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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常用修辞方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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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的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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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的作用：使语

言形象生动，增加语言色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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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拟的作用：使语言形象生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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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弹丸之地”形容极小的地方，是缩小夸张。夸张的作用：

为突出某一事物或强调某一感受。

4.借代：叫做“换名”。用借体代本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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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

清照《如梦令》），诗中用“绿”和“红”两种颜色分别代替叶和花，写叶的茂

盛和花的凋零。

5.排比：增强语言气势，加强表达效果。

6.对偶：使语言简练工整。

7.引用：增强语言说服力

8.设问与反问

设问：引起读者注意、思考。

反问：起强调作用，增强肯定（否定）语气。

9.对比与衬托

对比：两种事物相互比较，或者一个事物的两面进行比较。

衬托：有主有次，起到突出主体的作用。

10.通感：把不同感官的感觉沟通起来，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以感觉写感觉”。

文学艺术创作和鉴赏中各种感觉器官间的互相沟通。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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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各种官能可以沟通。

【考题示例】

修辞手法总结课上，教师给学生出了一些句子，让学生判断句中所用到的修辞手

法，下列判断不正确的一项的是（ ）。

A.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

也说不出话。（鲁迅《故乡》）——借喻

B.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杨朔《荔枝蜜》）——拟人

C.沉默。监房突然像沉入无底的黑夜的深渊中，就是落下一根针也仿佛听得见。

（杨沫《青春之歌》）——比喻

D.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

—反问

【答案】C。该项用的是夸张。

第二部分 初中文言文实词及虚词意义知识点归纳

一、文言实词归纳 （基本篇目）

（一）一词多义

（1）故

故虽有名马。 《马说》 （所以）

温故而知新 《〈论语〉十则》 （学过的知识）

公问其故 《扁鹊见蔡桓公》 （原因、缘故）

（2）间

遂与外人间隔。 《桃花源记》 （隔开）

中间力拉崩倒之声。 《口技》 （夹杂）

又何间焉？ 《曹刿论战》 （参与）

（3）绝

以为妙绝。 《口技》 （极点）

群响毕绝。 《口技》 （停止、消失）

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桃花源记》 （隔绝）

（4）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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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观夫巴陵胜状。 《岳阳楼记》 （观赏）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岳阳楼记》 （景象、景观）

但坐观罗敷 《陌上桑》 （看）

（5）病

君之病在肌肤。 《扁鹊见蔡桓公》 （疾病、大病）

则久已病矣。 《捕蛇者说》 （困苦不堪）

（6）书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石壕吏》 （信）

乃丹书帛曰。 《陈涉世家》 （写）

（7）上

上使外见兵。 《陈涉世家》 （皇上）

身上衣裳口中食。 《卖炭翁》 （身体上的）

（8）见

昨日见军帖。 《木兰诗》 （看见）

曹刿请见。 《曹刿论战》 （拜见）

才没不外见。 《马说》 （通“现”，显露）

（9）比

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裙中。 《核舟记》 （靠近）

比至陈，车六七百乘。 《陈涉世家》 （等到）

（10）少

宾客意少舒。 《口技》 （稍微）

少时，一狼径去。 《狼》 （一会儿）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 《陈涉世家》 （年轻的）

（11）从

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 《狼》 （随从，跟随）

小惠未偏，民弗从也。 《曹刿论战》 （顺从，听从）

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 《陈涉世家》 （顺从）

（12）分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曹刿论战》 （分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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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核舟记》（长度单位，十分为一寸，这里指八分挂零，

说明很小）

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隆下之职分也。 《出师表》 （分内，名分）

（13）世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 《捕蛇者说》 （父子相继为一世）

问今是何世。 《桃花源记》 （时代，朝代）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马说》 （世上）

（14）业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出师表》 （事业，功业）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桃花源记》 （职业）

