农村中学校长的实践，悉心研究教肓理论，不倦地写作，发表了《给教师的建议》《把整个心灵献 给儿童》
等 40 余部教肓专著。

2、在教肓学发展过程中，美国鲍尔斯、金蒂斯代表的学派是（

）。

A、 实验教育学
B、 实用主义教育学
C、 文化教育学
D、 批判教育学
答案： D
解析：在教肓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理论派别主要有实验教肓学、文化教肓学、实用主义教肓学和批判教肓学等。其中，批判教肓学 的代表人
物有鲍尔斯、金蒂斯、布厄迪尔等。

3、决定教肓性质的主要社会因素是（

）。

A、 生产力
B、 政治经济制度
C、 科学技术
D、 民族和文化传统
答案： B
解析：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肓具有制约作用，它决定教肓的性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属于什么性质，其教肓也就属于什么性质。

4、"莲出于污泥而不染"这个比喻说明了人具有（

）o

A' 差 异 性 B' 社 会 适
应 性 C'自然［•生

D、 主 观 能 动 性
解析：遗传、环境和教肓对人的身心发展的彳乍用，只是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或条件性的因素，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才是其身心发展的内 在动力，
"莲出于汚泥而不染"正是说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

5、把培养合格公民作为教肓根本目的的理论是（

）。

A、 个人本位论
B、 社会本位论
C、 宗教本位论
D、 民族本位论
答案： B
解析：社会本位论把培养合格公民作为教肓根本目的，主张确定教肓目的不应该从人的本性需要出发，应该从社会需要出发，社会需要是 确定教肓
目的的唯一依据。

6、世界各国基础教肓学校在入学年龄、中小学分段等方面的规定中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这说明影响学制建立的主要因素 是（
A、 生产力水平

B、 政治经济制度
C、 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
D、 民族文化传统
答案： C
解析：学制的建立，必须依据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在建立学制时，确定入学年龄、修业年限、各级各类学校的分段，都要考虑青 少年儿童
的身心发展规律。因此，影响学制建立的主要因素是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

1、"皮格马利翁效应"亦称"教师期望效应"，指教师对学生的殷切期望能戏剧性地收到预期效果的现象。它说明的是 下列哪种师生
关系的作用？（
A、 工作关系

）。

B、 组织关系
C、 心理关系
D、 伦理关系
答案： C
解析：在师生关系中，心理关系以情感、认 i 只等交往为表现形式。教师对学生的殷切期望能戏剧性地收到预期效果，在本质上是学生的情 感和认
识受到了教师期望的影响，即心理关系的作用。

8、陶行知先生倡导"生活教肓〃"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所体现的课程类型是（

A' 学 科 课 程
B、 综合课程
C、 隐性课程
D、 活动课程
答案： D
解析：活动课程亦称经验课程、儿童中心课程，主要以儿童从事某种活动的兴趣和动机为中心组织课程。"生活教肓""教学做合一"的

用 捐 埋 瑶 盎 型 TF 皂沃动埋理.
9、长期的实践证明，基础教肓学校必须坚持（

A、 以教学为主
B、 教学与研究并重
C、 教学与实践并重
D、 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答案： A
解析：学校是专门培养人才的机构，它要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都得到发展，这就需要通过教学、课外校外活动、生产劳动等途径来 实现。在
多种途径中。教学涉及学科领域最广，占用时间最大，对人的影响也最全面。因此，基础教肓学校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

10、《学记》中比较准确地体现教学启发性原则的是（

）。

A、 〃开而弗达〃
B、 "学不躐等"
C、 〃及时而教"
D、 "禁于未发〃
答案： A
解析：《学记》中提到"开而弗达"，意思是要启发学生，而不是直接告诉他结果。阐明教师的作用在于启发、引导、激励学生，体现的 是启发性的教
学原则。

11、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提出问题，对问题进行讨论、分析和研究，从而解决问题的学习和教学方法是（

）。

A、 自主学习
B、 合作学习
C、 探究学习
D、 小组学习
答案： C
解析：探究学习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提出课题和提供一定的材料，引导学生自己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得出原理。它的特点是关 心学习过
程甚于关心学习结果，要求学生主动参加到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去。

12、班主任工作的重点是（

）。

A' 对 学 生 进 行 品 德 教 育
B、 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C、 指导学生的课余生活
D、 指导班委会的工作
答案： A
解析：班级德肓工作的好坏，对班级整个工作的质量、对学校整体教肓工作的质量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肓是班主任 的工作重
点。

二、辨析题：13 ~ 14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首先判断正确或错误。然后说明理由。
13、备课就是钻研教材、写教案。
错误或不全面。（2 分）
钻研教材、写教案只是备课过程中的部分内容，不是全部内容。此外，还要求教师要钻研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了解学生 以及
写出教学进度计划等。（4 分）
14、 "专家未必名师。〃
专家具有深厚的学科知，这只是作为名师的条件之一。作为一个名师，还必须具有高尚的师德、教育教学理论素养和教 育教学
技能技巧。（4 分）
三、 简答题：15 ~ 17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15、 教肓功能类型是如何划分的？

