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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汉语言基础知识 

第一章   现代汉语 

【高频考点 1】现代汉语概述 

狭义的现代汉语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现代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官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

闽方言和粤方言。 

【牛刀小试】 

“现代汉语”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指普通话和各种方言，一指（   ）。 

A.普通话 B.中国各民族的语言 

C.现代标准语 D.现代的汉语 

【答案】A 

【高频考点 2】汉语拼音 

1.音素：从音色的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按发音情况的不同可分为辅音和元音两类。 

2.音节：人们听觉上最容易分辨出来的语音单位，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部分构成。 

3.声母：指汉语音节中开头的辅音。有的汉语音节开头的音素不是辅音，在语音学上被称为零声母。 

4.韵母：指汉语音节中声母后面的部分，主要成分是元音，分为韵头、韵腹、韵尾。 

5.音变：主要包括变调、轻声、儿化、语气词“啊”的音变等。 

【牛刀小试】 

如果不计零声母，现代汉语普通话声母的数量是（   ）。 

A.23      B.22      C.20      D.21 

【答案】D 

【高频考点 3】字音识记方法 

招聘考试中的常见题型，可结合字音识记方法掌握正确读音。 

1.以点连线法：形声字和多音字，如： 

千 qiān：歼 jiān 歼灭   纤 qiàn 纤夫   纤 xiān 纤维   跹 xiān 翩跹 

2.记少去多法：多音字，如： 

艾：只有在“自怨自艾”中，当“治理、改正”的意思讲，读 yì，其余读 ài。 

3.同音合并法：易误读字，如 

读“xùn”，可将“殉”“驯”“逊”“徇”等考查频率高的词合并记忆。 

4.联想记忆法，如： 

绯闻—绯 fēi红 

5.词性辨析法：多音字，如： 

劲：①名词 jìn，干劲、劲头； 

②形容词 jìnɡ，劲旅、疾风劲草、强劲 

6.据义定音法，如： 

臭：①chòu“难闻的气味”义，臭气熏天、遗臭万年； 

②xiù“气味”义，乳臭未干、满身铜臭 

7.据场辨音法，如： 

翘：①在书面语中，音 qiáo，翘首、翘楚； 

②在口语中，音 qiào，翘尾巴、翘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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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口诀法，如： 

筐 匡 诓  （kuānɡ） 

框 眶（木目为 kuànɡ）  （kuànɡ） 

【牛刀小试】 

1.下列各组词语中，加点字读音没有错误的一项是（   ）。 

A.佃．（diàn）户   忍俊不禁．（jīng）   埋．（mái）怨    面面相觑．（qù） 

B.栖．（qī）息     矫．（jiǎo）揉造作   酷肖．（xiào）   断壁残垣．（yuán） 

C.伫．（zhù）立    忧心忡忡．．（zhōng）  差．（chāi）使   吹毛求疵．（cī） 

D.留滞．（zhì）    味同嚼．（jué）蜡    晌．（xiǎng）午  花团锦簇．（cù） 

【答案】B 

2.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读音都不相同的一组是（   ）。 

A.唾．弃    沉睡．    千锤．百炼    捶．胸顿足 

B.憔悴．    粉碎．    猝．不及防    出类拔萃． 

C.啜．泣    拾掇．    缀．玉连珠    苦学不辍． 

D.悼．念    泥淖．    绰绰．．有余    掉．以轻心 

【答案】D 

【高频考点 4】汉字 

1.汉字形体的演变：先后出现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五种正式字体以及草书、行书等

辅助字体。 

2.造字法，即“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一般认为，前四种为造字法，后

两种为用字法。 

3.汉字结构。笔画是构成汉字的各种点与线，有相离、相接、相交三种；笔顺，是汉字书写时笔画

的先后顺序，必须按照笔顺规则进行书写。汉字的部件组合主要有左右组合、上下组合、包围组合、框

架结构四种。 

【牛刀小试】 

下列汉字中属于会意字的是（   ）。 

A.日 B.休 

C.上 D.樱 

【答案】B 

【高频考点 5】字形 

注意结合以下辨析方法积累汉字的正确写法（括号内为错别字）： 

1.音辨法，需读准字音，如： 

赝品（yàn）—义愤填膺（yīnɡ） 

2.形辨法，根据形旁表义的特点来推断，如： 

干燥（躁）、贪赃枉法（脏） 

3.义辨法，如： 

寥若晨星（辰）    一筹莫展（愁）    功亏一篑（匮） 

4.结构法，如： 

纷至沓（踏）来    惹是（事）生非 

5.语境法，根据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意义，如： 

反映—反应    变换—变幻 

6.双词对比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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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仗义执言    刺骨—悬梁刺股 

【牛刀小试】 

1.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部署     备受青睐     恰如其分     可望而不可即 

B.报道     伶牙利齿     群贤毕至     一年之计在于春 

C.揣度     共商国是     唾手可得     冒天下之大不违 

D.通谍     猝不及防     大相径庭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答案】A 

2.下列各组成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不径而走     既往不咎     麻木不仁 

B.陈陈相因     出类拔萃     陈词烂调 

C.步履维艰     兴高彩烈     恻隐之心 

D.咄咄逼人     成绩斐然     妄自菲薄 

【答案】D 

【高频考点 6】词 

一、语素和词 

1.语素：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 

2.词由语素构成。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音有义的语言单位。 

二、词的构成 

1.单纯词：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分为单音节单纯词和多音节单纯词。 

2.合成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的词，有复合式、重叠式和附加式三种构成方式。 

（1）复合式： 

①联合型（并列式），如：价值。 

②偏正型，如：冰箱。 

③补充型，如：说服。 

④动宾型（支配式），如：司机。 

⑤主谓型（陈述式），如：地震。 

（2）重叠式，如：哥哥、爹爹。 

（3）附加式合成词，如：老虎、刀子。 

三、词类 

1.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 

2.虚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 

四、词义 

有理性义、色彩义（感情色彩、语体色彩、形象色彩）两类。 

【牛刀小试】 

下列词语中属于合成词的是（   ）。 

A.狼狈 B.哆嗦 

C.国家 D.潺潺 

【答案】C 

【高频考点 7】短语 

短语，又叫词组，指意义上和语法上能搭配而没有句调的一组词，是介于词和句之间的语法单位。 

短语的结构，主要有： 

1.主谓短语，如：觉悟提高 

2.动宾短语（述宾短语），如：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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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偏正短语：①定中短语，如：祖国大地；②状中短语，如：很好看 

4.补充短语（中补短语、述补短语），如：机灵得很 

5.并列短语（也可称“联合短语”），如：文化教育 

6.连谓短语，如：去超市买菜 

7.兼语短语，如：请他进来 

此外，还有固定短语，分为专名和熟语两类，其中熟语是复习的重点，包括成语、格言、谚语、惯

用语、歇后语等。 

【牛刀小试】 

“我们要学好用好祖国的语言文字”中“学好用好”在句中的成分是（   ）。 

A.补语 B.状语 

C.定语 D.谓语 

【答案】D 

【高频考点 8】熟语误用类型 

1.望文生义 

例句：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文不加点．．．．、几乎没有注释的旧体诗集子，这样的书，读起来确实累人。 

【解析】使用错误。文不加点：点：涂上一点，表示删去。文章一气呵成，无须修改。形容文思敏

捷，写作技巧纯熟。这里把该词当作“没有加标点”的意思，望文生义，故错误。 

2.褒贬不当 

例句：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以无所不为．．．．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解析】使用错误。无所不为：没有什么不干的，指什么坏事都干，贬义词。这里当作褒义词使用，

故错误。 

3.张冠李戴 

例句：这部喜剧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人们所有的烦恼都涣然冰释．．．．了。 

【解析】使用错误。涣然冰释：疑虑、误会、隔阂等完全消除。不能形容烦恼，可用“烟消云散”。 

4.谦敬错位 

例句：我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做到了海纳百川、虚怀若谷．．．．。 

【解析】使用错误。虚怀若谷：虚：谦虚；谷：山谷。胸怀像山谷一样深广。形容十分谦虚，能容

纳别人的意见，敬词。此处用于“我”，谦敬错位，故错误。 

5.轻重失度 

例句：洪水冲垮了李老汉的房子，全村人都很难过，村前村后，哀鸿遍野．．．．。 

【解析】使用错误。哀鸿遍野：形容到处都是呻吟呼号、流离失所的灾民的悲惨景象。词义很重，

用在此处属于大词小用。 

【牛刀小试】 

下列各句中加点的词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司机张师傅冒着生命危险解救乘客的事迹，一经新闻媒体报道，就被传得满城风雨．．．．，感动无数市

