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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高职院校春季招收中职毕业生考试 

语文科目考试大纲 

（2016 年 9 月修订） 

 

一、考试性质 

天津市高职院校春季考试招生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我市高职院

校分类考试招生改革的重要举措。高职院校通过春季考试招收中职毕业生实行“文化基础+

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 

 

二、考试能力要求 

   语文科目的考试要求测试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表达应用和鉴赏评价五种能力。这五

种能力表现为五个层级。 

    A.识记   指识别和记忆，是语文能力最基本的层级。 

    B.理解   指领会并能作简单的解释，是在识记基础上高一级的能力层级。 

    C.分析综合   指分解剖析和归纳整理，是在识记和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的能力

层级。 

D.表达应用   指对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运用，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在表

达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E.鉴赏评价   指对阅读材料的鉴别、赏析和评说，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

在阅读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对 A、B、C、D、E 五个能力层级均有难易不同的考查。 

三、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及相应的能力层级如下： 

（一）语言知识和语言表达 

能识记基本的语言知识，掌握一定的语言表达技能。 

1.识记 A 

①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 

②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 

2.表达应用 D 

①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②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 

③辨析并修改病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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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句类型：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结构混乱；表意不明、不合逻辑。 

④选用、仿用、变换句式 

⑤语言表达准确、简明、连贯、得体 

⑥正确运用常见的修辞方法 

常见的修辞方法：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反复、设问、反问。 

（二）文学常识和名句名篇 

能识记文学常识，默写语文基本课文篇目中要求背诵的名句名篇。 

识记  A 

①识记中国重要作家及其时代和代表作 

②识记外国重要作家及其国别和代表作 

③识记文学体裁常识 

④默写语文基本篇目中要求背诵的名句名篇 

（三）古代诗文阅读 

能阅读浅易的古代诗文。 

1.理解  B 

①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 

②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用法 

常见文言虚词：而、乎、乃、其、且、所、为、以、于、则、者、之、何、也、与。 

③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 

不同的句式和用法：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成分省略和词类活用。 

④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 

2.分析综合  C 

①筛选文中的信息 

②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③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④分析评价古代诗歌的形象、语言和表现手法 

3.鉴赏评价 E 

①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意境、语言和表达技巧 

②评价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四）现代文阅读 

能阅读一般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文章和文学作品。 

1.理解  B 

①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 

②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 

2.分析综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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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筛选并提取文中的信息 

②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 

③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④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⑤分析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 

3.鉴赏评价  E 

①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 

②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五）写作 

能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常用应用文。 

表达应用  D 

基本要求： 

①符合题意 

②符合文体要求 

③感情真挚，思想健康 

④中心明确，内容充实 

⑤语言通顺，结构完整 

⑥书写规范、工整，标点正确 

四、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方式 

考试为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限定用时为 120 分钟。 

（二）试卷结构 

试卷分 I、Ⅱ两卷。第 I 卷为单项选择题，占 56 分；第Ⅱ卷为多种类型题，占 94 分。 

（三）试卷内容比例 

1.语言知识和语言表达           约占 20％ 

2.古代诗文阅读和名句名篇默写   约占 20％ 

3.现代文阅读               约占 20％ 

4.写作                  约占 40％ 

（四）试题类型 

单项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写作题。 

五、参考书目 

天津市高职院校春季招收中职毕业生考试辅导丛书——《语文复习指南》，天津市教育

招生考试院组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 

六、典型题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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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注音完全正确的一组是 

A．曲．解（qū）   粗犷．（ɡuǎnɡ）   威吓．（hè）     鲜．为人知（xiān） 

B．发难．（nàn）  蜚．声（fēi）      凫．水（wú）    面面相觑．（qù）  

C．干戈．（ɡē）   中．伤（zhōnɡ）   缄．默（jiān）    集腋．成裘（yè） 

D．莅．临（lì）    烙．印（lào）     忖．度（cǔn）    余勇可贾．（ɡǔ） 

2．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都不相同．．．的一组是 

A．靓．妆     静．谧     靖．康     精．卫填海 

B．嗔．怪     慎．重     镇．尺     瞋．目而视 

. C．悼．念     泥淖．     绰．号     掉．以轻心 

D．鞭笞．     怠．慢     舌苔．     百战不殆． 

3．下列词语中，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A．风雅      浅薄      衣锦还乡      豁然开朗 