（1）从作用对象角度，可分为教育的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3 分）
（2）从作用方向角度，可分为教育的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3 分）
（3）从作用呈现形式角度，可分为教育的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2 分）
16、 教学的基本任务有哪些？
（1）传授科学文化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2）发展学生的智能，特別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3）发展学生的体力，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4）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
（5）发展学生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形成良好品德和个性心理品质。
17、 我国当前倡导的素质教育具有哪些重要意义？
（1）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提高综合国力；（3 分）
（2）有助于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深化教育改革；（3 分）
（3）有助于全面发展教育的落实。（2 分）
【评分说明】考生若有其他合理答案，可酌情给分。
四、 论述题：18 小题，15 分。
18、 阅读下列案例，并回答问题。
［案例］
最近几天，任课老师们总是向我这个班主任反映王晓晓的问题：上课不守纪律，总是打扰別人，对老师的批评不以为然， 对学
习缺乏兴趣，成绩较差。
如何引导规劝他呢?我发现，他玩"悠悠球〃很有两下子，技术不错，玩时非常专注投入，样子可爰极了。思忖良久，我有 了主意：
请他当老师们的教练!并安排周二和周四的课外活动上课，每次 15 分钟。
刚开始，面对自己的老师，他很不习惯，也放不开。渐渐地随着大家"教练、教练〃的叫着，他开始有点自信了，像模像 样地
教起来......我们则尽量减少教师的角色身份，像学生一样有模有样地学。每当他做演示或是讲解的时候，我们谁也不说
话，安静、认真地听着；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总是先举手示意，然后称呼"教练〃，再说出不明白的地方；中途某老师 有事，
总是礼貌地向这位"教练〃请假......那么，这时候的他呢?总是很有礼貌地回答说：
"好，没关系，老师您去吧!〃
实事求是地讲，每次我都很感动，感动于王晓晓在这种变相的激励和重重熏染中取得的进步，更感动于我的同事对教育的 理解
和付出。
自从这个计划实施以后，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不守纪律，总打扰别人的王晓晓了。在课堂上，他表现得很认真很有礼貌，
学习积极主动，各科老师普遍反映王晓晓变了......
［问题］案例中的班主任主要贯彻了什么德育原则?采用了什么德肓方法?请加以具体分析。
（1）案例中的班主任主要贯彻了依靠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的原则（长善救失的原则）。（4 分）
案例中的班主任发现王晓晓擅长玩"悠悠球〃，于是，抓住这个积极因素加以发挥，让他教老师们玩悠悠球，在这个过程 中王
晓晓找回了自尊和自信，克服了原来上课不守纪律，总是打扰別人，对学习缺乏兴趣等消极因素，提高了王晓晓的自 制力。（4
分）
（2）案例中的班主任主要采用了榜样示范等方法。（4 分）
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在做"学生〃时，认真的学习态度，对"教练〃虚心求教的精神，给王晓晓同学树立了榜样。加之进行 适时的
引导，促使了王晓晓的转变。（3 分）
【评分说明】考生若有其他合理答案，如案例中的班主任贯彻了 "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原则〃等，也可酌情给分。
五、 选择题：19 ~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4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顷中，只有一顷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9、1879 年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建立，从此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建立这个实验室的心理 学家
是（
A' 詹 姆 斯

）。

B、 华 生
C、 铁 钦 纳
D、 冯 特
答案： D
解析：1879 年，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冯特在德国菜比锡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开始对心理现象进行系统的实验室研究，从此 心理学从
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20、有目的有计划地控制条件，使被试产生某种心理活动并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称为（

）。

A、 观察法
B、 测验法
C、 实验法
D、 调查法
答案： C
解析：实验法指在控制条件下系统地操纵某种变量来考查它对其他变量影响的研究方法，即有目的地控制一定的条件或创设一定的情境， 以引起被
试的某些心理活动，从而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

21、无意识情况下个体的知识与经验自动地对当前任务产生影响的记忆，称为（

）。

A、 内隐记忆
B、 工作记忆
C、 语义记忆
D、 参考记忆
答案： A
解析：根据记忆时意识参与的酿，可将记忆分为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其中，内隐记忆指的是不需要意识财需要有意回忆的情况下, 个体的已有经验
自动对当前任务产生影响而表现出来的记忆。

22、医生根据病人的体温、心率、血液、血压等指标的变化，对不能直接观察的患者体内病变作出正确诊断，这是思维的
） o

（

A、 炅活性
B、 间挠［•生
C、 独特性
D、 概括性
答案： B
解析：思维活动不反映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而是借助一定的中介和一定的知识经验来反映客观事物，这就是思维的间接性。题干 中所体现
的正是思维的间接性。