（15）达

指通豫南，达于汉阴。 《愚公移山》 （到，达到）

不求闻达于诸侯。 《出师表》 （做官，显贵）

【考题示例】

文言文复习课上，教师引导学生总结重要文言实词“病”的不同意思，以下说法

错误的一项是（ ）。

A.“君之病在肠胃”中的“病”是动词，“得病”的意思。（《扁鹊见齐桓公》）

B.“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中的“病”是动词，“使……成病态”的意思。

（《病梅馆记》）

C.“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中的“病”是动词，“担心、忧虑”的

意思。（《论语》）

D.“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中的“病”是形容词，“困苦”的意思。（《捕

蛇者说》）

【答案】A。解析：A项中的“病”是名词，“症结、病症”的意思。

（二）通假字归纳

（1）固以怪之矣。（“以”通“已”:已经。） ——《陈涉世家》

（2）苟富贵，无相忘。（“无”通“毋”:不要。）——《陈涉世家》

（3）为天下唱。（“唱”通“倡”:倡导，发起）——《陈涉世家》

（4）将军身被坚执锐。（“被”通“披”:穿着）——《陈涉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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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镜帖花黄。（“帖”通“贴”:粘上）——《木兰诗》

（6）出门看火伴。（“火”通“伙”：伙伴）——《木兰诗》

（7）卧右膝，诎右臂支船。（“诎”通“屈”:弯曲）——《核舟记》

（8）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有”通“又”：还有）——《核舟记》

（9）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简”通“拣”：挑选）——《核舟记》

（10）虞山王毅叔远甫。（“甫”通“父”：男子美称）

【考题示例】

在学习完《鱼我所欲也》一课后，教师引导学生归纳和文中“乡为身死而不受”

中“乡”相同用法的句子，以下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

A.一厝朔东（《愚公移山》）

B.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隆中对》）

C.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

D.困于心，衡于虑（《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答案】B。解析：B项没有通假字。

（三）词类活用

1.名词活用

（1）名词作动词

①不能名其一处也 名：名词用作动词，说出。《口技》

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名：名词用作动词，出名，闻名。《陋室铭》

③腰白玉之环 腰：名词用作动词，腰佩。《送东阳马生序》

（2）名词作状语

①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日：名词作状语，一天天 《隆中对》

②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 西：名词作状语，向西。 《小石潭记》

③空谷传响 空谷：名词作状语，在空荡的山谷里。《三峡》

（3）名词作形容词

①宜乎众矣 众：名词作形容词，很多，多。 《爱莲说》

②其色墨 墨：名词作形容词，黑色。《核舟记》

③道阻且右 右：名词作形容词，弯曲。《蒹葭》

2.动词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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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词作名词

①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奔：动词用作名词，奔驰的骏马。《三峡》

②猛浪若奔 奔：动词用作名词，奔跑的马。《与朱元思书》

③宜枉驾顾之 驾：动词用作名词，指车、马。《隆中对》

（2）动词作副词：

寻病终 寻：动词作副词，不久。《桃花源记》

（3）动词作状语：

忽啼求之 啼：动词作状语，哭着。《伤仲永》

3.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

（1）使动用法

①此教我先威众耳 威：形容词使动用法，使……威服。 《陈涉世家》

②固国不以山溪之险 固：形容词使动用法，使……巩固。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③闻寡人之耳者 闻：动词使动用法，使……听到。《邹忌讽齐王纳谏》

（2）意动用法

①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美：形容词意动用法，以……为美。 《邹忌讽齐

王纳谏》

②故人不独亲其亲 亲：形容词意动用法，把……当作亲人。 《大道

之行也》

③先主器之 器：形容词意动用法，认为……有才能。《隆中对》

4.形容词活用

（1）形容词作名词

①二男新战死 新：形容词用作名词，新近。《石壕吏》

②亲旧知其如此 旧：形容词用作名词，旧友，故友。《五柳先生传》

④百废俱兴 废：形容词用作名词，废弃的事。《岳阳楼记》

（2）形容词作动词

①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威：形容词用作动词，威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②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私：形容词用作动词，偏爱。《邹忌讽齐王纳谏》

③欲穷其林 穷：形容词用作动词，穷尽，走尽。《桃花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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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容词作状语

