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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陕西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考试 

大学语文科说明 

Ⅰ．考试范围 

本说明根据我省普通高校在校专科生所开《大学语文》课程的情况和各普通高校所使

用的相关教材的特点，本着简明、求是的要求编写，所列的考试内容均在此次考试范围

内。 

Ⅱ．考试要求 

大学语文科要求测试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评价、表达应用五种能力。 

一、识记  指识别和记忆。 

二、理解  指认知领会并能做出正确解释。 

三、分析综合  指运用所学语文知识对相关作品能够进行分析和归纳整理。 

四、评价  指对阅读材料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能够做出正确的评价。 

五、表达应用  指书面语言的表达应用。 

 

Ⅲ．考试内容 

一、语言知识 

（一）识记文言作品的常见实词，主要识别古今意义有所区别的词语，应特别注意在 

现代汉语中仍具有生命力的文言词语和成语。 

（二）识记常见文言虚词的含义和用法，辦识同一个文言虚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

同 

含义和作用。重点掌握“之、其、者、所、以、于、而、则、焉、乃”等文言虚词。 

（三）对于文言句式，主要认知常见的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语法现象和句式，如使动用

法、 

意动用法、名词作状语、名词用作动词、宾语前置、判断句和被动句。 

（四）理解古今作品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排比、比拟、夸张、对偶、借代、用典、

反 

诘、反语等。 

二、文学知识 

（一）识记作家作品。熟记作家姓名、笔名、所处时代、思想倾向、文学主 

张、创作风格、所属文学流派及团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作品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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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知领会古代诗文常见文体分类。散文如语录体、纪传体、书信体、史论体、

游记体、寓言体；古代诗歌如楚辞、乐府、歌行、律诗、绝句、词、曲、赋等。 

 

三、文体知识 

（一）论说文 

论说文是剖析事物、论述事理、发表意见、阐述作者立场和观点的一种文体。 

1．论说文的要素 

论说文一般由论题、论点、论据、论证四个要素构成。 

（1）论题：论题是所要议论的问题或对象，是有待于证明的命题，它规定、限制议论

的范围和重点，决定议论展开的方向和途径，是贯穿全文内容、组织结构的中心线索。论

题通常出现在文章的标题中或文首。论题通常并不表明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不表示

判断。 

（2）论点：论点是对论题的回答，是作者在剖析客观事物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或是

作者对阐述的问题提出主张、看法和表明的态度。论点分为中心论点和分论点。中心论点

是文章所议问题的总的最基本的看法，是全部分论点的高度集中和概括，起着统率全篇的

作用。分论点是从属于中心论点并为阐明中心论点服务的若干思想观点。论点的提出必须

明确、深刻，要有事实或理论作基础。 

（3）论据：论据是用来证明论点的理由和根据。论据就其本身的性质和特征，可以分

为事实性论据和理论性论据。事实性论据是指现实的、历史的客观事实和可靠的统计数

字；理论性论据是指经过实践考验，被人们公认的正确观点，主要有经典著作的论述，权

威性的言论，科学的定义、原理、法规和规律，也包括一般的公理、常识、成语、公式

等，还包含宪法、法律、规章制度等法理性条文中可以作为说理依据的有关内容。论据的

基本要求是：真实可靠，充分典型。 

    （4）论证：论证是证明论据与论点之间逻辑联系的过程和推理的方式。论证的基本要

求是：合理，且推理必须有严密的逻辑性。论证分为立论和驳论。 

①立论：以充足的、确凿有力的论据正面证明作者自己的某种见解、主张。 

②驳论：以有力的论据反驳片面的、错误的论点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 

2．论证方法 

（1）归纳法：分析许多个别事物，归纳这些事物的共同特点，从而推导出一般性的结

论的论证方法。 

    （2）演绎法：从一般原理出发，对个别事物进行说明、分析，而后得出个别情况的结

论的论证方法。 

    （3）比较法：从个别到个别的论证方法。比较法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类比法，另类

是对比法。类比法是把性质、特点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较，从而证明论点。对

比法是把性质特点不同或相异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较，从而证明论点。 

    （4）驳论方法：先列出错误的观点，然后加以批驳，最后阐明自己的观点。驳论可以

反驳论点，可以反驳论据，可以反驳论证。 

（二）记叙文 

记叙文是以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文体。记叙文以记叙为主，但

也兼有描写、议论和抒情。 

    1．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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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是对人物、事件和环境作详细或概括的说明和交代。 