23、"忧者见之则忧，喜者见之则喜。〃这种情绪状态属于（

）。

A、 心境
B、 应激
C、 激情
答案： A
解析：心境是一种微弱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带有弥散性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在人的其他一切体验和活动上都留下了烙印，影响人的整 个行为表
现。所谓"忧者见之则忧，喜者见之则喜"说的就是这种情绪状态。

24、某人生病后，想早日痊愈但又害怕吃药打针。这种心理冲突属于（

A、 双趋冲突
B、 双避冲突

）。

C、 双重趋避冲突
D、 趋避冲突
答案： D
解析：趋避冲突指对同一目的兼具好恶的矛盾心理。生病后既想早日痊愈又害怕吃药打针的心賴于典型的趋避冲突。

25、智力技能形成的三个阶段是原型定向、原型操作与（

）。

A、 原型内化
B、 原型应用
C、 原型启发
D、 原型反馈
答案： A
解析：智力技能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⑴原型定向，即了解心智活动的"原样"，了解原型的动作结构；（2）原型操作，即把学生在头脑中 应建立起
来的活动程序计划，以外显的操作方式付诸实施；（3）原型内化，即将智力活动的实践模式向头脑内部转化。

26、个人对现实稳定的态度与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相结合的人格特征，称为（

）。

A'气质
B、 性格
C、 能力
D、 动机
答案： B
解析：性格是指人对客观现实的较稳定态度与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相结合的人格特征。它是一个人的心理面貌本质属性的独特结合，是人 与人相互
区别的主要方面。

27、"江山易改，稟性难移。〃这说明人格具有（

A、 稳定性
B、 功能性
C、 独特性
D、 整体性
答案： A
解析：人格具有稳定性，一个人的某种人格特点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下来了，要想改变它，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所谓"江山易改，票性 难移"，说的
正是人格具有稳定性的特点。

28、对一个人的某个方面形成印象后，往往会根据这个印象对此人的其他特征作出推理。这种现象属于（

）。

A、 刻板印象
B、 首因效应
C、 晕轮效应
D、 投射倾向
答案： C
解析：晕轮效应指的是人们从一种已知特征推知其他特征，如知道某人是聪慧的，则许多人就把这个人想象成富有魅力、灵活、有活力、 认真、可
信赖的人。题干中所述现象即属于晕轮效应。

29、通过对引起恐怖或焦虑的刺激由弱到强地暴露给来访者，使其逐渐适应，增加耐受力，直到消除恐惧或焦虑反应。这 种行为
矫正方法称为（
A、 支持疗法

）。

B、 厌恶疗法
C、 领悟疗法
D、 系统脱敏
答案： D
解析：系统脱敏法的基本方法是，在患者出现焦虑或恐怖反应时，同时引起一个与之对抗的肌肉松弛反应，以使患者原来的不良反应强度 减弱，直
到最终消失。题干中所述矫正方法即为系统脱敏。

30、在影响人格形成的因素中，被称为"制造人类性格的工厂"的是（

）。

A、 学校
B、 家庭
C、 社会
D、 遗传
答案： B
解析：在人格形成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父母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得好坏，会直接影响儿童性格的 形成，因
而家庭被称为"制造人类性格的工厂〃。

六、 辨析题： 31 ~ 32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首先判断正确或错误。然后说明理甶，
31、 随意注意就是随随便便的注意。
错误。（2 分）
随意注意是自觉的、有预定目的、必要时需要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所以它不是随随便便的注意。（4 分）
32、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是一回事。
虽然两者有联系，但也有区別，表现为：工作对象不同，心理咨询主要面对正常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心理困惑，心理治 疗的主
要对象是有心理疾病的患者；遵循的模式不同，心理咨询主要遵循发展与教育模式，心理治疗遵循医学模式；工作 任务的侧重面
不同，心理咨询针对个体的生活，心理治疗针对个体的疾病。（4 分）
七、 简答题： 33_35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33、 简述知觉的特征。
⑴知觉的选择性；（2 分）
（2）知觉的理解性；（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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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知觉的恒常性。（2 分）
34、 简述影响遗忘进程的因素。
（1）识记材料的性质与数量；（2 分）
（2）学习的程度；（2 分）
（3）识记材料的序列位置；（2 分）
（4）识记者的态度。（2 分）
35、 简述卡特尔的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理论。
卡特尔将智力区分为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
（1）流体智力是在信息加工和问题解决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晶体智力是指获得语言、数学等知识的能力。（3 分）
（2）流体智力较少地依赖文化和知识的内容，而决定于个人的稟赋；晶体智力决定于后天的学习，与社会文化有密切关系。
（3 分）
（3）流体智力的发展一般人在 20 岁以后达到顶峰，30 岁以后将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晶体智力在人的一生中一直在发展，只 是

在 25 岁以后，发展的速度渐趋平缓。（2 分）
八、论述题： 36 小题。15 分。
36、 联系实际论述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1）运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3 分）
（2）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和集中性思维；（3 分）
（3）发展学生的创造想象力；（2 分）
（4）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创造性活动，正确评价有创造力的学生。（2 分）
【评分说明】联系实际适当阐述，酌情加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