B．睿智      剔除      礼上往来      防微杜渐 

C．安逸      下野      残羹冷炙      卧薪尝胆 

D．俨然      肤浅      惊弓之鸟      泰然自若 

4．下列句子中，没有．．错别字的一句是 

A．按照上级布置，他们认真组织了一系列观摩课，师生们反映热烈。 

B．别看他俩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其实是貌和神离。 

C．我们都迫不急待地想知道，究竟是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D．这哥儿俩，一个标新立异，一个循规蹈矩，差别太大了！ 

5．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A．这些一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都强迫自己的儿女，去学他们所不愿学的东西。 

B．中国艺术上这种善于运用舞蹈形式，这种辩证地结合着虚和实的独特的创造手法，

也贯穿在各种艺术里面。 

C．人们通过口述、手摸屏幕等方式，可以方便地告诉计算机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只告

诉做什么，不必再告诉怎么做，一下即可完成操作。 

D．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

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6．表中所列的四组标点，最适合下面这段话的一组是 

湖北省江陵县一同志来信反映① 人情风正在污染人们的心灵② 金钱的多少③ 表

示着人情的轻重④ 礼品的贵贱⑤ 显示出关系的亲疏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 ：“ 。 ， 。 ， 。” 

B ： ， ， 。 ， 。 

C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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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 ； 。 。 

7．依次填入下列横线上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①为了搞清事故原因，公安部门决定立案      。 

②有些人利用税制改革的机会，借机哄抬物价，      暴利。 

③这篇文章对白衣战士抗击“甲流”场面的描写过于      。 

A．侦察       谋取       简要  

B．侦查       谋取       简略 

C．侦察       牟取       简要 

D．侦查       牟取       简略 

8．依次填入下面语段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根本不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     ，     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就都毫

无意义了。     不读书就不了解什么知识，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 

A．如果      那么      无论      因为 

.B．由于      因此      无论      如果 

.C．如果      因此      只是      因为 

.D．由于      那么      只是      如果 

9．下列句子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A．无论是创作歌词还是谱曲，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即所谓异曲同工．．．．。 

B．邻里乡亲众口铄金．．．．地称赞他四十年如一日义务赡养孤寡老人的善行。 

C．没有复杂的情节，没有枯燥的说教，言简意赅．．．．，是这篇小说的特点。 

D．漆黑的夜里，它的影子如白驹过隙．．．．一般一闪而过，异常快捷。 

10．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职校教师要在教学中充分运用教育艺术，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从而达到将学生培

养成既有知识，又有技能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B．本市工商、公安等部门将分品种、分阶段对药品、保健食品、美容服务等重点商品

广告进行专项整治，以确保该项工作取得实效。 

C．天津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滨海新区已经成为投资热土，滨海新区聚集了一批热心

于科技开发服务、善于经营管理的专业化队伍。 

D．位于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确定的“一主两副”主中心南站中央商务区，投资 17

亿元的渤海银行总部工程于 12 月 26 日奠基。 

11．下列新闻标题中，语意明确的一句是  

A．政府有关部门明令禁止取缔药品交易市场 

B．真正优秀的教师无一不是道德修养的模范 

C．独联体国家看不上 2002 年世界杯足球赛 

D．警方对报案人称围观者坐视不管表示愤慨 

12．下列各组句子中，两句话表达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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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差点迟到。 

今天，我差点没迟到。 

 

  这样的结局难道我愿意看到吗？ 

     这样的结局难道我不愿意看到吗？ 

 

     我哪里不知道你的话是对的？ 

我不知道你的话对在哪里。 

 