    （1）叙述对象 

    叙述的对象多种多样，诸如人物的经历、遭遇、命运，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组

织机构的诞生、沿革、调整，朝代的兴衰、更替、变动，民族的形成、迁徙、分合，器物

的创制、改造、改进，观点的产生、流变、演化等等，都必须用叙述来表达。 

     

（2）叙述人称 

    叙述人称即叙述的观察点和视点，是作者根据表达内容和目的所选择的叙述身份。 

    第一人称“我”叙述：是以当事人的口吻进行叙述，以“我”的身份在文章中出现，

所叙述的内容均为“我”之见闻、思考和感受。 

    第二人称“你”叙述：作者面对人物，以向人物说话的口吻，叙述人物的言语行动，

曲陈见闻感受，读者则是旁听者。用这一人称叙法易形成真挚亲切、感人肺腑的效果，所

造就的情调与韵味是采用别的人称叙法不能替代的。 

    第三人称“他”叙述：是以局外人的角度进行叙述，作者站在第三者的旁观立场对读

者转述见闻和感受。这样叙述，可以灵活地展示事物的各个方面，自由地刻画人物，不被

所见所感约束，表现的生活内容更丰富，表现的范围更宽广。第三人称叙法有其明显的可

靠的优越性，但却缺乏第一人称叙法的真实感和亲切自然的长处。 

    （3）叙述方法 

    ①顺叙和平叙 

    顺叙是按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或人物经历的自然顺序进行叙述的方法。顺叙的优

点是首尾圆合，来龙去脉清晰；常出现的问题是平铺直叙，易写成流水账；要注意主次有

别、详略得当。平叙，即叙述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两件或更多件事情。可以先叙一

件，再叙另一件，也可以几件事情并列交叉地叙述。平叙的作用是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

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楚，有条不紊。 

    ②倒叙和插叙 

    倒叙和插叙都是顺叙的一种变化。倒叙是把事件（人物）的结局或发展过程中精彩、

感人的片断提到前边叙述，然后再按自然顺序进行叙述的方法，又叫倒插笔。用倒叙可以

造成悬念、使文章结构富于变化。插叙，是在叙述进行中暂停一下，插入另外一段叙述，

插叙完毕，再把原叙述进行下去。插叙或为表达文章中心的需要，或为帮助读者深入了解

故事情节，或对出场人物、情节作注释、说明。插叙能充实文章内容，丰富故事情节，也

可化直为曲，使文势起伏跌宕。插叙又有多种分类：插入往事的片段，称之为追叙；对上

文补充说明，称其为补叙；插进来的内容在表达顺序上与原叙述的顺序相反，称为逆叙。 

    ③详叙和略叙：详叙是详细叙述，是对事件的过程或某个片段做详细具体的交代；叙

是简要叙述，与文章主题关系不大的材料写得概括、简略，通常是删除细节，保留事件梗

概。 

    ④总叙和分叙：总叙是在叙述人物、事物或事件之前，先对其作一个总的介绍，给读

者一个总的印象和轮廓；分叙则是在总叙之后，对一件事情从不同方面进行叙说。 

    2．描写 

    描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人物的状态、动作，物的性质，特征，环境的色彩、布

局等具体地描绘出来，再现给读者的一种表达方式。 

（1）描写对象 

    ①人物描写 

    肖像描写：即通过人物的容貌、神情、姿态与衣着服饰等外部特征的描摹，以显示人

物的性格、气质与精神状态。肖像描写的要求是：一要以形传神，抓住外表上富有代表性

的特征；二要独特、新巧，切忌因袭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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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描写：即对于人的具体行动的描写。行动描写的要求是：要具体、生动展示出人

物行动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圆满地回答人物“怎么样做”的问题。 

    语言描写：即用个性化的语言塑造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描写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独白

（作品中人物自言自语），一是对话（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互问互答）。描写好语言，首

先语言一定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处境、思想和性格特征；其次，语言要准确、简洁、传

