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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辞 

1.比喻  

概念：比喻就是“打比方”。即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彼此有似点，便用一事物来比方另一事物的一种修辞格。 

结构：比喻的结构，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即本体（被比喻的事物）、喻体（作比喻的事物）和比喻词（比喻关系的标志性

词语）组成。  

2.比拟  

概念：比拟是把甲事物模拟作乙事物来写的修辞方式。包括把物当作人来写（拟人）；把人当作物来写（拟物）和把此物

当作彼物来写（拟物）三种形式。事实上，前一种形式是把事物“人化”，后两种形式则是把人“物化”或“把甲物乙物化”。  

3.借代 

（1）概念：用借体代本体。它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述的人或物，而用与其相关的事物来代替，可用部分代整体，以特征代本

体，以专名代泛称等，如《药》中以“花白胡子”代人物，便是以特征代本体。比喻要求本体与喻体有相似点，借代要求借体

与本体有相同处。借用本事物有密切关系的其它事物来代替本事物。 

4.夸张  

（1）概念：夸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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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夸张的几种形式：扩大夸张、缩小夸张、超前夸张、直接夸张、间接夸张。 

5.对偶  

（1）概念：俗称“对对子”，诗歌中叫“对仗”。对偶有宽对、严对之别。一般来说，上下两句应字数相等、词性相对、

结构相同、意义相关；可以是短语，也可以是句子。有正对、反对、流水对等类型。用对偶，句子整齐，表意凝练，抒情酣畅。  

6.排比  

（1）概念：  

排比是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内容相关、语气一致的短语或句子排列在一起，用来加强语势强调内容，加重

感情的修辞方式。  

7.反复 

为了突出某个意思、强调某种感情，特意重复某个词语或句子，这种辞格叫反复。 

8.设问  

（1）概念：设问是明知故问、自问自答，或提出问题不需回答的修辞方式。  

（2）设问的基本特点：无疑而问。  

9.反问 

（1）概念：为了加强语气，用疑问句的形式表示确定的意思常用肯定形式表示否定，用否定形式表示肯定。  

10.衬托 

（1）概念： 

也叫映衬，为了突出主要事物，用类似的事物或反面的、有差别的事物作陪衬，这种“烘云托月”的修辞手法叫衬托。 

11.对比 

（1）概念： 

对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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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通感 

通感修辞格又叫“移觉”，就是在描述客观事物时，用形象的语言使感觉转移，将人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

不同感觉互相沟通、交错，彼此挪移转换，将本来表示甲感觉的词语移用来表示乙感觉，使意象更为活泼、新奇的一种修辞格。 

13.双关 

利用语音或语义条件，有意使语句同时关顾表面和内里两种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这种辞格叫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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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1）谐音双关 

（2）语义双关 

二、通假字 

课本中常见通假字： 

误断例字 例   句 篇   目 

说通悦 秦伯说，与郑人盟 《烛之武退秦师》 

知通智 失其所与，不知 

孰通熟 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 《廉颇蔺相如列传》 

景通影 赢粮而景从 《过秦论》 

要通邀 张良出，要项伯 《鸿门宴》 

取通娶 终老不复取 《孔雀东南飞》 

莫通暮 至莫夜月明 《石钟山记》 

责通债 则仆偿前辱之责 《报任安书》 

坐通座 直上载公子上坐 《信陵君窃符救赵》 

 

三、古今异义 

 1、绝境  古义：与世隔绝的地方。今义：无出路的境地。 

例句：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桃花源记》） 

2、交通  古义：交错相通。    今义：主要用于称各种运输和邮电事业。     

例句：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 

3、穷  古义：穷尽。  今义：经济贫困。 

例句：复前行，欲穷其林。（《桃花源记》） 

4、鲜美  古义：鲜艳美丽。  今义：指（食物）味道好。 

例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记》） 

5、布衣  古义：平民。   今义：棉布衣服。 

例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出师表》） 

6、感激  古义：感动振奋。   今义：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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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出师表》） 

