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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同等学力申硕考试教育学综合真题及答案解析 (回忆版)

一、选择题（每个题 1.5 分，共 30分）

1.在教育过程中，不可揠苗助长，这说明青少年身心发展具有（）

A.顺序性 B.不均衡性 C.稳定性 D.个体差异性

【答案】A

【解析】人身心发展的顺序性要求教育要循序渐进，不可拔苗助长。

2. 决定着教育领导权和受教育权的社会因素是（）

A.生产力 B.文化 C.科技 D.政治制度

【答案】D

【解析】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教育的性质，决定教育的领导权和受教育权。

3.“师之所存，道之所存”，这句话反映出教师（)

A.人类文化的继承者与传递者 B.价值引导的实践者 C.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组成

部分 D.社会文明的延续者

【答案】B

【解析】题干中的含义是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这句话指的是教

师是价值引导的实践者。

4.父母在家庭教育中要因材施教，这反映家庭教育特点是（）

A.感染性 B.针对性 C.终身性 D.个别性

【答案】B

【解析】因材施教是指根据受教育者的个性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5.提出教育无目的论的教育思想家是（）

A.赫尔巴特 B.夸美纽斯 C.杜威 D.卢梭

【答案】C

【解析】教育无目的论的提出者是杜威，杜威认为，教育以外没别的目的，教育就

是它自己的目的。

6.既是中国古代独立的管理中央官学的行政机构，又是一个教育机构，这个机构是

（）

A.精舍 B.书院 C.鸿都门学 D.国子监

【答案】D

【解析】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独立的管理中央官学的行政机构，又是一个教育机构。

7.记录了中国古代学校管理和行政领导方面的制度和规定，并总结了一套教育教学

原则和方法，这本教育学著作是（）

A.《论语》 B.《学记》 C.《中庸》 D.《大学》

【答案】B

【解析】《学记》是世界上第一本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学校

管理和行政领导方面的制度和规定，并总结了一套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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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世纪末，率先提出大学四个学年分为初级学院和高级学院两个阶段的是（）

A.约翰&middot;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

B.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

C.密歇根大学校长塔潘

D.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

【答案】D

【解析】1892 年，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珀率先提出把大学的四个学年分为两个阶段

的设想。第一阶段的两年为“初级学院”，第二个阶段的两年为“高级学院”。

9. 在 17-18 世纪的德国，为升学做准备和培养社会上层职业者的中学形式是（）

A.实科中学 B.公学 C.文科中学 D.学园

【答案】C

【解析】17-18 世纪，德国中学的主要形式是文科中学，相当于英国的文法学校和

公学，具有强烈的古典主义色彩，主要任务是为升学做准备和培养社会的上层职业者。

10.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强调教育应以“改造社会”为目标，培养“社会一致”

精神的教育思潮是（)

A.存在主义教育 B.改造主义教育 C.人本主义教育 D.新传统派教育

【答案】B

【解析】改造主义教育认为教育应该以改造社会为目标；教育要重视培养社会一致

的精神；教学上应该以社会问题为中心。

11.根据教育心理现象的本来面貌来研究其本性，规律机制和事实，为教育心理学

研究的（）

A.发展性原则 B.客观性原则 C.系统性原则 D.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答案】B

【解析】教育心理学的客观性原则∶根据教育心理现象的本来面貌来研究其本性、

规律、机制和事实。

12.按照弗洛伊德的个性发展理论，男孩的恋母情结出现在（）

A.口唇期 B.肛门期 C.性器期 D.潜伏期

【答案】C

【解析】性器期（3～6岁）∶在这个阶段，儿童开始关注身体的性别差异，开始对

生殖器兴趣，性欲的表现主要在于“俄狄浦斯情结”（恋父或恋母情结）。

13.下列心理学家中，认知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A.桑代克 B.华生 C.斯金纳 D.班杜拉

【答案】D

【解析】班杜拉是认知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

14.为了获得教师或家长的赞许而开展学习活动的动机属于（）

A.认知的动机 B.自我提高的动机 C.附属的动机 D.成就动机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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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附属的动机是为了获得长者（家长、教师等）的赞许或认可而表现出把工

作做好的一种需要，属于外部动机。

15.教师所具有的课堂情景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被称为（）

A.本体性知识 B.条件性知识 C.策略性知识 D.实践性知识

【答案】D

【解析】教师所具有的课堂情景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被称为实践性知识，是在

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

16.一项教育科学研究回答的问题是“发生了什么”，这项研究所处的研究水平是

（）

A.直觉观察水平 B.探索原因水平 C.迁移推广水平 D.理论研究水平

【答案】A

【解析】直觉观察水平回答的问题是“发生了什么现象”，探索原因水平回答的问

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迁移推广水平回答的问题是“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将

发生同样的现象么”理论研究水平回答的问题是“研究中有哪些潜在的基础理论原 则”。

17.以改造或直接改造教育现象和过程为主要目的的课程属于（)