神。 

    心理描写：即直接概述人物内心活动，或通过人物的独白、追忆、幻觉、梦境等，展

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活动的方法。进行心理描写时，作者不能把自己的

感情强加给人物；铺垫好寄托心理活动的必要的环境条件；应与其他描写方法交错穿插，

不宜作过长、静止、单调的心理描写。 

    ②环境描写 

    自然环境描写：即对山川风物、生态气候的描写。自然环境描写被称为“风景画”，

通常为人物出场、情节发展交代背景或渲染气氛。 

    社会环境描写：其内容包括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住所陈设、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

环境是形成人物思想性格的客观条件和依据，要写出时代的特点。 

    场面描写：是在特定时间与地点，对众多人物共同活动的情景的描述。场面描写主要

有两种：一种是鸟瞰式，即从整体着眼，较全面概括地写出场面的总的景象和总的气氛，

这种方法，不求点上的细微，而求面上的广度，关键是写出一个完整的艺术画面。另一种

是特写式，即把场面中具有代表性、特征性的典型情景，集中、细致地突现出来。 

    ③细节描写：即对人、事、景、物的富有典型意义的细枝末节的刻画与描绘。细节描

写可以促成情节的曲折和复杂，可以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可以展现环境景物的独有特

征，可以增强主题的表现力。 

    （2）描写的视点 

视点就是观察者的立足点，包括距离、方位、角度、状态。用第一人称描写人、事、

物，只能限制在观察者“我”活动的范围；用第三人称进行描写不受时空限制，对视点要

求不那么严格，可以比较精确，也可以比较模糊。描写同一事物，当视点转换时，就应注

意前后呼应，协调一致。 

    （3）描写的方法 

    ①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 

    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是按描写角度分类。 

    正面描写也叫直接描写，即不依靠陪衬烘托，不凭借他人眼光，作者按照一定的时间

或空间顺序，把镜头直对事物进行刻画，使对象的状貌、性质和特点直接映人读者的视

野，从而产生鲜明印象。正面描写是最基本的描写方法。侧面描写也叫间接描写，即不从

正面人手直接描写对象而通过有关的人、事、景、物的描写，来烘托、渲染或折射被描写

的对象。侧面描写曲折含蓄，能唤起读者的想象，引发读者的兴趣。侧面描写经常与正面

描写相结合，多侧面地、立体地表现对象。 

    ②自描和彩绘 

    自描和彩绘是按风格分类。 

    白描，本是中国画纯用墨线而不着颜色勾勒物象的技法，借用到写作中是指不用更多

的渲染，不以华丽辞藻修饰，更不用曲笔陪衬，而以朴实的文字准确描写出生动的形象，

这是一种如鲁迅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描写方法。彩绘是以绚丽

多彩的文字，借用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段进行描写的方法。彩绘不仅词采浓艳而且

文字细密，对描写对象精雕细刻。 

③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 

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是按描写对象的形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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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描写，即描写静止状态的物象。被描写的对象处在固定位置，作者抓住其富有特

点 

的方面进行具体细致的刻画。静态描写还讲究抓住运动状态中的对象“定格”处理后，描

写其相对静止的面貌。动态描写一是把物象运动状态下的情景、面貌描摹出来；一是用比

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对相对静止的物象进行刻画，使这些物象“活”起来。在描写

中，何时用静态描写，何时用动态描写，何时化静为动，何时化动为静，全凭文章主题的

需要而定。一般来说，动静结合，能使物象更富生气，更具感染力。 

    3．抒情 

    抒情是指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主观感受和思想感情的抒发。 

    （1）直接抒情：又叫直抒胸臆，即作者直接倾吐自己喜怒爱憎的感情。 

    （2）间接抒情：间接抒情一般可以通过叙述抒情，作者因事而动情，将感情融入叙事

之中；可以寓情于理，即把感情寓于道理之中，借助说理表达思想感情；可以借景抒情，

又叫寓情于景或描写抒情，即作者把感情寄托在景物描写之中，以景物的形状、色彩浓

度、格调表达感情。 

    抒情有三条基本原则：一是感情要真实，不可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二是感情要健

康、高尚；三是感情的表现要具体。 

（三）诗词曲赋 

1．诗歌 

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这是唐代形成的概念。古体诗包括四言古

诗、 

五七言古诗、楚辞体、乐府体、歌行体等。古体诗不讲究平仄，不要求对仗，押韵较宽

松，每首诗的字数、句数也没有严格规定。与古体诗相对的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是唐代形