民。 

B.“生命的价值在于厚度而不在于长度，在于奉献而不在于获取”院士的一番话入木三分．．．．，让我们

深受教育。 

C.他儿子正值豆蔻年华．．．．，理应专注于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没想到却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现在连

初中都读不下去了。 

D.在飞驰的高速公路上，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乘坐高铁带来的快捷与方便。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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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9】语病辨识 

1.搭配不当 

主要有主谓搭配不当、动宾搭配不当、主宾搭配不当、修饰语与中心语搭配不当。如： 

①临近考试，各位学员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都提高了。 

【解析】“学习态度”不可与“提高”搭配。 

②秋天的北京是个美丽的季节。 

【解析】“北京”不能是“季节”。此句中，由于定语和中心语放错了位置，导致主谓搭配不当。 

2.成分残缺或赘余 

1.成分残缺，主要有主语残缺、谓语残缺、宾语残缺、修饰语残缺。如： 

①对于“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解析】滥用介词“对于”，造成主语残缺，故应将“对于”去掉。 

②这种创作思想，造成了我们的文艺作品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解析】缺少与“造成”相搭配的宾语中心语，故应在句末加上“的局面”。 

2.成分赘余，主要有堆砌词语、语义重复、虚词多余。如： 

①睡前有三忌讳：一忌睡前不可恼怒，二忌睡前不可饱食，三忌睡处不可当风。 

【解析】“忌”和“不可”词义相同，应删除其一。 

②刘晓阳被当选为我县的县委书记。 

【解析】句中，“被”与“当”都是介词，造成多余，故删去“被”。 

3.语序不当 

主要有名词的多项定语次序不当、动词的多项状语次序不当、虚词位置不当、定语和中心语的位置

颠倒、事理逻辑顺序不当。如： 

①她是一位优秀的有 20 多年教学经验的国家队的篮球女教练。 

【解析】应改为：她是国家队的一位有 20 多年教学经验的优秀的篮球女教练。 

②我们如果不能实事求是，事业就会受到损失。 

【解析】前一分句主语是“我们”，后一分句主语是“事业”，前后主语不一致。应改为：如果我们

不能实事求是，事业就会受到损失。 

4.结构混乱 

主要有句式杂糅、中途易辙。如： 

①从 1987 年《短篇三题》为起点，他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 

【解析】“以……为起点”和“从……开始”两种结构杂糅，应删除其一。 

②中国人民自从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之后，中国的革命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大大改了样子。 

【解析】前一分句的主语是“中国人民”，句子没说完就开始说下一句，后一分句的主语变为“中

国的革命”。应将“自从”移到“中国人民”之前。 

5.不合逻辑 

主要有概念不恰当、自相矛盾、两面对一面、否定不当、主客颠倒等。如： 

①在交融与冲突并存的文化环境中，能否用东方雕塑语言来表达个性精神，恰恰是中国当代雕塑所

欠缺的。 

【解析】“能否”是两面词，而“中国当代雕塑所欠缺的”则是一面的情况，应删去“能否”。 

②二百多救援战士，几千条胳膊，同暴雨洪水搏斗了一天一夜。 

【解析】“二百多救援战士”怎么会有“几千条”胳膊？不合事理。 

6.表意不明 

主要有缺少必要的语境限制、标点符号使用不当、指代不明、停顿不同等。如： 

①鸡不吃了。 

【解析】可以有两种理解：①人不吃鸡肉了；②鸡吃的食物太多了，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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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我看见他很高兴。 

【解析】这句话有两种理解：①我看见他，我很高兴；②我看见，他很高兴。 

【牛刀小试】 

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在昨天的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工作动员大会上，杭州市出台了一系列“治堵”新招，严处 8类严重

影响交通的违法行为。 

B.2013年，杭州市确保拆除城乡违法建筑大约 300万平方米左右，力争完成拆除城乡违法建筑 375

万平方米的任务。 

C.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通信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对既有住宅区和住宅建筑通信配套设施资源共享

的监管力度，切实解决光纤到户改造入场难。 

D.“社区文化建设基地”是集艺术品展示、宣传拍卖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场所，以推广文化、交流

文化、普及文化和传播文化。 

【答案】A 

【高频考点 10】常用修辞格 

1.比喻 

比喻就是“打比方”，是用本质不同，又有相似点的事物描绘事物或说明道理的修辞格。有明喻、

暗喻、借喻、博喻几类，基本结构是：本体+比喻词+喻体。 

如：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2.比拟 

根据想象把物当作人写或把人当作物写，或把甲物当作乙物来写。只出现本体，不出现拟体，有拟

人、拟物之分。如： 

①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②朵朵花瓣翱翔在风中。 

3.借代 

不直说某人或某事物的名称，借同它密切相关的名称去代替，也叫“换名”。 

如：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 

4.夸张 

有意强调事物的某种特征，并对其加以扩大或缩小来表达强烈思想感情的修辞方法。 

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5.对偶 

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字数相等、意义上密切相连的两个短语或句子，对称地排列。 

如：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6.排比 

把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意思密切关联的句子或句子成分排列起来，使内容和语势增强。 

如：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清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

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7.设问 

无疑而问，自问自答，以引起读者注意和思考问题。 

如：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8.反问 

只问不答，把要表达的确定意思包含在句内。如： 

①难道我是三岁小孩子？（用肯定式表示否定） 

②我呢，我难道没有应该责备的地方吗？（用否定式表示肯定） 

9.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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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突出主要事物，用类似的或反面的、有差别的事物作陪衬。 

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10.对比 

把两种不同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相互比较的一种辞格。 

如：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牛刀小试】 

下列句子中运用的修辞手法正确的是（   ）。 

①一身乌黑光亮的羽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活泼机灵的小燕子。 

②托尔斯泰给人留下的难忘形象，来源于他那天父般的犹如卷起的滔滔白浪的大胡子。 

③风筝越飞越高，在空中翩翩飞舞着，我们快活地叫着，在田野里拼命地奔跑。 

④梨树挂起金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稻海翻起金色的波浪，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 

A.比喻   拟人   夸张   排比 

B.拟人   夸张   比喻   排比 

C.比喻   夸张   拟人   排比 

D.夸张   比喻   排比   拟人 

【答案】C 

【高频考点 11】顿号和逗号 

1.并列词语作谓语时不用顿号，而用逗号。 

2.并列词语作补语时不用顿号，而用逗号。 

3.并列的介宾短语作状语时，短语之间用逗号。 

4.邻近的两个数字连用表示约数时不用顿号，但表示确数时要用顿号。 

5.如果并列短语中，某一部分内还有并列词语时，大并列短语之间用逗号，小并列短语之间用顿号。 

6.并列成分后有语气词时，并列成分间使用逗号。 

【牛刀小试】 

下列各句，标点符号使用不符合规范的一项是（   ）。 

A.“在考场千万别慌，”老师经常对我们说，“做题时要看清题干要求，答题时要有条理。” 

B.按照结构分，可以分为联合短语、偏正短语、动宾短语、主谓短语、补充短语和同位短语等；按

照功能分，可以分为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 

C.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

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 

D.他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也许因为这点，姑娘们私下里都叫他“北京话”。 

【答案】C 

【高频考点 12】逗号和分号 

分号的主要作用是分清层次，分号表示的停顿比逗号长。分号主要表示并列关系。 

【牛刀小试】 

下列各句中标点符号使用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 

A.一面做，一面想。做，要靠想来指导，想，要靠做来证明。 

B.人们不得不思考，高科技的发展将导致艺术的沉沦？还是会迎来新时代的文艺复兴？ 

C.“学习就怕‘认真’二字。”张老说：“‘态度决定一切’，确实很有道理。” 