7、痛恨  古义：痛心、遗憾。   今义：无比憎恨。 

例句：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 

8、可以  古义：可以凭借。   今义：对某事表赞同。 

例句：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曹刿论战》） 

9、开张  古义：扩大。   今义：开业（多指商业部门）。 

例句：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出师表》） 

10、涕  古义：泪。   今义：鼻涕。 

例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出师表》） 

11、兵  古义：兵器。   今义：士兵。 

例句：兵甲已足（《出师表》） 

12、狱  古义：案件。   今义：监禁犯人的地方（监狱） 

例句：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论战》） 

13、池  古义：护城河。   今义：小水塘、池塘。 

例句：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孟子>二章》） 

14、居  古义：停留、过了。   今义：居住、住所。 

例句：居十日，扁鹊复见（《扁鹊见蔡桓公》） 

15、走  古义：“跑”的意思。   今义：行走。 

例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扁鹊见蔡桓公》） 

16、汤  古义：热水。   今义：菜或面做的稀状食物。 

例句：及其日中如探汤（《两小儿辩日》） 

17、去  古义：离开。   今义：到……去 

例句：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两小儿辩日》） 

18、但  古义：只，只不过。   今义：转折连词。 

例句：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木兰诗》） 

19、妻子  古义：妻子和儿女。   今义：专指男子的配偶。 

例句：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桃花源记》） 

20、其实  古义：它的果实，是两个词。    今义：表示所说的是实际情况。（承上文而含转折），是一个词。 

四、词类活用 

古代汉语最值得注意的词类活用有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做动词、形容词做名词、名词做状语等。 

1、使动用法 

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鸿门宴》） 

王，使……做大王。 

2、意动用法 

侣，以……为伴侣；友，以……为朋友。 

3、名词用如动词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寡人之于国也》 

衣，穿。 

4、名词用作状语 

常以身翼蔽沛公。（《鸿门宴》） 

翼，像翅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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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考文言虚词 

1.之 

（1）作动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到”、“往”，其实“之”的本义应该就是动词。 

（2）作代词，相当于“他（她、它）”“这”。 

（3）作助词。 

（4）“之”还有两种特殊的用法，一是作为宾语前置的标志，可不译；二是定语后置的标志。 

2.其 

（1）作代词（这一类较多），可代人、代事物，但具体的含义略有不同。 

（2）作语气副词，表示揣测、反问、期望或命令等语气，可译为“大概”、“或许”、“恐怕”、 “难道”、“可要”等，

或省去。 

3.而 

（1）作连词。可连接词、短语和分句，表示多种关系（并列、递进、承接、转折、修饰） 

4.以 

（1）作介词，介绍动作的原因、条件、方式。 

（2）作连词，表示目的、结果、修饰。 

5.于 

（1）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时间，译作“在”“从”。 

（2）表示动作的对象，译作“向”“对”“同”“给”“到”等。 

（3）用在被动句中，介绍行为主动者，可译为“被”。 

（4）用在形容词之后，表示比较，一般可译作“比”。 

6.为 

（1）动词，有“做”“作为”“充当”“变成”“成为”等义，翻译比较灵活。 

（2）动词，以为，认为。 

（3）动词，表判断，是。 

（4）介词，被。 

（5）介词，介绍原因或目的。为了，因为。 

（6）介词，介绍涉及的对象。给，替。 

（7）介词，对，向。 

六、古代文学常识 

（一）先秦文学 

1.《诗经》《楚辞》 

《诗经》和《楚辞》是中国诗歌的源头，人教版初中教材选录了《诗经》中的《关雎》和《蒹葭》，这两首诗主要

引领学生理解其中的重章叠句和比兴的艺术特色，也可以迁移到高中教材选录的《氓》和《采薇》的学习中。《楚

辞》中的《离骚》也被选录人教版高中教材，其艺术特色是大量运用了对偶和比兴的手法。 

2.《左传》 

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叙事性作品。 

3.《论语》、《孟子》 

孔孟：孔子和孟子的合称。教版初中教材选录了《论语十则》和《孟子两章》。《论语》所选 10 章，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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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的态度和方法，包括第 1、2、3、4、5 章；(2)关于思想品德修养，包括第 1、4、5、6、7、8、9、10 章；(3)关于孔

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的概念。包括第 8、10 两章。《孟子》主要引导学生体会“抓住论述的中心，以高度概括的语言作