①皆若空游无所依 空：形容词作状语，在空中。《小石潭记》

【考题示例】

在学习完《五柳先生》一课后。教师引导学生归纳和“性嗜酒”一句中“酒”的

用法相同的

句子，以下归纳不符合要求的一项是（ ）。

A.任意东西（《与朱元思书》） B.空谷传响（《三峡》）

C.拥毳衣炉火（《湖心亭看雪》） D.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

【答案】B。解析：“空谷”，名词作状语。

二、文言虚词举例

1.之

（1）结构助词

愚以为宫中之事。（《出师表》）——的

悍吏之来吾乡。（《捕蛇者说》）——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不译。

（2）语气助词

久之，目似瞑，意暇甚。（《狼》）——补充音节，无实在意义。

2.其

作副词：“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意为“难道、还是”。

3.以

作介词：“太医以王命聚之。”（《捕蛇者说》）——用

作连词

“扶苏以数谏故”（《陈涉世家》）——因为

“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捕蛇者说》）——来

“属予作文以 记之。”（《岳阳楼记》）——用来

4.而

作连词分别表顺承关系、判断关系和修饰关系。例如：

“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涉世家》）——表顺承关系，不译

5.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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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重修岳阳楼。”（《岳阳楼记》）——表承接关系的连词，作“于是、就”

讲

“当立者乃公子扶苏。”（《陈涉世家》）——表判断关系的动词，作“是”讲

“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表人称的代词，作“你的”讲

6.于

作介词用，根据语言环境不同，意义各不相同。

“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愚公移山》）——到

“苛政猛于虎。”（《捕蛇者说》）——比

“舜发于畎亩之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

7.为

作介词

“为天下唱。”（《陈涉世家》）——替、给

“不足为外人道也。”（《桃花源记》）——向

“其印为予群从所得。”（《活板》）——被

8.焉

作助词：“寒暑易节，始一反焉。”表句末语气，不译。

9.所

所与“以”结合表原因:“此先汉所以兴隆也。”（《出师表》）表原因。

作介词结构：“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意为“用来”。

10.乎

作语气助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意为“吗”。

【考题示例】

期末复习课上，教师检查学生对文言虚词“而”的用法，下列各句中与“足肤皲

裂而不知”中“而”的意义和用法一致的是（ ）。

A.而伯乐不常有 B.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C.久而乃和 D.执策而临之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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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初中语文教师资格证考试必知文学常识

（一）课内文学常识（基本篇目）

1.《紫藤萝瀑布》选自《铁箫人语》，是女作家宗璞的一篇散文。原名冯钟璞，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短篇小说：《红豆》、《不沉的湖》、《后门》、《知

音》等。中篇小说：《三生石》。长篇小说：《野葫芦引》。这篇文章通过对一

树盛开的紫藤萝的驻足观赏，使原先的悲痛和焦虑化为宁静和喜悦，悟到“花和

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不能让昨天的不幸

把人压垮，每个人都应该像紫藤萝的花朵一样，以饱满的生命力，投身到生命的

长河中去，在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

2.《童趣》沈复（1763 年—1825），字三白，号梅逸，清代文学家。著有《浮

生六记》。本书文字清新真率，无雕琢藻饰痕迹，情节则伉俪情深，至死不复；

始于欢乐，终于忧患，漂零他乡，悲切动人。《浮生六记》是沈复的代表作，共

六卷，每卷皆有标题，依次是《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

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浮生六记》中的“闲情记趣”一章，本文的

主旨是写作者儿时的“物外之趣”。

3.《理想》作者：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当代诗人，著有诗集：《流沙河诗集》、

《故园别》、《游踪》等。这首诗是一首现代哲理诗。从理想的历史意义、人格

意义和人生意义三个方面告诉人们：人生要有理想，只要树立了理想，并为之不

懈地奋斗，就会取得丰硕的收获。

4.《人生寓言》作者周国平。随感集《人与永恒》、《尼采与形而上学》、诗集

《忧伤的情欲》、《只有一个人生》、散文集《善良丰富高贵》、 其中《白兔

和月亮》告诉人们：拥有巨大的利益会勾起无穷的得失之患。《落难的王子》通

过王子的经历又告诉人们：厄运能使脆弱的人变得坚强起来。

5.《论语》孔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

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孔子的言行思

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 20 篇，是儒家经典之一。课

文所选的十则，有的谈学习方法，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思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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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思而不学则殆”；有的谈学习态度，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还有变修身做人