D.归隐是旧时文人理想中的一种闲散生活——鞠躬、题诗、作画、对弈…… 

【答案】D 

【高频考点 13】冒号 

冒号的基本作用就是总结上文和提示下文。 

1.冒号一般管到句终，不能管到句终则不能用冒号。 



	 	 	 	 	 	 	 	 	            教师事业部	

 9 / 32 
 

2.在表达转述的话时不能用冒号。 

3.用于总说性或提示性词语之后，表示提示下文。 

4.同一人话语未完，“说”后不用冒号。 

5.“即”“是”等词语的前面不能用冒号，后面可以使用。 

【牛刀小试】 

下列各句中，标点符号使用合乎规范的一项是（   ）。 

A.20 集电视剧《黄梅戏宗师传奇》正在黄梅邢绣娘影视基地拍摄。你打算双休日去参观呢？还是

等到暑假再去？ 

B.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 

C.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应成为我们不懈追求的箴言。 

D.近两年，我省经济发展迅猛，不说别的，你看街上的私家车如雨后春笋，一汽大众，长安福特，

东风雪铁龙，广州本田，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儿的，各种品牌应有尽有。 

【答案】B 

【高频考点 14】问号 

1.若一句话中的几问，是从不同角度发问的，则每句都用问号。 

2.选择问句，同一个主语，在句末用问号，句中用逗号；不同主语的单句，每个单句后都用问号。 

3.有疑问词，但整个句子不是疑问语气，不能用问号。 

4.主谓倒装句，问号放在句末，谓语后用逗号。 

5.反问句连用，每句都必须用问号。 

【牛刀小试】 

下列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在海边，他写浪花、礁石；在山顶，他写青松、老藤；在田野，他写春花、秋月；真可谓“远近

山水皆有情”。 

B.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却有年轻人的朝气，每天上下班高峰时间，他们都主动在十字路口帮助

维持交通秩序。 

C.近年房价不断上涨，可难为了那些工薪阶层预购房者，是赶快买一套新房子呢？还是继续观望一

阵？ 

D.“这是仅仅交给医院的，再加上乘车、住宿、吃饭，有几个农民负担得起？”周晓春代表说，“农

民就近看病应该是我国农村医疗发展的一个方向。” 

【答案】D 

【高频考点 15】引号 

1.标明文中直接引用的内容。 

2.标明文中需要加以强调的、特别指出的或有特殊含义的词语。 

3.文中的一些活动、会议、奖项名称；借用字母或文字的形状对人或事物加以描写；用数字表示节

日、纪念日或其他特殊日期；简称或缩略语等要用引号标出。 

【牛刀小试】 

下列各句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庄子永远有着我们不懂的地方，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永远有着我们不曾涉及的境界，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B.我不知道，在“五•一”这个劳动者的神圣节日里，农民工兄弟当中到底能够有多少人享受到法

律赋予他们的休息权？ 

C.《史记•匈奴传》有如此记载：太初四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

障列亭，至庐朐。” 

D.他读的哲学书籍大约有两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原著，第二类是中外哲学史家的著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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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他们哲学思想的读物） 

【答案】A 

【高频考点 16】书名号 

1.表示书籍、篇章、报刊、剧作、歌曲、栏目、电影、电视剧和法规文件名等名称。 

2.书名号里边还要用书名号时，外面一层用双书名号，里边一层用单书名号。 

3.标有引号或者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若有其他成分插在并列的引号或者书名号

之间（如书名号之后还有括注），宜用顿号。 

【牛刀小试】 

下列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文学作品，大都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进行再创作而完成

的。 

B.张家界石峰林立，峭壁万仞；天子山居高临下，气势磅礴；索溪峪群峰环抱，粗壮雄峻。 

C.如果没有润滑剂，机器就无法运转，特别是在尖端科学技术：如原子能、宇宙航行方面，更需要

具有特殊性能的润滑剂。 

D.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

么能够成功？ 

【答案】B 

【高频考点 17】叹号 

1.当表示感叹语气，或表示强烈的祈使语气、反问语气时，句末用叹号。 

2.如果句中有成分倒置，叹号则用在句末（主语后）。 

3.当两个叹词连用时，一般后一个叹词后用叹号，前一个叹词后用逗号。 

【牛刀小试】 

下列选项中，标点符号使用符合规范的一项是（   ）。 

A.被文学界称为《小红楼梦》的《浮生六记》，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自传体作品，书中的相关文字

记载，是钓鱼岛主权归属我国的新证。 

B.家训、家规传承的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这种历史的沉淀和传承是无言的教育，也是一种无声

的力量。 

C.游客们登上游艇，放眼欣赏湖光山色，大家不禁赞叹道：“真是太美了！西湖的春色。” 

D.最近网络“文言神翻译”风潮引发热议，是古典文化回归？还是纯粹的网友文言游戏？众人对

这股“最炫文言风”褒贬不一。 

【答案】B 

【高频考点 18】省略号 

1.表示文中省略了的话。 

2.表示沉默，语言中断，断断续续，欲言又止等。 

3.省略号的前面可用句号、问号和感叹号，表示上文是个完整的句子。省略号后面一般不用任何点

号。 

4.文中用了“等”“等等”，则不用省略号。 

【牛刀小试】 

下列各句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穆青的主要作品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

昌》……等。 

B.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邻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

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C.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动手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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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名作欣赏》（评论版）曾刊登的《<琵琶行>（并序）的音乐美新解》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争论。 

【答案】B 

【高频考点 19】语句衔接题 

主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话题一致；（二）句式一致；（三）事理逻辑；（四）前后照应；（五）关联契合。 

【牛刀小试】 

填入下面横线处的句子，与上文衔接最恰当的一句是（   ）。 

据统计，迄今为止，大约有 500 人成功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但也大约有 500 人却在攀登过程中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个统计数字不折不扣地表明：________________ 

A.攀登珠峰生死系于一线，代价极其惨重。 

B.珠峰无限风光，唯有攀登者才能领略得到！ 

C.生命原来是梦想的一架梯子，可以直延伸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D.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峰巅之感定惊魂动魄。 

【答案】A 

【高频考点 20】语句排序题 

可根据标志性语言进行排序： 

1.关联词语。如“虽然……但是……”“不仅……而且……”等。 

2.代词。人称代词“他”“她”等，指示代词有“这”“那”等。 

3.暗示性词语，如表示频率的副词“也”“又”“再”等。 

4.重复出现的词语和句式。 

5.具有指示性的标点符号。 

6.对陈述对象一致句子的排序，还可遵循“先言其物，而后可言也”的原则。 

【牛刀小试】 

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一项是（   ）。 

山水田园在文学中出现并非从隐逸文化的意义上开始的，但隐逸文化对山水的表现方式却存在很

大差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因此，刘勰以为，“庄老

告退，山水方滋”，正表明了隐逸文人对自然审美的独特视觉。 

①诸子作品中自然景物也止于“山水比德”式人格化比衬 

②山水自然逐渐上升为一种纯粹独立的审美对象 

③随着隐逸文人对自然的真实切入 

④《诗经》中的山水自然风景常常是赋比兴的渲染手段 

⑤不再仅仅是一种陪衬或象征 

A.④①③②⑤ B.④⑤③②① 

C.③②①④⑤ D.③①②⑤④ 

【答案】A 

第二章   阅读 

【高频考点 21】诗歌鉴赏-分析情感、主旨型 

一、答题步骤 

1.用一两个词准确点明思想情感（观点态度）； 

2.用诗中有关语句具体分析作者这种感情（观点态度）。 

二、诗歌中常见题材 

赠友送别诗、贬谪诗、爱情闺怨诗、思乡怀人诗、边塞征戍诗、山水田园诗等。 

【牛刀小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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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春 

宋·李清照 

!"#$%&'()*+,-./012334(56789.:

;<=>?@A(BCDEF.GH=>IJF(KLMNOP.:

QRSTUVWXYZ[\]^_`abcdefg.:

这首词表达了词人的什么情感？ 

【答案】表达了词人浓重的愁苦之情。作者以不同角度和层次表现屈曲而浓重的情感：上片落花残

香触发词人物是人非的感慨，既写出哀愁由隐到显的变化，又表明哀愁的浓重及其原因；下片另辟蹊径，

以泛舟溪上意念产生和对这一意念的否定，写出哀愁难以承载的沉重，情感曲折跌宕，愈转愈深。 

【高频考点 22】现代文阅读-散文之关键句子的含义题 

答题策略：（1）本义；（2）语境义；（3）修辞义；（4）主旨义；（5）结构义；（6）表达效果。 

【牛刀小试】 

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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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æçèè±±n(éð0cêëì�ÏòóU0Ìôíîó(çæmç÷�ï�ð(µ"eÇç0

ÓÔñòVçóª�=ôõní(öL)��=ín÷vøù0³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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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òó³67e�88�9{(ç0:;�yzÅÌ<=>`n."?¤%þAz÷(1x0@z

ç×ni�ABç�{3n."³ç×��Cjn1×(D¤E*Érþ|e(¡FGH�å��Ïò

óni�(ò_ç56ÿ¤ðAªIÁ"i�J��Æhi()�Ïòóô3LA{(0K÷çn×

1(Lk�å(Ïòó_�&yMN³O¢{.:

�"P�(µ@BAª³Q�RSneTå¸z"Ujk��hi('VÕó?øwjknhiW�X

Y�lm(©µ¡B§¦Zn�Æ&y[\{. 