扼要论证，观点鲜明突出，读后发人深思”的特点。 

（二）秦汉文学 

1.《史记》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纪传体通史，初中教材中的《陈涉世家》和高中教材中的《鸿门宴》均出自《史记》。 

2.汉乐府 

汉乐府的名篇《孔雀东南飞》被选录人教版高中教材，这首诗歌的特点：第一，这首诗以孔雀失偶起兴，以鸳鸯双飞作结，这

种以美禽比拟夫妇的手法，是民歌里常用的。第二，多处运用铺陈手法。第三，善用比喻。 

3.古诗十九首 

人教版高中教材选录了其中一首《涉江采芙蓉》，这首诗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意境高洁、清幽，一是含蓄不尽，余味悠长。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 

1.“三曹” 

曹操的《短歌行》被选录人教版高中教材，这首诗流露出对于生命短促的浓浓感伤，不过诗人并没有陷在消沉的情绪中不能自

拔，而在对统一天下大业的追求中获得了超越。 

2.陶渊明 

代表作《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闲情赋》《饮酒》《杂诗》《五柳先生传》。 

南北朝民歌的风格； 

初中教材选录了北朝民歌《木兰诗》，这首诗语言丰富多彩,既有朴素自然的口语,也有精妙绝伦的律句,并在生动活泼的基调上

取得了协调和统一。由此可见语言通俗、质朴、刚健；表情率真,风格粗犷、豪放。 

3.王羲之 

东晋诗人，其书法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兰亭集序》为天下第一行书。 

（四）唐宋文学 

1.初唐四杰: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2.山水田园诗派： 

以王维、孟浩然为首，故后世又称“王孟诗派”。 

3.边塞诗派： 

代表诗人有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崔颢、李颀等，而以高适、岑参为首。故后人也称“高岑诗派”。 

4.杜甫 

代表作有“三吏”（《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 

5.白居易 

《琵琶行》被选录人教版高中教材，诗人是通过两种途径来认识琵琶女的，即听她弹奏琵琶和听她诉说身世。 

6.宋词 

豪放派 苏轼 辛弃疾 

婉约派 柳永 李清照 

（五）元明清文学 

1.四大名著 

 作者 朝代 

《水浒传》 施耐庵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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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 罗贯中 明 

《西游记》 吴承恩 明 

《红楼梦》 曹雪芹 清 

2.《儒林外史》 

《范进中举》是人教版初中教材的一篇课文，本文写他参加乡试又中了举人一事，文中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他那喜极

而疯的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这个士人的丑恶灵魂，同时通过他的命运变化反映了世态的炎凉。 

3.关汉卿 

关汉卿，元代杂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与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关汉卿位于“元

曲四大家”之首。 

4.王实甫 

《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是由于其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进步思想。 

5.汤显祖 

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亦名《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 

七、现代文学常识 

（一）第一个十年（1917-1927 年） 

1.鲁迅 

代表作品主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

《热风》《华盖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坟》等 16部；其中重要文章有《阿 Q 正传》《祝福》《孔

乙己》《故乡》《为了忘却的纪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 

2.郭沫若 

《女神》是一部浪漫主义新诗集，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是“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典型体现。  

3.徐志摩 

代表作《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落叶小唱》等，收录在《志摩的诗》中。 

《再别康桥》是人教版高中《必修 1》的课文，这首诗体现了“新月派”提倡的“三美”的诗歌创作主张，即音乐美、建筑美和

绘画美。 

4.冰心 

代表作有诗集《繁星》《春水》。 

5.郁达夫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他用坦率、热情呼号

的自剖式文字，无所隐饰地暴露赤裸裸的自己，堪称独树一帜的散文家。 

（二）第二个十年（1928-1937） 

1.茅盾 

代表作《子夜》，是中国长篇小说成熟的标志。 

2.老舍 

代表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赵子曰》《二马》；话剧《茶馆》《龙须沟》等。 

3.巴金 

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小狗包弟》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 1》的一篇课文。这篇课文是巴金《随想录》中的名篇。它讲述了作者家中的一条可爱的

小狗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疯狂时代的惨无人道的现实；文章还描写了小狗的悲惨遭遇留给作者心中