   这样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这样发展下去，结果是不得而知的。 

13．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与上下文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好的散文家是旅人，他只是如实地记下了自己的人生境遇和感触。               。 

A．这境遇也许很平凡，这感触也许很普通，因为他舍不得丢失，这是他自己的 

B．这感触也许很普通，这境遇也许很平凡，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他舍不得丢失   

C．这境遇也许很平凡，这感触也许很普通，然而这是他自己的，他舍不得丢失   

D．这感触也许很普通，这境遇也许很平凡，然而他舍不得丢失，这是他自己的 

14．将下列句子组成一段话，排列顺序正确的一项是 

①但是，从一个人物的故事看来，《水浒》的结构是严密的，甚至也是有机的。 

②我们可以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无割裂之感。 

③在这一点上，足可以证明《水浒》当其尚为口头文学的时候，是同一母题而各自独

立的许多故事。 

④从全书看来，《水浒》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 

A．③－①－②－④ 

.B．①－③－④－② 

.C．④－②－①－③ 

.D．②－④－③－① 

15．下列句子表达得体的一项是 

A．物业办本周入户收物业费，各户必须留人，否则，后果自负。 

B．这次我们专程从全国各地光临母校，参加 80 年校庆活动。  

C．我们敬请您担任我社顾问，如能得到应允，将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D．多年不见的学生捎来了家乡的土产，我推辞不了，最后只好笑纳了。 

16．对下列句子的修辞方法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①指导员讲得真来劲，嘎子竖起耳朵听。 

②灿烂的阳光下盛开的百合花就是您的笑容。 

③你呢，你难道没有应该受责备的地方吗？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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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郭全海解下青骒马，翻身撵玉石眼去了。 

A．比拟    夸张    设问    对偶 

B．比拟    比喻    反问    借代 

C．比喻    比喻    设问    借代 

D．比喻    夸张    反问    对偶 

17．下列句子中不含．．比喻修辞的一项是 

A．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B．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 

C．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 

D．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18．下列篇名、体裁、作家、作品中人物对应不正确．．．的一项是 

A．《雷雨》——戏剧——曹禺——周冲 

.B．《跨越百年的美丽》——散文——王蒙——居里夫人 

.C．《药》——小说——鲁迅——夏瑜 

.    D．《烛之武退秦师》——历史散文——左丘明——佚之狐 

19．按课文原句填空（只选做三句） 

（1）明月松间照，                   。（《山居秋暝》） 

（2）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在我的心头荡漾。（《再

别康桥》） 

（3）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                。（《劝学》） 

（4）师者，                           。（《师说》）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20～23 题。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

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

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

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

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

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

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

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

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

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 

20．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欲厚遗．之                              遗：赠送、送给 

B．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        从：随从，这里是使动用法 

C．欲以观．公子                            观：察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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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今公子故．过之                          故：因此  

21．对下列两组句子中加点词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① 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 

② 市人皆以．嬴为小人 

③ 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 

④ 然嬴欲就．公子之名 

A．①与②相同        ③与④相同 

B．①与②相同        ③与④不同 

C．①与②不同        ③与④不同 

D．①与②不同        ③与④相同 

22．下列句子的译文不正确．．．的一项是 

A．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 

译：（侯生撩起破旧的衣服）径直登上车，坐在左边的上位，并不谦让 

B．公子起，为寿侯生前 

    译：公子起身，为前面的侯生祝寿 

C．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 

    译：今天侯嬴为公子尽力已经足够了 

D．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 

    译：所以故意使公子的车马久久地站在街市里 

23．对这段文字的内容和写法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这段文字生动地刻画了侯嬴富有智慧，不计较信陵君的态度，为信陵君而用心良苦