“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为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结合上

下文，理解这句话在文中的含意。 

【答案】老毛子爱跳舞，并不是因为她拥有一双自由的大脚，而是源于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源于一

颗热情奔放的心。 

【高频考点 23】现代文阅读-散文之标题作用题 

答题策略：内容+结构+表达 

1.内容上：点明写作对象；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2.结构上：线索；贯穿全文，组织材料； 

3.表达上：引起读者阅读兴趣；赋予文章感染力/基调；给予读者强烈的震撼。 

【牛刀小试】 

文章以“暮色中的炊烟”为题目有什么好处？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 

【答案】①从结构上，“炊烟”贯穿全文，是全文的线索，“暮色中的炊烟”与事件的发展有密切关

系；②“暮色中的炊烟”，烘托了一种宁静平和的氛围，而老人却在这种宁静平和的氛围孤独地死去，

更凸显了老人悲苦的命运。 

【高频考点 24】文言文阅读-文言实词 

使动用法，是指“动词具有‘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分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名词的使动用法、

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三类。 

如：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史记•项羽本纪》）  王：使……做大王。 

1.文言文阅读-词类活用-意动用法 

所谓意动用法，是指谓语动词具有“认为宾语怎样”的意思。分为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名词的意动

用法两类。 

如：侣鱼虾而友麋鹿。（《赤壁赋》） 

侣：原为名词，这里用作意动，以……为伴侣。 

友：原为名词，这里用作意动，以……为朋友。 

2.文言文阅读-词类活用-名词用作动词 

分为普通名词用作动词、方位名词用作动词两类。 

如：沛公军霸上。（《史记•项羽本纪》）    军：原为名词，这里用作动词，驻扎。 

3.文言文阅读-词类活用-名词作状语 

有表示方位或处所、表示工具或依据、表示比喻、表示对人的态度四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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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国语·勾践灭吴》）    庙：在庙堂上。 

4.文言文阅读-词类活用-形容词用作动词 

形容词是不带宾语的，如果带了宾语，没有使动、意动的意味，就是用作一般性动词。 

5.文言文阅读-词类活用-形容词用作名词 

如：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左传•烛之武退秦师》） 

乏困：缺少的东西。 

【牛刀小试】 

V]^_](`¢1B.9eÉÍabcd(ab)øe.V]fg(Éhab(abijkd(

LPVl.&�ab3mnóc�(V]3nóo.pc�qVrn(nóo9(V]st.abuL

V].V]vw(xym(mrnPz({|}~(��¤¯(V]d�B.:

V]�!r_�ge(�Íab�(T��OôÍ(abLPµV�()µfB._�Vab�3

�+�g(abLPµV�()eª�L�B._�<�<æ��(abLPµVL�()µL�e

B._�<�<æ(abLPµV�()µªÏ8B.nóo�(��9d(_us��(abLPµ

V��()µL�c�����L�¤¯B.þµ]78()µ]aóB.v:

abvLV](P$¯d.ó$>�m(ª��] ¡>(ÉV�ôý.¤¯LOV]de�O

abä)1B.:

¢£ô¤¥¦¦V§¨©ª«:

QR¬S:

`¢!��.:

®d!xd(xl.:

¯c�!mrnn�°((0r?%Zzvd�.:

±o!c�n²8³³.:

´��!?%emù1(ÍV]µ3nóo.:

下列划线文言实词的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尝与鲍叔贾                贾：做买卖 

B.鲍叔不以我为不肖          肖：孝顺 

C.知我不遭时                遭：遇，逢 

D.鲍叔既进管仲              进：举荐 

【答案】B 

 

第三章   写作 

【高频考点 25】写作-立意 

主要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提炼中心法、问答法、抓关键词句法、由果溯因法、多角度辐射法、补

充立意法等。 

【牛刀小试】 

阅读以下材料，根据要求写作文。 

ô¶>`(··¸þ(DÌ1ðª¹ôºn;t»¼(½¾#B§^T¿�(ÅB0;��À�

�ÁÂön(�*SSÃ¥�n½½ÄÅ([2[Æ(D�ÇðÈÊ�¹ôºn}É.:

要求：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议论文，不得套作或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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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正视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优点长处等。 

【高频考点 26】写作 

1.写作-谋篇布局 

（1）常见的结构和布局方式：并列式、总分式、对照式、递进式。 

（2）作文结构和布局的总体原则：①层次分明；②合理分段；③自然过渡；④相互照应。 

2.写作-拟定标题 

常用拟题技巧有：点明中心，凸显主旨；巧用修辞，生动形象；引用、化用，典雅含蓄；巧用符号，

新颖直观等。 

3.写作-凤头 

常见开头写作技巧有：开门见山式、对比转折式、巧用修辞式、引经据典式、概括材料式、设置悬

念式等。 

4.写作-常见文体结构 

（1）记叙文的结构技巧： 

时序贯穿式、空间转移式、时空交互式、线索贯穿式、平列展开式等。 

（2）议论文的结构技巧： 

总分式（基本结构）、层进式、并列式、对照式等。 

5.写作-豹尾 

结尾写作技巧有：首尾呼应，凸显主旨；激情洋溢，号召心声；巧妙发问，引人深思；引用佳句，

回味无穷等。 

【牛刀小试】 

请以“即将到来的日子”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参考答案】 

即将到来的日子 

傍晚间，茶余饭后的时候。一边祈祷，一边茫然地思考自己的前路。从楼上向下看，那个每天都会

在这个时候经过的模糊人影。这个时候，自负，故弄玄虚都显得不值一提。 

我们，曾看着蔚蓝的天空，也同样看着自己的欢乐。这样微笑着怀想未来，去触摸未来。去做吧，

做吧，怀着一种热切的希望，在春光灿烂里，看见未来的日子。那会是什么呢？他要去干什么？把头探

出枝蔓，满怀希望地想要发现一些新东西。 

怀着各自的念想，在他们的彷徨中，找他们的路。鸟儿悠闲地呢喃，光辉照过来，心中就都安然接

受了这一切的存在。慢慢地去经历，去享受。远方的声音轻轻地、轻轻地传过来。传到路上，我的耳畔。

这样的远方啊，未知的远方是多么可爱啊！一闭眼，好像一定神就能看见。一个人，很多分子，原子，

在没有所谓门道的地方，看着光辉照到其它的地方。至少，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还可以在流水之间畅想，没有顾虑地看着远方。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有没有人在受苦，哭泣，叙利亚

的难民在四方，寻觅着家园，多少无辜贫困的孩子全是迷茫。他们在想什么呢，或许他们不愿悲伤。我

不想，和我一样的生命，与我一样,看不见自己的光芒。即将到来的日子，赋予了一种信心以及被改变

的可能，凭空创造出了那种热情与理智，在一片未知中，再去坚定今天所要做的理由，有可以期待的地

方。 

诗人，又或是企业家，科学家，远古时代的人类，还有无数的动物植物，跟随着我们的历史，在蓝

天下，反抗，或是顺其自然，单是普通的工匠，也付出了一生去做，去生长，去进化，去快乐。即使是

一件多么细微的事情啊，明日即将要忘记，却值得爱它的人去付出生命。 

生命，本就是值得庆幸的高贵的事儿，谁不期待呢？ 

即将到来的日子，赋予了现在的美丽的生命，还有以后的快乐。 

黑夜渐渐弥散开来，黑色浓了。苍苍的渐变似的淹没了老人的头发，手，绿色的袋子，脚，刚刚还

能依稀看见身影，一转身便没了。就这样妄想吧，若没有它，你将怎样啊。你的一切，将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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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第一章   语文课程标准解读 