A.理论性研究课题 B.基础性研究课题 C.综合性研究课题 D.应用性研究课题

【答案】D

【解析】应用性研究课题∶主要包括那些为基础理论寻找各种实际应用可能性和途

径的课题，是以改造或直接改变教育现象和过程为主要目的的课题。

18.按照实验控制程度，可以将教育实验分为前实验、真实验和（）

A.准实验 B.后实验 C.自然实验 D.现场实验

【答案】A

【解析】按实验控制程度分为∶前实验，真实验，准实验。

19.通过事物间本质属性的比较，以确定事物的特点、性质、归属和发展趋势的研

究 方法（）

A.同类比较 B.异类比较 C.定性比较 D.定量比较

【答案】C

【解析】定性分析比较是通过事物间本质属性的比较，以确定事物的特点、性质、

归属和发展趋势。

20.教育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包括顺查法、逆查法、引文查找和（）

A.目录查找 B.循环查找 C.网络查找 D.综合查找

【答案】D

【解析】教育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包括顺查法、逆查法、引文查找和综合查找。

二、名词解释（每个题 3分，共 12分）

1.课程标准：课程标准是规定某一学科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实施建

议的教学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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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防教育法》 1958 年，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主要内容有∶加强“新

三艺”教学（科学、数学、外语）；强调“天才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为低收入

家庭的学生提供补 助；增拨大量教育经费。

该法案的颁布，有利于美国教育的发展，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培养科技

人才。

3.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是关于"怎么做"的知识，包括一系列的操作程序。

4.归纳假设：归纳假设是基于观察基础上的概括，是人们通过对一些个别经验事实

材料的观察，得到启示，进而概括、推论出的经验定律。

三、简答题（每个题 7分，共 28分）

1.简述教育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具体表现。 （1）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着

教育目标的设定。 （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规模和学

校的结构 （3）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着课程的设置和教育内容的变革 （4）生产

力的发展促进了教学组织形式教育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变革

2.简述苏联《统一劳动学校宣言》的基本内容 十月革命后，建立什么样的学校制

度成为苏联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1918 年，苏联开始讨论建立新的学校制度问题。10

月通过了《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统一劳动学校 基本原则》（又称《统一劳动学校

宣言》），开始了苏联新学校教育制度的尝试。

（1） 《统一劳动学校规程》的基本内容

《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强调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在学校生活中的地位；取消

一切旧的教学制度，取消教学计划；废除考试和家庭作业等。尽管这一规程有很多问 题，

但它毕竟是苏联教育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教育立法。

（2）《统一劳动学校宣言》的基本内容

《统一劳动学校宣言》是对《统一劳动学校规程》条文的具体说明。根据《统一劳

动学校规程》的规定，凡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的苏联的一切学校（除高等学校），一

律命名为“统一劳动学校”。所谓“统一”，是指所有的学校为同一类型的学校，是一

个不间断的阶梯；所谓“劳动”，是把劳动列为新学校的课程，使学生通过劳动认识世

界。“统一劳动学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级学校招收 8～13岁的儿童，学习期限为 5年

第 二级学校招收 13～17 岁的少年和青年，学习期限为 4年。“统一劳动学校”的建立，

反映 了苏联初期教育改革的尝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3.简述品德的含义及其心理结构 品德是一种个体现象，个人根据一定的道德行为

规范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稳固的特征或倾向。 （1）道德认识-基础和依据 （2）道德

情感-催化剂 （3）道德意志-精神力量 （4）道德行为-最终衡量标志

4.简述简述文献应当遵守的基本要求 第一：全面性，检索要全面。 第二：准确性，

检索要认真细致。 第三：勤于积累。第四：善于思索。

四、论述题（4选 3，每个题 10 分，共 30分）

1.试述教育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与条件

（1）两个前提 人的可教育性、人对教育的需要性。

（2）四个条件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教育的自身状况、家庭环境的因素、社会

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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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 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劝学篇》系统论述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是一种调和“中学”与“西学”、

旧学与新学的文化观、教育观，就其内涵来看是充满矛盾的“二重思想”。由于其主旨

在于维护清主朝的 封建政治制度和儒家纲常名教的至尊地位，政治上的反动性是显而

易见的。

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统教育，强调了“中学”的“经世致用”的成分；重视

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肯定了科技知识是救时富强之实政；扩大了学习西学的范围，主张

在更大规模上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中体西用"思潮的流行，给封闭僵化的封

建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争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从而为中

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3.试述定性分析的特点 （1）定性分析注重整体的发展的分析 （2）定性分析对象

是质的描述性资料 （3）定性分析的研究程序具有一定弹性 （4）定性分析的方法是搜

集资料进行归纳的逻辑分析 （5）定性分析中的主观因素影响及对背景的敏感性

4.结合韦纳的归因理论，分析下述案例中，杨东同学在数学学习方面的问题，并提

出帮助他的建议归因理论的指导原则和基本假设是∶寻求理解是行为的基本动因。学生

们试图去解 释事件发生的原因，他们试图去为他们的成功或失败寻找能力、努力、态

度、知识、运 气、帮助、兴趣等方面的原因。

韦纳认为∶能力、努力、任务难度和运气是人们在解释成功或失败时知觉到的主要

原因，并将这四种主要原因分为控制点、稳定性、可控性三个维度。根据控制点维度，

可将原因分为内部的和外部的根据稳定性维度，可将原因分为稳定的和不稳定的根据可

控性程度，又可将原因分为可控的和不可控的。韦纳将活动成败的原因归结为六个因素

能力高低、努力程度、任务难易、运气好坏、身心状态、外界环境等。他把这六个因素

归为三个维度，即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稳定归因和非稳定归因，可控归因和不可控归

因。

如果一个人将失败归因于缺少能力或努力，则会产生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是指

通过学习形成的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可奈何的行为、心理状态。材料中，杨东同学把

失败归因于能力，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

建议∶ 正确对自己的成败进行归因，应该归因于努力，避免将失败归因于能力，

而形成习得性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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