的隐士形象。  

B．这段文字通过动作、语言、神态等描写方法刻画人物。 

C．这段文字以侯嬴的“无礼、骄傲”映衬信陵君礼贤下士，突出了信陵君的人物性格。  

D．这段文字浓墨详写隐士侯嬴的言行并以信陵君对侯嬴的态度做陪衬，使侯嬴形象更

加突出。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24～25 题。 

      终南山   王维 

  太乙
①
近天都

②
，连山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注：①【太乙】终南山。  ②【天都】指天帝所居之处。 

24．对这首诗的分析，不．准确．．的一项是 

A．诗中富有画意，既有近笔远墨，也有实写虚拟，尺素画轴，景致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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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全诗八句皆寓景于声：淙淙的流水声，坎坎的伐木声，伴和着游人樵夫的问答声，

分明就是一首交响乐。 

C．这首诗浑朴自然，简洁淡雅，读来圆活通畅，音韵协和，令人心动神驰。 

D．诗人善于 “以不全求全”，仅以 40 个字为偌大的终南山传神写照，可谓达到了“意

余于象”的艺术境界。 

25．首联描写远望中的终南山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写出了终南山的什么特点？ 

答：                                           

阅读下面的诗词，完成 26～27 题。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

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6．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文学家          。全词感情奔放，笔力雄健，意境开阔，历来被

誉为         词派的代表之作。 

27．下面对这首词的分析，不准确．．．的一项是 

A．词的开篇从滚滚东去的长江入笔，把大江与千古人物联系起来，展现了一个极为悠

久而广阔的时空背景 

 B．词的上片重在写景，描绘赤壁的壮丽景色，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缩短到三国时代的

英雄豪杰身上 

C．“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句，抓住了水战火攻的特点，集中概括了这次战争胜

利的过程 

 D．“人生如梦”一句，情绪消沉，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无奈和绝望，只好随波逐流，

醉情山水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8～31 题。 

有一次，我从别处听来一点掌故，据说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

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县馆，光着脚往床上一躺，却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上街，给他去找

人修补。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埋怨补得太慢，劳他久等呢。 

“有这回事吗？”我见面时问他。 

“呃，有这回事，”鲁迅先生说。 

“这是为的什么呢？” 

“进化论嘛！”鲁迅先生微笑着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舌头底下压着个结论：可怕

的进化论思想。” 

我笑了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进化论牵制过我，”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但也有过帮助。那个时候，它使我相信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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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和战斗。这一点终归是好的。人的思想很复杂，要不然……你看，现在

不是还有猴子．．吗？嗯，还有虫豸．．。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现在

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只要我努力，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总

可以少一些，而且是应该少一些。” 

鲁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着远处。 

如果把这段话看做是他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释，那么，“横眉冷对千夫指”呢？

鲁迅先生对待敌人，对待变坏了的青年，是决不宽恕，也决不妥协的，也许这就是有些人觉

得他不易接近的缘故吧。据我看来，“横眉冷对”是鲁迅先生一生不懈地斗争的精神实质，

是他的思想立场的概括。就战斗风格而言，又自有其作为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他

的气度，他的精神力量，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仿佛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从容不迫，

游刃有余。讽刺显示他进攻的威力，而幽默又闪烁着反击的智慧。对社会观察的深刻，往往

使他的批判独抒新见，入木三分。鲁迅先生的后期杂文，几乎都是讽刺文学的典范，他的谈

话，也往往表现了同样的风格。  

28．鲁迅先生在谈话中三次提到“猴子”和“虫豸”，对其含义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三次含义都相同，都是指真正的猴子和虫豸。 

B．三次都是指保守、落后、倒退、反动的人物。 

C．第一、三次指真正的猴子和虫豸，第二次指保守、落后、倒退、反动的人物。 

D．第一次指真正的猴子和虫豸，第二、三次指保守、落后、倒退、反动的人物。 

29．对于鲁迅先生与作者谈话部分的内容要点，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A．鲁迅先生摆脱了进化论的牵制，但并没有停止为社会进步而帮助青年的努力。 

B．虽然鲁迅先生受进化论的牵制，但为社会进步而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C．进化论虽然是错误的，但还有一定的社会作用。 