【高频考点 27】《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 

1.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 

一、课程性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

基本特点。 

二、基本理念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 

（一）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 

（三）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四）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 

2.课程目标与内容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从“总体目标与内容”和“学段目标与内容”两方面进行

设计。 

（一）总体目标与内容 

课程目标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设计。三者相互渗透，融为一体。

目标的设计着眼于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 

（二）学段目标与内容 

按照第一学段（1～2年级）、第二学段（3～4年级）、第三学段（5～6 年级）、第四学段（7～9年

级）分别提出要求和任务。 

3.实施建议-教学建议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 

（1）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教学中努力体现语文的实践性和综合性； 

（3）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导向； 

（4）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5）具体建议。 

4.实施建议-评价建议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 

（1）充分发挥语文课程评价的多种功能； 

（2）恰当运用多种评价方式； 

（3）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与互动； 

（4）突出语文课程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5）具体建议。 

【牛刀小试】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第二学段综合性学习提出了明确目标，以下表述不正

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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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能提出学习和生活的问题，有目的地搜集资料，共同讨论 

B.初步了解查找资料，运用资料的基本方法 

C.能在教师指导下，组织有趣味的语文活动，在活动中学习语文学会合作 

D.结合语文学习，观察大自然，观察社会用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察所得 

【答案】B 

第二章   语文教学设计 

【高频考点 28】教学设计技能 

1.导入 

导入方法非常多，每一种导入方法并不是必须孤立存在的，可以将两三种导入方法相结合。常见的

导入方法有： 

（1）语言类导入法，包括课题导入、故事导入、直接导入、温故导入等； 

（2）活动导入法，包括游戏导入、实验导入等； 

（3）情境导入法，包括音乐导入、视频导入等。 

2.新授环节 

（1）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在“初读”环节，教师通过讲授、图片、影像、游戏等各种方式，引导学生通读课文，总体感知整

篇课文，初识生字词，初知文章大意。包括预习性阅读、解题、认识生字、扫除阅读障碍等几部分。这

一环节旨在大体读通文句，提出疑难问题。 

初读文章的目的就是引导学生整体把握文章，为后面的研读奠定基础。 

（2）研读课文，深入分析 

“研读”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按照一定顺序进行细读深读，达到深入理解课文内容的目的。

这是一种理解基础之上的阅读，是一个强化阅读体验和语言积累的环节。 

研读文章的目的就是引导学生通过品味语言加深对课文中的人物、景物、事物、诗词意象等的感知、

理解和体会。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体悟文章艺术手法、总结文章艺术手法。 

语文教学要不断强化“读”，一般读的方式有教师深情范读、教师配乐范读、听名家读、学生配乐

范读、学生深情范读、学生齐读、分角色读等几种。 

在深入了解课文的基础上，学生还可以整体感知其情感基调和艺术风格，对文章有一个更为深刻的

解读。一般从“语言、形象、意象、结构、思想内容、线索、艺术手法、写作顺序”等不同角度展开。 

3.巩固练习 

引导学生把所学知识应用到新的情境中去，在应用中解决新的问题，巩固知识，并进一步激发思维，

可从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等练习角度任选其一进行拓展巩固。 

4.课堂小结 

在结束一节课或一个课题时，需要教师与学生进行简单回忆，提示要点，检验结果，巩固应用。具

体方法包括话语小结、关键词小结、活动小结等。 

5.布置作业 

作业布置要遵循针对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灵活性原则、趣味性原则等等。课外作业的类型有：收

听收看广播、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记录自己最关注的新闻；观看动画片，学写短小的童话、科幻故事；

观察大自然中的某种现象，写观察日记；做读书笔记，办手抄报等。 

6.板书设计 

板书一般分为主板书和副板书两种，形式有概括式板书、提纲式板书、对比式板书、线索式板书、

图示式板书等等。板书设计的方法有： 

（1）从题目入手，抓关键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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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文章主要内容入手，抓住文章梗概。 

（3）从文章主要情节入手，抓住文章线索。 

【牛刀小试】 

下面是部编版语文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 2课《走月亮》全文。 

走月亮 

%¤nÃ*(ÊËlm÷{(�ÌÍ"Wlm÷{.:

0³ÌÍ?ÎXz&'ÊN0",2Ë(Ê}0",Ïg(ÐË{XXn½RÑ(ÐË{Õ-nô

ÒÓ(BÐË{(ÐË{ÕÔnô�gcçÕÕ:

Åe«(Ö×ÙÚã�µ(³ØÙÊ}ncç¢æ�.æ�ÕÕÚ(µgÖ×æÊËÛ:

ÜÜn>Ý(9�ÑºgÞ%n$Ä(9�Ê}.¼��nßàá(âÙaã.ä(àáÔªO9

Á0ncÝåÚ(DÌcÝå(ðÉ��ÌÊËÛæ(Ö×(�¤#³>?XYç(�µ(wÓè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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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教学要求，设计一个教学过程，引导学生理解品味

文中优美的语句。 

【参考答案】 

一、情景导入，激发情感 

（多媒体出示月夜图，并配以舒缓的音乐。） 

同学们，秋天一个曼妙的月夜，一个小朋友和妈妈在洒满月光的小路上散步。那夜的月色多好啊！

妈妈讲的故事多动听啊！小朋友被深深地陶醉了。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文中的“我”和阿妈一起去散步，

再来感受一下吧。（板书课题：走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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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学生跟读课文，画出生字词，读准字音；利用工具书以及课本注释，自行解决生字词。教师巡视指

导，检查反馈。 

三、研读课文，深入分析 

1.学生大声朗读课文，并勾画出自己印象最深或者感觉最美的句子，教师引导，并出示句子，师生

共同研读。 

2.研读句一：月盘是那样明亮，……照亮了村间的大道和小路…… 

①提问：这句话描写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明确：宁静、美好。 

②女生尝试朗读，男生评价。教师评价后引导师生共同读，读出低缓、柔美的语气。 

③提问：这里使用了什么手法？有什么好处？ 

明确：使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不仅描写细腻，生动形象，更增强了韵律感，使句子更有气势。 

④课件出示：月亮照亮了高高的点苍山，照亮了村头的大青树，也照亮了，照亮了村间的大道和小

路，照亮了            ，照亮了            。 

要求：学生想象画面，仿照文中句式造句，发展思维。 

3.研读句二：细细的溪水，流着山草和野花的香味……都抱着一个月亮。 

①出示图片，提问：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要求：展开想象，畅所欲言，体会溪水的柔美。 

②提问：作者为什么说水塘“抱”着月亮呢？ 

明确：这里使用了拟人的手法，圆圆的小水塘，水面上映着月亮倒影，就像环抱着月亮一样，写出

了温馨的画面美。 

③学生代表读，读出温馨、可爱的语气。 

3.提问：为什么文中多次出现“我和阿妈走月亮”这句话？ 

要求：小组讨论，结合上下文及情感加以理解。 

明确：因为“我”和阿妈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景色都太美了，感觉很愉快，给“我”的印象很深。

这里使用了反复的手法，使情感的表达更加充沛，文章更有感染力。 

四、拓展延伸，提升认知 

播放有关图片，师生共同朗读课文，读出喜爱、怀念的语气。 

五、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请学生各抒己见，谈谈学了这篇课文之后的感受。教师补充。 

六、实际演练，布置作业 

与同学分享你知道的关于“月”的成语或古诗，并摘录在摘抄本上。 

第三章   语文案例分析 

【高频考点 29】教学案例分析 

具体分析案例的优缺点，考生在作答案例分析题目时，一定要掌握新课标的相关理论，尤其是新课

标中的“实施建议”部分。 

阅读教学的案例分析题在大部分地区教师招聘考试中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命题者经常从教学目标、

教学过程、作业布置三个维度进行考核。每个维度的答题角度是不一样的，考生一定要仔细审题，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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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的相关理论和