的，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6.《春》是朱自清的一篇写景抒情的散文。朱自清，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

者、民主战士。诗文集《踪迹》，代表作品有《背影》《欧游杂记》等，收在《朱

自清全集》里。 在《春》中，作者按照盼春、绘春和赞春的思路来结构全文。

在绘春部分，依次描绘了五幅美丽的图画，分别是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春

雨图和迎春图。最后运用比喻，突出了春天新、美、力的特征。

7.《济南的冬天》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

代表作还有话剧《茶馆》《龙须沟》，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被称为“人民

艺术家”。 《济南的冬天》一文，开篇就以对比的写法突出了济南无风、无雾

（响晴），无毒日（温晴）的宝地特点，然后，从阳光朗照下的山；薄雪覆盖下

的山；不结冰的水三个方面写了济南的冬天。表达了对济南的赞美之情。

8.《绿色蝈蝈》这是一篇妙趣横生的小品文。作者法布尔是法国昆虫学家，动物

行为学家，文学家。被世人称为“昆虫界的荷马，昆虫界的维吉尔”。选自《昆

虫记》，作者采用生动活泼的笔法，把蝈蝈写得活灵活现。《昆虫记》称为“昆

虫的史诗”。

9.《山市》选自《聊斋志异》。作者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居

士，世称“聊斋先生”。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直至 71

岁时才成岁贡生。《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是他的书屋的名字，

“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

当时的社会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

了人民的愿望。山市，山中蜃景，与“海市蜃楼”相似，是一种因折光反射而形

成的自然现象。本文再现了山市由生成到消失的全过程，描述了山市的美景。

10.《散步》作者：莫怀戚，重庆作家。著有系列小说集《大律师现实录》。以

时间顺序叙写散步的过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动人的画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

爱幼的传统美德，昭示中年人应肩负起承前启后的责任，给人以深刻启示。

11.诗两首①《金色花》泰戈尔印度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诗集：《吉檀迦

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剧本：《摩吉多塔拉》等。长篇小说：



第 12 页 共 21 页

《小沙子》《沉船》《戈拉》。歌曲：《人民的意志》被定为印度国歌。他的创

作对印度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191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色花》以“假如

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生发想象，展开三幅耐人寻味的画面，让我们感受到母子

情深，感受到母子之爱，那么一种亲昵，那么一种亲热。寄寓了母子情深以及人

类天性的美好与圣洁。②《纸船》冰心，现代散文家、小说家、诗人、儿童文学

作家，翻译家。原名谢婉莹，主要作品短篇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春

水》，散文集《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往事》等，她的散文，委婉、秀丽、

清新、自成一家，被人称为“冰心体”或“闺秀体”。《纸船》采用托物寄情的

手法，表达了远离家乡的游子对日夜思念的母亲的深情呼唤，是献给亲爱的母亲

的一曲深情的颂歌。文中纸船象征漂泊无依的孤独，象征思念母亲、思念祖国的

一颗心，象征诗人纯洁、美好的心愿。

12.《世说新语》两则《咏雪》选自南朝宋时刘义庆组织人员编写的《世说新语》，

它是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全书共 8 卷，分为德行、言语、文学、政事等 36

门。本文编入“言语”门。通过谢太傅一家雪后赏景的故事，对才女谢道韫给予

了有力的赞赏。谢朗的诗形象地写出了雪落的颜色和姿态；而谢道韫的诗在追求

形似的同时，更注重了神似，有深刻的意象。《陈太丘与友期》记陈记七岁时的

故事，表现了他的聪慧，但主要是写了他懂得为人的道理。“无信”和“无礼”