永难磨灭的创痛，表达了深重的悲悯、歉疚和忏悔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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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从文 

代表作：中长篇小说《边城》《三三》；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等。 

人教版高中教材节选了《边城》。作者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淳朴，人们不分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以诚相

待，相互友爱。 

5.曹禺 

曹禺，原名万家宝。代表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使中国话剧艺术得以确立，也是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 

6.戴望舒 

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又称“雨巷诗人”。 

（三）第三个十年（1937-1949） 

1.赵树理 

赵树理成功的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主张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代表了解放区文学的最高成就。代表作《小二黑结婚》。 

2.孙犁 

孙犁的小说都是诗化小说，代表作《荷花淀》，以谈笑从容的态度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描摹时代风云变幻的艺术角度和特

点。深入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灵美，散文美和浓郁的诗情画意。 

3.艾青 

原名蒋海澄，现代诗人，被称为“吹芦笛的诗人”。著有《大堰河》《北方》《向太阳》《黎明的通知》《湛江，夹竹桃》等

诗集，代表作《我爱这土地》《大堰河——我的保姆》。 

八、当代文学常识 

1.钱钟书 

《围城》里有一句经典的话“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具有反思意味、哲学意味。 

2.贾平凹 

贾平凹是一个在小说、散文、诗歌诸方面均有所涉猎并具有自己的风格追求的作家。代表作《废都》《秦腔》《山地笔记》等 

3.莫言 

2011 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获奖理由是：“通过魔

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代表作《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 

4.张爱玲 

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红玫瑰与白玫瑰》。 

5.王安忆 

代表作“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长恨歌》《小鲍庄》等。 

6.陈忠实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白鹿原》是其成名作，也因此在 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 

7.路遥 

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

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并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8.顾城 

当代诗人，朦胧派代表人物，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远和近》《一代人》。 

9.北岛 

当代诗人，朦胧派代表人物，他的诗中有许多警句式的诗行，极富概括力和洞察力，代表作《回答》。 

10.舒婷  

当代诗人，朦胧派代表作家之一，擅长于内省，捕捉复杂细腻的情感体验。情感的复杂和丰富常通过假设、让步等特殊句式，

以及比喻、象征、联想等艺术手法表现得曲折尽致。又能在一些常规现象中发觉深刻的诗化哲理，她的艺术方法、抒情风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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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普希金、泰戈尔的影响。代表作《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神女峰》《惠安女子》等。 

九、外国文学常识 

1.塞万提斯 

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学家，他与狄更斯、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等作家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唐吉可德》人物形象及反映现

实的意义：堂·吉诃德是个可笑、可爱、可敬又可悲的艺术典型，满脑子骑士幻想而又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特征的可笑而又可敬

的矛盾复杂形象。通过他，既讽刺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家，也表达和寄托了人文主义理想，同时，还表达了对当时西班牙社会的

苦涩理解。 

2.莎士比亚 

代表作“四大悲剧”：包括《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历史剧：《亨利六世》上中下三篇、《理查三世》

等；喜剧：《仲夏夜之梦》（莎士比亚喜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  

4.尼尔·笛福 

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塑造了一个英国“真正资产者”的典型，体现了资产阶级向上发展时期的奋发进取和创业精神。小说

虽然是幻想传奇式的，但却运用写实手法，曲尽其妙。 

5.约拿旦·斯威夫特 

《格列佛游记》是享誉世界的讽刺名著，作品假托主人公格列佛医生自述他数词航海遇险，漂流到小人国、大人国和智马国等

的遭遇和见闻，全面讽刺、揶揄了英国的社会现实，甚至把讽刺的对象夸张变形到荒诞的地步，与现代的“黑色幽默”有相通

之处。 

6.卢梭 

其文学创作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声，代表作《新爱洛伊丝》《爱弥儿》《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忏悔录》等。 

7.歌德 

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作家、思想家，德国近代抒情诗的真正开创者。代表作有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取材于自己的一段生

活经历，描写主人公维特与绿蒂的爱情悲剧。他的烦恼，充分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与黑暗现实的尖锐矛盾。 

8.雨果 

在《<克伦威尔>序言》中他提出了一条美学原则：对照。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是一曲反封建的悲歌，浪漫主义文学的经典。 