教育教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答题。 

【牛刀小试】 

阅读下面一位教师关于《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的教学实录片段，回答问题。 

T!UV?ª�W1!r(X�Ü¿(YZ¢n[ó4��M�Mn.v^_#0��6VÒT(#

Á³0³\]^þn\V(#¶_¯ÜÝ,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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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e!1/a_.÷.Á(Ê1f{^æø1.:

þ g!Å,_(_�{h7ªin�á.:

þ j!ÅW1Á_ÁL_(äLäkÞ':

¢ÏT�l((Am¸n¶ª^þo�Å,nåp.Á(ü¢qÅ�"rxG^þst(Áðut

ÿ¹+æ!�¹LvtkÞ(w�¹vtkÞ.ÿPnöxãTBIx{yzn+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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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教科书编者

之间对话的过程。请结合案例中教师的对话教学谈谈你从中得到的启示。 

【参考答案】①这位老师对这一教学环节的处理，就是一次富于灵性的对话。对话是需要氛围的。

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极力营造了民主和谐的氛围，老师和学生之间平等交流，学生和学生之间融洽互助。

学生的身心完全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没有拘束，没有顾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氛围，才激发了学生

的灵感，才能够使学生提出那样与众不同的见解。 

②对话是需要机智的。在对话的过程中，思维的碰撞会产生智慧的火花。在火花闪亮的一瞬间，老

师要做到临阵不乱，敏锐地对教学现象进行判断、分析，作出科学的、恰当的、艺术的应对。 

③对话更需要的是尊重。在教学中，老师不再是权威的化身，教师和学生一样是阅读的参与者。在

课堂上老师坦然地承认这个问题他也没想到，然后与学生一起去探讨。对学生不同的合理的见解，老师

给予充分的肯定，尊重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不同感受，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面地去理解课文。只有这

样才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对于学生富于创新精神的

见解，老师的鼓励、赞扬之情溢于言表。这本身也是对学生的一种鼓励。 

 

第三部分   中外文学与文学理论 

第一章   中外文学 

【高频考点 30】先秦文学 

《诗经》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有标录的诗 311篇，实际留存 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

汉代儒生始称《诗经》，主要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有诗“六义”：即风、雅、

颂、赋、比、兴。前三者为内容分类，是音乐曲调名称。后三者为表现手法分类。 

先秦散文 

一、先秦叙事散文 

1.《春秋》：春秋时期孔子所作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以记事为主。 



	 	 	 	 	 	 	 	 	            教师事业部	

 22 / 32 
 

2.《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作，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完整的编年体史书。 

3.《国语》：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司马迁认为作者是左丘明，以记言为主。 

4.《战国策》：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编订的一部国别体史书。 

5.春秋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二、先秦说理散文 

1.《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少数弟子有关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是我国第一部以“论”立名的说理性

散文著作。重在说理，多用口语。 

2.《孟子》：以记载孟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散文，特征是“说理性”，文章雄辩、充满论战性质。 

3.《庄子》：在先秦说理文中最具文学价值。全书共 33篇，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 

屈原与楚辞 

1.屈原，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

基人。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离骚》《天问》等。 

2.楚辞：一是诗歌的题材，二是屈原、宋玉、王褒、贾谊等人诗歌总集的名称。西汉刘向在前人的

基础上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的《楚辞》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与《诗经》

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 

【牛刀小试】 

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是（   ）。 

A.诗经 B.楚辞 

C.离骚 D.九歌 

【答案】C 

【高频考点 31】秦汉文学 

司马迁与《史记》 

1.司马迁，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

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2.《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司马光编纂

的《资治通鉴》被合称为“史学双璧”。 

汉赋四大家 

指汉代以创作大赋出名的四位大家：司马相如（《子虚赋》）、扬雄（《蜀都赋》）、班固（《两都赋》）、

张衡（《二京赋》）四人。 

班固与《汉书》 

班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其作品《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继《史记》之后

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 

两汉乐府诗 

乐府诗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主

要收集在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叙事性，其特点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古诗十九首》 

组诗名，出自汉代文人之手，最早见载于萧统编的《昭明文选》，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钟嵘

《诗品》称之为“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 

【牛刀小试】 

下面的说法中与《史记》有关的一句是（   ）。 

A.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B.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C.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历史著作 D.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答案】A 

【高频考点 32】魏晋南北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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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及其创作 

1.曹操，字孟德，其创作特点是古直悲凉，代表作为《蒿里行》《观沧海》等。 

2.曹丕，字子桓，尤擅长于七言诗，其诗“便娟婉约”，代表作为《燕歌行》。 

3.曹植，字子建，曹丕的弟弟，文采气骨兼备，代表作为《白马篇》《洛神赋》等，钟嵘《诗品》

称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陶渊明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其创作有诗、

辞赋等，代表作品《归园田居》《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等。 

南北朝民歌 

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形式特

点是体制小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代表作品《西洲曲》。 

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特点：直率而朴素，毫无

忸怩羞涩之态。代表作品《木兰诗》。 

谢灵运 

谢灵运，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最著名的是《登池上楼》，主要

特点是：鲜丽清新。 

刘勰及《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奠定刘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为中国最早的一部

杰出的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著。 

前四史 

（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汉书》

并称为“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 

志人小说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是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 

【牛刀小试】 

我国古代第一部笔记体小说集是（   ）。 

A.《世说新语》 B.《搜神记》 

C.《诗经》 D.《警世通言》 

【答案】A 

【高频考点 33】唐代文学 

初唐四杰 

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杜甫赞赏“四杰”的诗文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代表作品：王

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山水田园诗派 

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此外还有储光羲、常建等人，他们的诗歌描绘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表现

返璞归真、怡情养性的情趣，抒写隐逸生活的闲情逸致。代表作品：王维《山居秋暝》。 

边塞诗派 

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是高适、岑参，还有王昌龄、王之涣等众多作家。内容有：抒发为国立功

的豪情壮志和不满现实的情绪；描写边塞风光、异域风情等。特点是：慷慨悲凉，境界阔大。代表作品：

王翰《凉州词二首》。 

李白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有“诗仙”之称，其创作涉及乐府诗、歌行、绝句等多种形式，代表

作品：《行路难》《将进酒》《望庐山瀑布》等。 

其艺术个性为强烈的主观色彩，洒脱不羁的气质和傲世独立的人格，想象奇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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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杜甫，字子美，有“诗圣”之称。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

社会动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代表作为“三吏”（《新安吏》《石壕吏》和《潼关吏》）、“三别”（《新婚

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春望》《望岳》等。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其感情基调是悲慨。 

韩孟诗派 

中唐时期影响较大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创作的特点是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

示社会的弊病，追求深险怪僻，刻意推敲。 

韩愈 

韩愈，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苏轼称

他“文起八代之衰”。代表作为《马说》《师说》等。 

其诗歌主张有：“不平则鸣”说、“笔补造化” 

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他的诗多雄直劲健，富有民歌情调，《秋词》是其代表作。此外，其最为人称道

的是咏史怀古的诗作，如《西塞山怀古》。 

柳宗元 

柳宗元，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世称柳河东，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诗

歌只存 140 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其艺术特点为沉重、内敛、骨峭、淡泊。代表作有《江雪》《黔

之驴》等。 

元白诗派及白居易 

1.元白诗派：中唐诗坛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诗歌流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2.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其诗歌主张为现实主义生活，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

诗歌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代表作品《长恨歌》《琵琶行》等。 

杜牧 

杜牧，字牧之，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 

李商隐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其咏史诗历来受到推重，如《隋宫》《马嵬》等，其抒

情之作中“无题诗”，是李商隐独特艺术风貌的代表。 

【牛刀小试】 

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骆宾王、王昌龄、杜牧分别是初唐、盛唐、晚唐时期的诗人。 

B.南北朝诗人陶渊明歌颂劳动，赞美淳朴的农村生活，并以此为污浊的仕途相对立，写出了《归去

来兮辞》《归园田居》等作品，《桃花源记》更寄予了诗人的理想，反映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 

C.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大诗人，他的诗作《钱塘湖春行》《忆江南》《春花秋月》《琵