D．鲁迅先生否定了进化论的观点，不再给人去补靴子。 

30．对画线句子中“横眉冷对”含义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鲁迅先生对敌人怀有强烈的憎恨。 

B．在对敌斗争中，鲁迅先生总是横眉怒目，剑拔弩张，一味地斥责。 

C．表现了鲁迅先生杰出的讽刺和幽默才能，突出了他在对敌斗争中“冷”的风格。 

D．这是鲁迅先生决不妥协的对敌斗争的精神实质，是他的思想立场的概括。 

31．下列对鲁迅先生“战斗风格”特点的概括，不准确．．．的一项是 

A．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气度和精神力量 

B．讽刺具有力度，幽默富有智慧 

C．深刻的观察和独抒新见、入木三分的批判 

D．杂文和谈话都是讽刺文学的典范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32～37 题。 

莫高窟（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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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像的将来，还只能是这样。它

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 

我来这里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在问路，

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叠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

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求门卫，开方便之门。 

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入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山脚来回

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很难；只得一次次对着这堵山坡傻想，它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

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

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

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

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大凡至今轰

传的历史胜迹，总不会是纯粹的遗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

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

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

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

的洪流消融。 

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的感觉。

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也特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汩汩

有声。 

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

的遗存。色泽浓厚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故事频繁，驰骋沙

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这里流荡着一派力，一股

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时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色流开始畅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华丽，有

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中南下，新竣的运

河碧波荡漾，通向扬州名贵的奇花。敦煌的工匠们也随之变得大气、精细，处处预示着，他

们手下将会奔泻出一些更惊人的东西； 

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

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一种壮丽。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

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这里的雕塑

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里的每一个场面，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

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一到别的洞窟还能思忖片刻，而这里，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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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就让你燥热。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

发出的生命信号。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

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如此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若定； 

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狂放渐趋

沉着。头顶的蓝天好像小了一点，野外的清风也不再鼓荡胸襟； 

终于有点灰黯了，舞蹈者仰首看到变化了的天色，舞姿也开始变得拘谨。仍然不乏雅丽，

仍然时见妙笔，但欢快的整体气氛，已难于找寻。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

云，被重重的僵持，遮得有点阴沉； 

色流中很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 

…… 

这些朦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颇觉劳累．．．．，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旅人。据说，把莫高窟

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六十华里。我只不信，六十华里的路途对我轻而易举，哪有这般劳

累？ 

32．作者为什么说“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 

答：                                    

33．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喜爱莫高窟是因为莫高窟“远藏”于深山之中，远离“人口密集的城市”。 

B．“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由于不懂中文，无法欣赏莫高窟艺术。 

C．“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是因为它不是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 

D．作者感到“颇觉劳累”，是因为连日跋涉，对六十华里的路程感到疲惫。 

34．作者分析莫高窟各个历史阶段的雕塑和绘画特点时，选择的着眼点是什么？ 

答：                                       

35．请根据文章的描述，指出作者是从哪四个方面概括唐代洞窟艺术创作特点的。 

答：①               ②                 

  ③                            ④                                 

36．如何理解“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一句的含义？ 

答：                                   

                                     

37．下面一则征稿启事的格式和内容共有三处不当，请指出这三处并加以修改。 

征稿启事 

为了活跃同学们业余生活，校学生会决定组织“歌颂祖国 60 华诞”征文

活动，欢迎同学们踊跃投稿。稿件文体不限，字数要求不超过 1000 字左右。

请于本月 25 日以前将稿件投入学生会征稿箱。 

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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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5 日 

                                校学生会 

①                                                                      

②                                                                      

③                                                                      

38．下面一则通知的格式和内容都有不当之处，请指出其中三处并加以修改。 

通 知 

各中等职业学校： 

现定于 12 月 15 日上午在市教委会议室召开学生安全工作会议，传达市

委领导有关安全工作的指示，并听取各校汇报学生安全工作情况。学校有关

同志必须到会。 

此致 

敬礼 

 