为全篇核心。

13.《皇帝的新装》安徒生，丹麦著名童话作家，代表作有：《皇帝的新装》、

《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夜莺》、《海的女儿》、《拇指姑娘》、

《白雪公主》、《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等。本文通过一个昏庸无能而又穷奢极

欲的皇帝受骗上当的故事，揭露和讽刺了皇帝和大臣们的虚伪、愚蠢和自欺欺人

的丑行。

14.《郭沫若诗两首》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

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历史话剧：《棠棣之花》《屈原》《虎

符》《高渐离》《孔雀胆》《蔡文姬》《武则天》等，另还写有诗集《女神》，

历史论著《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等。学术论著《李白与杜甫》等。《天

上的街市》取材于我国古代有关牛郎织女的传说。它借丰富新奇的联想和想象，

描绘了美妙的天街景象，表达了诗人摆脱封建束缚、追求理想、向往自由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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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感情。《静夜》在写法和风格上和《天上的街市》很相似，都是在前面写景

的基础上，转而进入想象的世界，收尾出人意料，让人产生无尽的回味和向往。

这首诗立足“静夜”，描绘月光、松树、疏星等景物，展开联想，有一位鲛人在

天河岸边对着月夜无声地流下了珍珠泪。寄托诗人的失望情绪，隐含对祖国、家

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

15.伊索寓言①《赫耳墨斯和雕像者》——《伊索寓言》对盲目自高自大的赫耳

墨斯进行了讽刺，告诉我们要重视事物的本质，不能爱慕虚荣；②《蚊子和狮子》

则提醒我们，取得成绩后不要骄傲自满，得意忘形。③《智子疑邻》提醒我们不

能根据亲疏远近去判断人和事情，不能心存偏见。④《塞翁失马》——《淮南子·人

间训》（《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等编著。

16.《芦花荡》选自《孙犁文集》。作者孙犁，原名孙树勋，现代小说家，散文

家。孙犁的小说都是诗化小说，代表作小说散文结集《白洋淀纪事》之一《荷花

淀》，之二《芦花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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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选自《雨果文集》。作者雨果，

法国作家。代表作品有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

18.《阿长与〈山海经〉》选自《朝花夕拾》。作者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伟大的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之一，发表了中

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无

论是散文、诗歌、杂文、小说还是文艺理论都有很高的成就，成就最高的是杂文。

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

诗集《野草》，杂文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文集》等，后都收在

《鲁迅全集》中。

19.《背影》选自《朱自清散文全集》。作者朱自清，字佩弦，号秋实。散文家、

诗人、学者。诗文集《踪迹》，代表作品有《背影》《欧游杂记》等，收在《朱

自清全集》里。

20.《老王》选自《杨绛散文》。作者杨绛，作家，文学翻译家。翻译有《堂·吉

诃德》，作品《我们仨》《洗澡》。其夫钱钟书，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文学



第 14 页 共 21 页

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作品《围城》。

21.《信客》选自《秋雨散文》。作者余秋雨，浙江余姚人，作品有《文化苦旅》，

《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后收在《秋雨散文》中，《信客》就出自《文

化苦旅》。

22.《苏州园林》选自《百科知识》。作者叶圣陶，原名绍钧，字圣陶。江苏苏

州人。现代著名的作者、教育家、编辑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倪焕之》，中短

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童话《稻草人》等，后都收在《叶圣陶集》里。

23.《桃花源记》选自《陶渊明集》。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东晋著名诗人。

代表作《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并序》、《归园田居》、《五柳先生传》等。

24.《陋室铬》选自《全唐文》。作者刘禹锡，字梦得，唐代诗人。有《刘禹锡

集》。

25.《爱莲说》选自《周元公集》。作者周敦颐，字茂叔，北宋哲学家。元公是

周敦颐的谥号。

（二）课外拓展文学常识

先秦文学

1.《诗经》：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主要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

社会生活。“诗经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无曰雅，六曰颂。

2．楚辞：“楚辞”是先秦北方“史官文化”同南方“巫官文化”融汇、交流的

产物。代表作屈原《离骚》、《天问》、九歌；宋玉《风赋》等。《楚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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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先秦散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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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

《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2）《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