琶行》均选自《白氏长庆集》。 

D.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度关山》《对酒》《短歌行》是代表作。 

【答案】C 

【高频考点 34】宋代文学 

欧阳修 

欧阳修，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继承

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后人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

大家”，代表作为《踏莎行》《醉翁亭记》等。 

范仲淹 

范仲淹，北宋中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渔家傲》为其名作，写戍边生涯，将以身许国的



	 	 	 	 	 	 	 	 	            教师事业部	

 25 / 32 
 

英雄气概及忧国思乡的悲凉情怀表达得和谐统一，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有《范文正公集》。 

柳永 

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大量制作慢词，

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代表作为《雨霖铃》《蝶恋花》《望海潮》等。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散文创作充分发挥了古

文的实际功用，缺点是过于注重逻辑说服力，代表作《游褒禅山记》等。诗歌创作前期长于说理，后期

大量写景诗、咏物诗。代表作为《泊船瓜洲》《梅花》等。 

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北宋文学家、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

苏”。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代表作为《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 

苏词成就很高，具体而言：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常常

表现出对人生的思考等。 

李清照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文学家，以词著名，兼工诗文，早年曾作《词论》。 

李清照的词可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描写伤春怨别和闺阁生活，后期词则充满了

“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浓重伤感情调，她的词独具一家风貌，被后人称为“易安体”。代表作为《声声

慢》《如梦令》等。 

中兴四大诗人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四人富有独创精神，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 

1.陆游，字务观，号放翁。他的诗各体兼备，以现实主义为主；词创作不多，不少词清丽缠绵，也

有抒发人生感受之作；散文中记铭序跋之类最能体现他散文的成就。作品中富有鲜明的爱国主题，代表

作为《游山西村》《示儿》《书愤》等。 

2.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诗构思新巧，语言通俗明畅，自成一家，时称“诚斋体”，代表作为

《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等。 

辛弃疾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南宋爱国词派的领袖和旗帜，其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以爱国词和

田园词最为突出。代表作为《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西江月·夜

行黄沙道中》等。散文亦颇有成就，尤以议论文为佳。 

姜夔 

姜夔，南宋词人、音乐家。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夔诗词均自成一派。诗格秀美，为杨万里、范成

大等所重；其词重格律，音节谐美，多写景咏物及记述客游之作，如《扬州慢》等。其词成就有：在题

材上仍写恋情和咏物；移诗法入词；长于自度曲等。 

文天祥 

文天祥，字天祥，后以字为名，改字履善。后又改字宋瑞，号文山。他与张世杰、陆秀夫被称为“宋

亡三杰”。代表作为《过零丁洋》《正气歌》。 

【牛刀小试】 

下列有关常识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 

A.柳永，字耆卿，北宋专业词人。其人精通音律，擅长铺陈点染，“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句

出自他的《望海潮》。 

B.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先驱范仲淹，在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中提出了正直的士大夫立身行事的准则，

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C.北宋中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其散文平易晓畅，委婉多姿，其中一组有连续性的八篇游记，称为

“永州八记”，是山水散文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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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苏洵，字明允，号老泉，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为“三苏”。擅长史论，文笔纵横恣肆，《六国论》

是其代表。 

【答案】C 

【高频考点 35】元曲 

元代戏剧 

元代的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 

1.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演剧角色可分末、旦、净、杂四类，其结构上最显著的特色是四折一楔子

和“一人主唱”。代表作家作品有“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窦娥冤》、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倩女

离魂》、白朴《墙头马上》。 

2.南戏，又称“永嘉杂剧”，流行于东南沿海。剧本由若干“出”组成，“出”数不作规定。曲词

的宫调也没有规定，南戏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等各类，均可歌唱。著名的有四大南戏：《荆钗

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 

元代散曲 

散曲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

马致远被誉为“曲状元”，其作品《天净沙·秋思》，全曲景中含情，情景交融，隽永含蕴。 

【牛刀小试】 

下列哪部作品被称为“南戏之祖”（   ）。 

A.《琵琶记》   B.《邯郸记》   C.《南柯记》   D.《荆钗记》 

【答案】A 

【高频考点 36】明代文学 

明代小说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被明末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称为“四大奇书”。 

明代诗文 

涌现出以杨士奇为代表的台阁体，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以归有光为代表的的唐宋派，以袁宗

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等。 

明代传奇 

代表作品有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即《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

记》。 

【牛刀小试】 

“字字写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和“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分别讲的是古典文学中的（   ）。 

A.《水浒》和《聊斋志异》 B.《西游记》和《聊斋志异》 

C.《儒林外史》和《三国演义》 D.《红楼梦》和《三国演义》 

【答案】D 

【高频考点 37】清代文学 

1.清代诗歌：著名的有清中叶的性灵派以及龚自珍，龚自珍代表作品为《己亥杂诗》。 

2.清代词学：纳兰性德是清代最著名词人之一，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 

3.清代散文：古文三大家、桐城派、阳湖派等。 

4.清代戏曲：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 

5.清代小说：蒲松龄《聊斋志异》、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等。 

【牛刀小试】 

描写文人自身生活，借此反思整个封建文化的价值体系，这类小说的代表作是（   ）。 

A.《聊斋志异》 B.《官场现形记》 

C.《儒林外史》 D.《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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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高频考点 38】现代文学三十年 

鲁迅 

鲁迅，学名周树人，“鲁迅”是 1918 年 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的笔名。代

表作品为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坟》《热

风》《而已集》等。 

郁达夫 

郁达夫，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开创了现代抒情小说的新体式，代表作《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 

萧红 

萧红，原名张迺莹，“东北作家群”重要作家，成名作是《生死场》，代表作品是《呼兰河传》。 

丁玲 

丁玲，原名蒋冰之，左联作家，代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茅盾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巴尔扎克”和“二十世纪的别林斯基”。他的《子

夜》、“农村三部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也确立了左翼文学创作的范式——社会剖析小说。 

老舍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他

以众多的小说构筑了广大的“市民世界”，行文幽默，“京味”十足。 

代表作品：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离婚》；短篇小说《断魂

枪》；话剧《茶馆》等。 

巴金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爱情

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晚年创作散文集《随想录》，被称为“说真话的大书”。 

沈从文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在中国文坛上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构建了独特的

“湘西世界”，代表作品：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 

钱钟书 

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代表作品：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长篇小说《围

城》等。 

杨绛 

杨绛，钱钟书的夫人。代表作品为散文随笔《我们仨》，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等。 

张爱玲 

张爱玲，20世纪 40年代上海沦陷区最走红的女作家，代表作品：《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

一炉香》《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赵树理 

赵树理，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他这一生都努力运用农民群众的语言进

行写作。代表作品：《小二黑结婚》（成名作）、《李有才板话》等。 

孙犁 

孙犁，被誉为“白洋淀派（荷花淀派）”创始人，小说基本上描写冀中地区人民的斗争与生活。主

要作品：短篇小说《荷花淀》《芦花荡》，小说与散文合集《白洋淀纪事》等。 

周立波 

周立波，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其中《暴风骤

雨》是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驾齐驱的反映土地改革的经典著作。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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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笔名胡适，字适之，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是中国新诗最初的倡导

者与探索者，代表作品《尝试集》。 

郭沫若 

郭沫若，创造社主要成员，诗集《女神》的出版，奠定了他在新诗史上的地位，此外还有戏剧《屈

原》等。 

徐志摩 

徐志摩，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往个人自由。有四本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

《猛虎集》《云游集》，此外还有散文集、戏剧等。 

闻一多 

闻一多，前期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和新格律诗理论的倡导者。提出“新诗格律化”的“三美”，即

“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代表作品：《红烛》《死水》等。 

臧克家 

臧克家，被称为“农民诗人”和“乡土诗人”，诗作显示着他自称的“坚忍主义”，代表作品《烙印》

《老马》等。 

戴望舒 

戴望舒，原名戴梦鸥，是现代诗派的代表性作家，被称为“雨巷诗人”。代表作品：《雨巷》《我用

残损的手掌》等。 

卞之琳 

卞之琳，后期“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精巧玲珑，联想丰富，跳跃性强，尤其注意理智化、