9.大仲马 

代表作《三个火枪手》以历史故事为题材，成功塑造了达尔大尼、阿多斯、阿拉密斯等人物形象。《基督山伯爵》，又名《基

督山恩仇录》，世界通俗小说的典范作品。 

10.凡尔纳 

凡尔纳被称为“科幻小说之父”，代表作：《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 

11.司汤达 

代表作《红与黑》被称为 19世纪现实主义的奠基者。 

12.巴尔扎克 

法国 19 世纪著名作家，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成就最高者之一。他创作的《人间喜剧》共 91 部小说，写了两千四百多个人物，是

人类文学史上的丰碑，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13.狄更斯 

他特别注意描写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主要作品《匹克威克外传》

《雾都孤儿》《双城记》。 

14.勃朗特三姐妹 

夏洛蒂·勃朗特一生共创作了 4 部小说，代表作《简·爱》，其主题都是女性要求独立，追求爱情自由和男女的平等。她的两

个妹妹和著作分别是：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安妮·勃朗特《艾格尼丝·格雷》。 

15.果戈里 



            更多教师考试资料尽在华图教师网（http://www.hteacher.net） 

10 
 

他的小说《死魂灵》最早被鲁迅翻译成中文，剧作《钦差大臣》、小说《狂人日记》和《外套》曾对中国文学产生深刻影响。 

16.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的思想与创作：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

列尼娜》《复活》等。 

17.肖洛霍夫 

前苏联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以描写顿河哥萨克的生活和命运而闻名于世，代表作《静静的顿河》。 

18.海明威 

19.世纪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老人与海》。在叙事艺术上，海明威形成了“冰山”风格，即简洁流畅的表达方式，对感情、

人物、动作等描写，从来不长篇大论，也不写长篇巨著，只是截取故事的一个时间段，集中反映重大的主题或历史事件。 

20.加西亚·马尔克斯 

哥伦比亚小说家，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代表作《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十、文化常识 

1、乐府双璧：木兰词 孔雀东南飞，加上《秦妇吟》为乐府三绝  

2、史学双璧：史记 资治通鉴  

3、二拍：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凌蒙初）  

4、大李杜：李白 杜甫 小李杜： 李商隐 杜牧  

5、三不朽：立德 立功 立言  

6、岁寒三友：松 竹 梅  

7、科考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各自的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  

8、殿试三鼎甲：状元 榜眼 探花  

9、三言：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冯梦龙）  

10、世界文学中有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 

11、三从四德中三从：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 四德：妇德 妇言 妇容 妇功 // 品德 辞令 仪态 女工  

12、初伏，中伏，末伏统称三伏。夏至节的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的第一天，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的第一天，立秋节后的第一个庚日

是末伏的第一天。初伏，末伏各十天，中伏十天或二十天 

13、三纲五常：三纲：父为子纲 君为臣纲 夫为妻纲  

              五常：仁 义 礼 智 信  

14、三皇五帝：三皇：伏羲 燧人 神农  

              五帝：黄帝 颛琐 帝喾 尧 舜  

              五岳：东岳泰山 南岳衡山 西岳华山 北岳恒山 中岳嵩山  

15、经典四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  

16、战国四君：齐国的孟尝君 赵国的平原君 楚国的春申君 魏国的信陵君  

17、楷书四大家：唐－颜真卿 柳公权 欧阳洵  元－赵孟頫  

18、书法四体：真（楷） 草 隶 篆  

19、文房四宝：湖笔 微墨 宣纸 端砚  

20、国画四君子：梅 兰 竹 菊  

21、书四库：经 史 子 集  

22、战国七雄：赵 魏 韩 齐 秦 楚 燕  

23、唐宋散文八大家：韩愈 柳宗元 欧阳修 苏洵 苏轼 苏辙 王安石 曾巩  

24、四时八节中的八节指：立春 春分 立夏 夏至 立秋 秋分 立冬 冬至  

25、九州指：冀 兖 青 荆 扬 梁 雍 徐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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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十二地支：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27、四史： 史记 汉书 君汉书 三国志  