4.诸子百家

孔孟：孔子和孟子的合称。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人称为“至圣”，《论

语》是以记载孔子及其少数弟子有关言行的语录体著作。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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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代表，后世称为“亚圣”，《孟子》是以记载孟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散文。

秦汉文学

1．《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

《史记》与《汉书》（班固）、《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2．《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

3．古诗十九首，特指汉代无名氏所缩的十九首五言诗，其开创性的艺术成就使

之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其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可见一斑”。

4、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

魏晋南北朝文学

1.“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建安诗人。

2．南朝乐府民歌分吴歌和西曲两类，大多产生与长江流域，其地山川秀美，诗

中景物对江南的清丽，如《西洲曲》；北朝乐府多反映任命的乱离之苦，和勇敢

刚毅的尚武精神，如《木兰诗》《敕勒川》。

3．王羲之，东晋诗人，其书法具有极高艺术价值，为天下第一行书，代表作《兰

亭集序》。

唐宋文学

（一）诗词类

初唐诗歌

1.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盛唐诗歌

1.王维，字摩诘，外号“诗佛”。苏轼称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

画，画中有诗”。

2．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李白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

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

3．杜甫，字子美，被誉为“诗圣”，其诗为“诗史”。杜甫思想核心是儒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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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思想，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

中唐诗歌

1.韩愈，字退之。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与柳宗

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与柳宗元、欧阳

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2.白居易诗歌的写实手法

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现实主义诗人，语言平易通俗。代表作有《长恨歌》、

《卖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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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诗词

1.欧阳修，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

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

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2.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词开

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3.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

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

元明清文学

戏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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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窦娥冤》《单刀

会》。

2.王实甫

《西厢记》不仅是一部戏剧，她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碧云天，

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西厢记》为

“传奇之祖”。

小说类

1、四大名著：《水浒传》（元代，施耐庵）、《三国演义》（明代，罗贯中）、

《西游记》（明代，吴承恩）和《红楼梦》（清代，曹雪芹）。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三国演义》第一部

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红楼梦》向世人昭示一

个人们感情上难以承受，但却无可改变的哲理：人生和社会永远处于摆脱的命运

悲剧之中。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基本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

心事件，写出了从家庭到社会的悲剧命运。《西游记》为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著。

取材于《大唐西域记》和民间传说、元杂剧。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本名

《大唐三藏取经记》）是西游记故事见于说话文字的最早雏形，其中，唐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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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玄奘法师为原型的。

4．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章回体长篇讽

刺小说。

5.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志怪反映现实，且使用传奇手法，兼具志怪、传奇

二体的特点，以至成为成熟的短篇小说。

第四部分 诗人别称

诗骨——陈子昂 诗豪——刘禹

锡

诗奴——贾岛

诗杰——王勃 诗佛——王维 诗囚——孟郊

诗魔——白居易（香山居

士）

诗狂——贺知

章

诗家天子、七绝圣手——王昌龄

诗仙——李白（清莲居士） 诗鬼——李贺 六一居士——欧阳修

诗神——苏轼（东坡居士） 诗圣——杜甫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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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三友：松 竹 梅

6、科考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各自的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

7、殿试三鼎甲：状元 榜眼 探花

8、科考四级及录取者称谓：院试－秀才 乡试－举人 会试－贡生 殿士－进士

9、 经典四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

10、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11、通五经贯六艺中的六艺指：礼 乐 书 数 射 御

12、诗经六义：风 雅 颂 赋 比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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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六艺经传指：《诗》《书》《礼》《易》《乐》《春秋》

14、国画四君子：梅 兰 竹 菊

15、 书四库：经 史 子 集

16、 四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 《三国志》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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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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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九州指：冀 兖 青 荆 扬 梁 雍 徐 豫

20、十二地支：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考题示例】

《范进中举》一课学习后，有学生整理了关于《儒林外史》的文学常识，下面出

现错误的一项是（ ）。

A.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明代小说家，晚号“文木老人”。

B.以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

C.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是讽刺文学的佳作。

D.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是“秉持公心，指摘时弊”。

【答案】A。解析：吴敬梓是清代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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