戏剧化和哲理化，代表作《断章》等。 

艾青 

艾青，原名蒋海澄，“七月诗派”代表诗人，被胡风誉为是“吹芦笛的诗人”。土地、波浪和太阳是

他诗歌中常见的三类意象体系。 

梁实秋 

梁实秋，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散文代表作品《雅

舍小品》等。 

曹禺 

曹禺，原名万家宝，是一位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剧作家。《雷雨》《日出》的出现，

标志着从西方引进的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 

代表作品：《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大堰河——我的保姆》等。 

【牛刀小试】 

下列作品中，标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一项是（   ）。 

A.鲁迅《狂人日记》 B.茅盾《子夜》 

C.巴金《家》 D.沈从文《边城》 

【答案】B 

【高频考点 39】中国当代文学 

柳青 

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树起了他文学道路的里程碑。赵树理、孙犁、周立波和柳青四位作家，

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 

高晓声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所组成的“陈奂生系列”小

说是其创作中最有影响的作品。 

蒋子龙 

蒋子龙，成名作《乔厂长上任记》，在新时期反映现实工业题材的创作中独领风骚，成为这一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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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的优秀代表。 

汪曾祺 

汪曾祺，小说大都选择短篇小说的形式，如《受戒》《大淖纪事》等；散文代表有《葡萄月令》。 

贾平凹 

贾平凹，陕西省代表作家，主要作品：长篇小说《浮躁》《废都》《高老庄》《秦腔》等。 

王安忆 

王安忆，主要作品：小说《小鲍庄》《荒山之恋》《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等。 

韩少功 

韩少功，以《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为代表作品，它们均以强烈的“寻根”意识和扑朔迷

离的形式感来发掘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 

莫言 

莫言，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

中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等。 

余华 

余华，中篇小说《现实一种》，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取得的成就更为突出。 

铁凝 

铁凝，主要作品：小说《玫瑰门》《大浴女》《哦，香雪》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余篇、部，

300 余万字，作品中大多以女性角色为主。 

路遥 

路遥，小说多为农村题材，描写农村和城市之间发生的人和事。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王小波 

王小波，重要作品“时代三部曲”，包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 

陈忠实 

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已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话剧、舞剧、秦腔等多

种艺术形式。 

舒婷 

舒婷，原名龚佩瑜，“朦胧诗”派诗人，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等，代

表作品：《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神女峰》等。 

顾城 

顾城，“朦胧诗”派代表诗人，代表作品：《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代人》等。 

北岛 

北岛，“朦胧诗”派代表诗人，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代表作品：

《回答》等。 

海子 

海子，擅长写抒情短诗，主要诗篇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麦地》等。 

余光中 

余光中，是杰出的诗人，也是成就卓著的现代散文家，著有《听听那冷雨》等散文集。诗歌以《乡

愁》为代表。 

史铁生 

史铁生，关注“残疾人”的命运，代表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秋天的怀念》等。 

【牛刀小试】 

下列小说中，不属于余华的作品是（   ）。 

A.《许三观卖血记》 B.《兄弟》 

C.《活着》 D.《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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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高频考点 40】欧美文学（西方文学） 

希腊文学 

1.荷马史诗：包括《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两部，前者描写部落战争（特洛伊战争），后者写

战后漂泊。 

2.古希腊戏剧：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欧里庇得斯《美狄

亚》。 

但丁 

但丁，意大利诗人，恩格斯说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神曲》是其代表作，分成《地狱》《炼狱》《天堂》，采用梦幻文学的形式写成。 

薄伽丘 

薄伽丘，与但丁、彼特拉克被并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杰”。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是其代表

作，也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塞万提斯 

塞万提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他所创作的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具

有矛盾性和复杂性的人物形象之一。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代表了英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戏剧创作按体裁

可分为历史剧、喜剧、悲剧和传奇剧四类。代表作品有《哈姆雷特》《麦克白》等。 

莫里哀 

莫里哀，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奠基者，代表作品：《伪君子》《悭吝人》（《吝啬鬼》）等。 

笛福 

笛福，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被称为“现实主义小说之父”和“现代新闻报道之父”，代表

作《鲁滨逊漂流记》。 

斯威夫特 

斯威夫特，代表作品为《格列佛游记》，是享誉世界的讽刺名著。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法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作家，他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是第一部著名的启

蒙哲理小说，为法国启蒙文学开辟了道路。 

歌德 

歌德，其抒情诗是近代德国抒情诗的开端。代表作有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长篇诗剧《浮

士德》。 

湖畔派诗人 

英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诗歌派别，其代表诗人包括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他们歌颂

大自然，描写淳朴的乡村生活，开创了崭新的诗歌风格。 

拜伦 

拜伦，英国 19世纪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被歌德誉为“19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代表作《唐璜》。 

雨果 

维克多·雨果，法国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作家，被誉为“法兰西的莎士比

亚”，主要创作原则“美丑对照”，代表作品《巴黎圣母院》等。 

大仲马 

亚历山大·仲马，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品《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 

凡尔纳 

凡尔纳，被称为“科幻小说之父”，他的《乘气球漫游》可以说是第一篇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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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 

惠特曼，19 世纪美国杰出的民主主义诗人，被誉为美国的“诗歌之父”，创造了“自由体”的形

式，《草叶集》是他的代表作。 

司汤达 

司汤达，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代表作是《人间喜剧》，其中《欧也妮·葛

朗台》和《高老头》是其代表作。 

福楼拜 

福楼拜，19 世纪中期法国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对“真实”的强调直接影响到自然主义文学，

代表作品为《包法利夫人》等。 

狄更斯 

查尔斯·狄更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雾都孤儿》《双城记》等。 

勃朗特三姐妹 

夏洛蒂·勃朗特，她的作品主题都是描写女性要求独立，追求爱情自由和男女平等，代表作为

《简·爱》。她的两个妹妹及其著作分别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尼

丝·格雷》。 

普希金 

普希金，现代俄国文学的奠基人，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俄罗斯文学之父”，其作品《叶

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体小说，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果戈理 

果戈理，19世纪上半叶俄国最优秀的讽刺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长篇小说《死魂灵》

标志着他创作的最高峰。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俄国作家，代表作品有《猎人笔记》《父与子》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19世纪中后期俄国作家，代表作《穷人》《罪与罚》等。 

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主要作品有长

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大代表作品）等。 

契诃夫 

契诃夫，19世纪末崛起的俄国小说家和剧作家。戏剧方面，以《樱桃园》等为代表，小说有《变色

龙》等。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美国杰出的小说家，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用纯粹的美国口语写作的作家，代表作品《汤

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等。 

易卜生 

易卜生，挪威戏剧家，有“现代戏剧之父”之称，代表作《玩偶之家》（又译《娜拉》）是他“社会

问题剧”的代表。 

莫泊桑 

莫泊桑，19 世纪后半叶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与契诃夫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

篇小说家”。代表作品：《羊脂球》《项链》等。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法国小说家、戏剧家和散文家，有“欧洲的良心”之称。代表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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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等。 

菲茨杰拉德 

菲茨杰拉德，20世纪杰出的美国小说家，“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品《了不起的盖

茨比》。 

海明威 

海明威，20 世纪美国小说家，“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代表作品有：《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

武器》《老人与海》等。 

高尔基 

马克西姆·高尔基，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代表作品：《母亲》《海燕》、“自传体三部曲”等。 

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苏联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静静的顿河》等。 

艾略特 

艾略特，英国 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诗人，象征主义作家，代表作《荒原》。 

卡夫卡 

卡夫卡，奥地利小说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表现主义大师”，代表作有《变形

记》等。 

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

《百年孤独》等。 

【牛刀小试】 

“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

象出自（   ）。 

A.《叶甫盖尼·奥湿金》 B.《普希金之家》 

C.《谁之罪》 D.《当代英雄》 

【答案】A 

【高频考点 41】亚非文学（东方文学） 

印度史诗 

即《摩诃婆罗多》和《摩罗衍那》，是印度在列国纷争时代社会现实的艺术反映。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代表作品《雪国》等。 

泰戈尔 

泰戈尔，印度近代杰出的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最著名的诗集是《吉檀迦利》，因此获得了 1913

年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亚洲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 

【牛刀小试】 

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完整的英雄史诗是（   ）。 

A.《吉尔伽美什》   B.《亡灵书》   C.《旧约》   D.《五卷书》 

【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