28、科考四级及录取者称谓：院试－秀才 乡试－举人 会试－贡生 殿试－进士  

29、高尔其的自传体三部曲是：《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30、世界作品中四大吝啬鬼指：阿巴贡 老葛朗台 夏洛克 泼留希金  

31、英国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 《李尔王》 《奥赛罗》 《麦克白》  

32、四言诗是：我国汉代以前最通行的诗歌形式，通章或通篇每句四字。  

33、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34、六艺经传指：《诗》《书》《礼》《易》《乐》《春秋》  

35、通五经贯六艺中的六艺指：礼 乐 书 数 射 御  

36、造字六书：象形 指示 会意 形声 转注 假借  

37、诗经六义：风 雅 颂 赋 比 兴  

 

十一、教学设计 

例文：《荷塘月色》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

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

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

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

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

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

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

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

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

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

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

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

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

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

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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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

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

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

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

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

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教学过程设计： 

一、导入新课 

在一次“中学生最喜爱的十大课文”的问卷调查中，名列榜首的就是《荷塘月色》，更有人说《荷塘月色》树立了现代散

文的终极典范。今天我们就和盛名之下的《荷塘月色》来一次亲密接触。 

二、整体感知  理清脉络（行踪、情感） 

1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2 互相交流，理出脉络： 

第一部分(1～3)：月夜漫步荷塘的缘由及来到荷塘的感受。(点明题旨)  

第二部分(4～6)：荷塘月色的恬静迷人。（主体）          

第三部分（7～8）：荷塘月色的美景引动相思。（偏重抒情） 

三、重点赏析 以景解情（荷塘、月色） 

（一）阅读 1-3 自然段 

1 作者为什么去荷塘？ 

2 作者去荷塘路上的景色和感受怎样？ 

（二）阅读 4-6 自然段 

1 感受月色下荷塘的美景 

（1） 指名一个学生朗读 

（2） 这一段写什么景，是从什么方面来写的？ 

明确：月下荷塘美景，写了荷叶、荷花、荷香、荷波、荷韵五个方面。 

（3） 提问：作者是怎样从这五个方面描绘这月下荷塘美景的：请找出这些句子，展开想象，阅读品味它的妙处。 

明确： 

交流一：荷叶：“ 

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用田田写出了叶子之多）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比喻、动态美） 

交流二：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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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的叶子中间，……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运用拟人、比喻的手法。三个比喻，分别描绘了荷花晶莹剔透的闪光，

忽明忽暗的闪光，以及荷花不染纤尘的美质。） 

交流三：荷香：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通感） 

交流四：荷波： 

“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拟人，动静结合） 

交流五：荷韵：“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脉脉”写出了荷花的

神韵） 

（4）齐声朗读课文第 4 段，品味其写景特点。 

2 自主探究荷塘上的月色 

（1）学习要求：请学生运用刚才学习第 4 段的方法，小组合作，自主探究荷塘上月色的美。 

（2）学生自学、探讨 

（3）交流汇报 

泻、浮、洗、画 

（三）阅读 7-8 自然段 

思考：作者为什么会联想到江南采莲？江南采莲这一段去掉是否可以？ 

明确：“江南采莲图”就是作者所追寻的无忧无虑、自由幸福、相亲相爱的理想世界的化身。 

四、美读课文，感受荷塘月色优美的意境 

1、配乐朗读课文，再次感受文中美景。 

2、总结写法：善用比喻、通感等修辞、动静结合、情景交融 

五、小结 

整篇文章作者以艺术的笔法，描绘了一幅令人陶醉的月下荷塘美景图，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清新、美丽、宁静的大自然正

是作者的精神避难所。 

六、作业 

1、根据文章描绘的美景，画一幅国画。 

2、做清华园小导游，介绍美景。 

 

注：将上述教学设计中加粗部分整理，即是可借鉴的教学设计模板,其中“交流明确”部分内容可简

写。 

 

 

 

 

最后，预祝大家考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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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华图教师网(http://www.hteacher.net/)，微信公众号：

htjiaoshi，教师招聘、教师资格证考试公告、备考资讯及时推送，更多精彩，

欢迎订阅!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咨询电话：400-815-6661 

教师资格证考试 QQ 群 ：436029516 

教师招聘考试 QQ 群 ：203373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