成的一种格律体诗。近体诗分为两种，一种称“绝句”，每首两联四句，平仄、押的、对

偶都有一定要求；五言的简称五绝，七言的简称七绝。一种称“律诗”，每首四联八句，

每句字数必须相同，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五言

的简称五律，七言的简称七律，超过八句的称为排律（或长律）。 

    2．词 

    词是一种配合着音乐歌唱的艺术形式。词具有诗上述的特点，又有自身的特点。在形

式上，词是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词调（词

牌），根据字数不同，词可分为长调、中调词、小令。根据结构不同，词有单调、双调、

三叠、四叠之分。词的句式参差不齐，基本上是长短句。每个词调的平仄都有严格规定，

而词的押韵比诗灵活。在内容上，词所反映的生活一般不如诗广阔；受题材制约，词在艺

术流派上不如诗流派众多；在艺术上，词长于比兴，注重寄托，显得含蓄深婉。 

    3．曲 

    曲因兴盛于元代，故又称元曲，是杂剧与散曲的合称。散曲有小令和套数（套曲）两

种。小令是单只曲子；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少则两曲，多则几十曲。套数都以第一首

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和词相比，散曲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

是散曲通首同韵，句句押韵，不能换韵，平上去三声通押；二是在散曲同一曲调中，可用

“衬字”来增添字。正字和衬字相配，既可保持曲调的腔调，又可增加语言的生动性，更

自由地表达思想内容。 

    4．赋 

    赋是汉代形成的一种文体。讲究文采、对仗、韵律，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赋在形

式上以铺张扬厉、夸饰、描述为主，并逐步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 

    （四）小说 

    小说是一种散文文体的叙事文学样式。传统小说以人物、情节、环境为三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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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物形象 

    人物是小说的文体重心。小说的人物是虚构的，是作者把现实生活中不同原型的某些

特征加以综合熔铸而成的，因此比现实中的原型更为典型。小说中刻画人物的方法多种多

样，可以有肖像描写、行动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也可以通过其他人物的反应和态

度进行侧面描写等等。小说不仅勾勒人物的轮廓，刻画其性格的一个或几个侧面，还要在

情节的发展中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变化。 

    2．情节 

    情节是小说的基本元素。情节是具有连贯性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具体事件，是人物性

格发展的历史。小说的情节是由特定的情节单元或叙事单元构成的，不同类别的小说，其

情节构成的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了多种形态的情节结构。而大多数小说都有开端、发展、

高潮和结局，有的长篇小说在开端前又加上一个序幕，有的在结尾后面延伸出尾声，能显

示生活中矛盾的发展过程。 

    3．环境 

环境是小说人物活动的舞台，事件发生的场所。小说往往通过对典型环境的具体描写

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反映时代和社会历史的风貌。小说环境可以分为典型环境和普通环

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生活场景和心理氛围等等。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小说不受篇

幅长短的约東，不受时空限制，可以随时变换场景，为人物活动提供所需要的时间与空

间，因而小说环境描写不但自由、灵活，而且也能充分、具体。 

四、课文阅读分析 

（一）记忆教材规定背通的篇目以及非背通篇目中的名言和名句。 

（二）识记每篇课文作者及其所属时代或国别；识记毎篇课文所属文体类别及其主要 

文体特征。 

（三）理解并归纳文章的主旨，认识其思想意义。如论说文的中心论点、记叙文的中

思 

想、诗词的基本思想感情、小说的主题思想等。 

（四）分析课文的结构特点，能正确划分课文的段落层次，并归纳其大意。 

（五）理解并评价课文的主要创作特色，对各种文体常用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如对

比、 

烘托、铺垫、暗示、比兴、象征、白描、叠字、铺叙、用典、夹叙夹议、动静结合、托物

言 

志等，联系课文作简要分析。 

（六）识别和理解课文中常见的修辞格，如比喻、比拟（拟人或拟物）、夸张，对

偶， 

排比、用典、反语、反诘、设问、借代、反复、层递等，并能联系课文语境说明其修辞作

用。 

（七）熟记课文中的关键词语和富于表现力的精彩词句，熟读精彩段落，分析其含义

和 

在课文中表情达意的作用。 

五、作文 

作文是对考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考核，同时也是对其思想修养、语文水平，知识积

累等综合能力的全面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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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文考试的基本要求是：文体把握要确当、思想内容正确、中心明确、条理清晰、结