2007年 12月 10日 

                                   ××市教委××处（章） 

①                                                                      

②                                                                      

③                                                                      

39．请联系自己的生活与感受，以“兔年有感”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不得抄袭或套作。  

②除诗歌之外，文体不限。  

③不少于 800 字。 

40．将下面的题目补充完整，按照要求作文。 

我的                   

要求：①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③不少于 800 字。 

41．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据有关部门调查，六年来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 年为 60.4%，2001 年为

54.2%，2003 年为 51.7%，而 2005 年为 48.7%，首次低于 50%。造成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识字的人为什么不读书？中年人多数说"没时间"，青年人多数说“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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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还有人说“买不起”、“没地方借”。 

与图书读书率走低相反，网上阅读率正在迅速增长：1999 年为 3.7%，2003 年为 18.3%，

2005 年为 27.8%。 

要求：全面理解材料，但可以选择一个侧面、一个角度构思作文。自主确定立意，确定

文体，确定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其含意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42．阅读下面的文字，按照要求作文。 

一个孩子患上了可怕的肺结核，从此郁郁寡欢，甚至不愿意踏出房门半步。一场大雨过

后，父亲把儿子拉到窗前，指着天上的彩虹说：“瞧，天上的那道阳光是不是格外美丽？”

儿子反驳道：“那不是阳光，是彩虹！”父亲微笑着答道：“这的确是阳光，只不过是雨后

空中的雾把阳光折射了，从而产生了七彩的光芒。”儿子点了点头，父亲继续说道：“阳光

的折射就像人生的挫折，受了挫折的阳光会变成美丽的彩虹，而有了挫折的人生就会更精

彩！”孩子的心情开朗了，几个月后恢复了健康。他就是后来被誉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奇

才”的白先勇。 

请根据你阅读这则材料时所受到的启发，以“挫折与人生”为话题，写一篇文章。可以

记叙与话题有关的生活经历、见闻，也可以谈自己在这方面的看法、体会。 

要求：①题目自拟，立意自定。 

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③不少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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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语文基本课文篇目 

散文 

灯下漫笔 （节选）                         鲁  迅 

荷塘月色                                  朱自清 

雅舍                                      梁实秋 

幽径悲剧                                  季羡林 

老王                                      杨  绛 

我与地坛                                  史铁生 

跨越百年的美丽                            梁  衡 

西安这座城                                贾平凹 

提醒幸福                                  毕淑敏 

巴尔扎克葬词                              雨  果 

议论文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 

拿来主义                                  鲁  迅 

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 

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                    宗白华 

读《伊索寓言》                            钱钟书 

善良                                      王  蒙 

激情人生                                  黎  阳 

说明文 

神奇的极光                                曹  冲 

互联网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李忠诚 

小说 

边城（节选）                              沈从文 

荷花淀                                    孙  犁 

林黛玉进贾府                              曹雪芹 

项链                                      莫泊桑 

诗歌 

《诗经》二首 

  无衣 

  采薇 

归园田居                                  陶渊明 

唐诗四首 

  山居秋暝                                王  维 

  越中览古                                李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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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高                                    杜  甫 

  琵琶行                                  白居易 

宋词二首 

  一剪梅                                  李清照 

  念奴娇  赤壁怀古                        苏  轼 

词二首 

  沁园春  长沙                            毛泽东 

  水调歌头  游泳                          毛泽东 

新诗二首 

再别康桥                                徐志摩 

致橡树                                  舒  婷 

戏剧 

窦娥冤（节选）                            关汉卿 

茶馆（节选）                              老  舍 

文言文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 

季氏将伐颛臾                             《论语》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 

劝学                                     《荀子》 

过秦论                                    贾  谊 

信陵君窃符救赵（节选）                    司马迁 

陈情表                                    李  密 

师说                                      韩  愈 

阿房宫赋                                  杜  牧 

六国论                                    苏  洵 

 

附 2：常用应用文例文 

条据 

启事 

通知 

请示 

书信（求职信及一般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