构完整、标点正确、书写整洁、字体及行款格式合乎规范。 

    考核文体以议论文为主。 

Ⅳ.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1.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试卷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 

2. 试卷采用分卷形式。分卷包括试题和答题卡两部分，考生必须将答案写在答题卡

上，写在试题上的答案无效。 

二、试题题型、题量、赋分如下： 

1. 单项选择题                 20题 20分 

2. 填空题                     12题 12分 

3. 词语解释题                 12题 12分 

4. 判断题                     10题 10分 

5. 简析题                     4题 36分 

6. 作文                       1题 60分 

三、试题内容大略比例 

1. 语言文学常识                 约 36% 

2. 阅读分析                     约 24% 

3. 作文                         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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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陕西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考试 

 

大 学 语 文 试 题 

 
 
 
注意事项： 

1.考生领到试题后，须按规定在试题上填写行姓名、准考证号和座位号，并在答题卡

上填涂对应的试卷类型信息点。 
2.所有答案必须按照答题号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卡区域内作答，超出各题答题区域

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题上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将试题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3.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四个备选答案中选

出一个正确答案。 

1. 《季氏将伐颛臾》的文体是： 

A.议论文            B.记叙文            C.说明文            D.小说 

2. 《赵威后问齐使》选自： 

A.《孟子》          B.《左传》          C.《战国策》        D.《国语》 

3. 下列著作中文学性最强的是： 

A.《论语》          B.《庄子》          C.《墨子》          D.《荀子》 

4. 《谏逐客书》的作者是: 

A.屈原              B.刘向              C.左丘明            D.李斯 

5. 下列作品中重点叙写母爱的是： 

A.《听听那冷雨》    B.《百合花》        C.《我与地坛》      D.《废墟》 

6. 下列作品属于蒲松龄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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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马伶传》                            B.《婴宁》           

C.《石崇与王恺争豪》                    D.《祭十二郎文》  

7. 下列作家中号“六一居士”的是： 

A.李清照            B.王维              C.欧阳修            D.马致远 

8. 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是： 

A.英国人            B.美国人            C.俄国人            D.法国人 

9.  小说主人公姚纳出自： 

A.《米龙老爹》      B.《苦恼》          C.《萧萧》          D.《围城》 

10. 沈从文的文学作品题材多取自： 

A.北平古城          B.成都故居          C.湘西世界          D.延安边区 

11.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作者是： 

A.戴望舒            B.郭沫若            C.舒婷              D.艾青 

12. 叙事长诗《长恨歌》的人物原型是 

A.唐玄宗、杨贵妃                        B.张生、崔莺莺       

C.王子服、婴宁                          D.焦仲卿、刘兰芝 

13. 《风波》中爱说“一代不如一代”的人物是： 

A.赵七爷            B.七斤嫂            C.七斤              D.九斤老太 

14. 下列诗人中擅长写边塞诗的是： 

A.高适              B.张若虚            C.孟浩然            D.王勃 

15. 《前赤壁赋》是一篇： 

A.大赋              B.文赋              C.骚赋              D.骈赋 

16. 《捡麦穗》中的“我”的性格特征是： 

A.忠勇刚烈          B.尖酸刻薄          C.天真烂漫          D.世故圆滑 

17. 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是： 

A.韩愈、柳宗元      B.张籍、王建        C.李白、杜甫        D.元稹、白居易 

18. 晚唐以“无题”诗著称的诗人是： 

A.杜牧              B.孟郊              C.李贺             D.李商隐 

19. 按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叙述的方法是： 

A.顺序              B.倒叙              C.平叙             D.插叙 

20. 下列句子属于判断句的是： 

A.其是之谓乎                            B.马伶者，金陵之梨园部也          

C.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D.岁亦无恙耶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2 分。 

21.屈原《国殇》 ：身既死兮神以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 ：客从远方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曹操《短歌行》（其一）：对酒当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4.陶渊明《饮酒》（其五）：山气日夕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王维《山居秋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清泉石上流。 

26.高适《燕歌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美人帐下犹歌舞。 

27.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明朝散发弄扁

舟。 

28.杜甫《秋兴八首》（其一）：寒衣处处催刀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白居易《长恨歌》 ：行宫见月伤心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李商隐《锦瑟》 ：庄生晓梦迷蝴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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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李清照《声声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最难将息。 

32.王实甫《长亭送别》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词语解释:本大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2 分。 

33.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 

岁: 

34. 秋水时至。 

时: 

35. 虎兕出于柙。 

于: 

36. 此五子者不产于秦国。 

产: 

37.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锡: 

38.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言: 

39. 如此孩提者又可希冀其成立耶？。 

成立: 

40. 盖马伶耻出李伶下。 

耻: 

41. 发函得诗。 

函: 

42. 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 

颜色: 

43.不足恨，今还卿。 

恨: 

44.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造物者: 

 

四、判断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在正确判断题后的括号内划“ √ 

”错误的划“ ×” 。 

45. 《诗经》和《楚辞》在文学上并称“风骚”。                            

（   ） 

46. 杂居《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                                  

（   ）          

47. 被誉为“以孤篇压倒全唐”的诗诗《春江花月夜》。                        

（   ） 

48. 《故都的秋》是一篇写南京秋天的游记散文。                             

（   ） 

49. 余光中被称为“雨巷诗人”。                                        

（   ） 

50. 柳永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以比兴手法抒写情怀。            

（   ） 

51. 韩愈主张“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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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曹操诗歌的基本风格是苍凉悲壮。                                    

（   ） 

53. 《神女峰》写了剪不断的乡愁和对祖国的爱与思念。                       

（   ） 

54. 乐府是东汉时期设立的官方采诗机构。                                 

（   ） 

 

五、 简析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9 分，共 36 分。 

55.阅读《<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的文字: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

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

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

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请回答: 

(1)这段文字主要运用的修辞手法是什么?(4分) 

(2)这段文字主要运用的论据类型是什么?(4分) 

(3)这段文字中大学之“大”指的是什么?(1分) 

 

56.阅读《宝玉挨打》的文字: 

话未说完，把个贾政气得面如金纸，大喝：“拿宝玉来！” 一面说，一面便往书房

去，喝道：“今日再有人来劝我，我把这冠带家私一应就交与他与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

个罪人，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寻个干净去处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

罪！”众门客仆从见贾政这个形景，便知又是为宝玉了，一个个都是咬指吐舌，连忙退

出。贾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满面泪痕，一叠连声：“拿宝玉！拿大棍！拿绳捆

上！把门都关上！有人传信到里头去，立刻打死！”……贾政还嫌打的轻，一脚踢开掌板

的，自己夺过板子来，狠命的又打了十几下……众门客见打的不祥了，赶着上来，恳求夺

劝。贾政那里肯听？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

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明日酿到他杀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 

请回答: 

(1) 这段话是用什么描写手法塑造人物的?(3分) 

(2) 这段话中的贾政是个什么样的形象?(4分) 

(3) 宝玉挨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分) 

 

57.阅读《浪淘沙》一词 :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1]。罗衾不耐五更寒[2]。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3]。

独自莫凭栏[4]，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5]。 

请回答: 

(1)“罗衾不耐五更寒”有何寓意?(4分) 

(2)这首词抒发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4分) 

(3)这首词主要用什么手法抒情?(1分) 

 

58. 阅读《段太尉逸事状》中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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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署一月[16]，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列卒

取十七人[17]，皆断头注槊上[18]，植市门外。晞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

“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19]。”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

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20]，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

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 

请回答: 

(1)写出这段文字中“太尉”的姓名。(1分) 

(2)这段文字描写角度是怎样的?(4分) 

(3)这段文字中“太尉”的形象特征是什么?(3分) 

 

六、作文:60 分。 

（一）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

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

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

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

一瓢饮，有不改其快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

乐，而仍能乐观。 

                                              （选自钱钟书《写在人生边

上》） 

（二）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1]。自一身以至于

天下国家，皆学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

之于人大矣，不耻恶[2]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3]其泽[4]。 

 

(节译自顾炎武《与友人论学

书》) 

 

[1]行己有耻：持身要有廉耻。 

[2]恶：粗劣。 

[3]被：施及；加于……之上。 

[4]泽：恩惠。 

59.请从上述材料中选择一则，自拟题目,写一篇 600～1000字的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