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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共 15 小题，每题 3 分，共 45 分。）

1.学习《记念刘和珍君》，教师向学生介绍其他叙事性散文，下列合适的是

A.《故都的秋》 B.《荷塘月色》 C.《小狗包弟》 D.《拿来主义》

2.某教材设置了“现当代戏剧鉴赏”单元，引导学生品味语言，梳理戏剧矛盾，掌握现当代

戏剧基本特点，下列适合推荐的现当代戏剧作品是：

A.《闺塾》 B.《三块钱国币》 C.《长亭送别》 D.《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3.学习校本课程“有趣的对联”时，学生梳理下列三幅对联所赞美的历史人物，邪猎梳理而

出的答案，正确的是：

（1）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

（2）金石文章空八代 江山姓氏著千秋。

（3）玉茗堂中传蝶梦，临川集上插芳馨。

A.屈原 韩愈 汤显祖 B.屈原 苏轼 王世甫 C.杜甫 苏轼 王实甫 D.杜甫 韩愈 汤显祖

4.教学《林黛玉进贾府》，教师设置的教学目标是“品味小学语言”，赏析人物形象。”

下列教学环节与这一教学目标相吻合的是：

A.了解《红楼梦》的创作背景 B.介绍出场人物之间的关系

C.感受王熙凤鲜明的个性特征 D.体会作者的小说创作风格

5. “竹”是古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往往具有高洁、超脱、坚韧的意味，某教师引导学

生梳理含有“竹”意象的诗词，下列不适合的是

A.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B.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

C.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D.瘦石寒梅共结邻，亭亭不改四时春。须知傲雪凌霜质，不是繁华队里身。

6. 教师引导学生研读“诸子百家经典”，下列作品适合作为综合题阅读书目的是：

A.《道德经》《孔子》 B.《庄子》《颜氏家训》

C.《商君书》《史记》 D.《世说新语》《资治通鉴》

7. 教学《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初步了解诗歌主要内容后，有学生举手说“老师，

我读到的是海子的孤独感，而且他想要摆脱孤独，所以他写到‘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另有一同学发言“老师，我也读到了海子的孤独感，单位认

为他并不想摆脱孤独，所以他写到了‘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他说的是通信，而没有说见面”，针对学生认识上的分歧，下列教师的教学行为，不恰当的

是：

A. 请学生继续分享阅读的感受，结合关键语句探究诗歌意蕴。

B. 表扬学生们的独立思考，鼓励学生表达对作品的个性化理解。

C. 补充介绍作者及写作背景等知识，统一对诗歌主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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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就课堂争论的问题书面表达个人见解。

8. 学习《鸿门宴》，教师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樊哙闯帐”部分，要求读出情节的紧张感，

读出不同人物的心理和个性特点，下列对该教师教学行为的分析，恰当的是：

A. 设置情景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B. 以朗读促进学生深入理解的作品

C. 通过情景再现，把握作品风格

D. 以角色扮演替代对课文的分析

9.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课外阅读”提出具体教学建议，某教师根据这

些建议使用“语文读本”，下列使用方法不恰当的是：

A. 教师鼓励学生运用从精读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自主阅读课本。

B.每学期至少要用一半的课时学习语文读本，扩大学生的阅读量。

C.教师向学生推荐语文读本中与教科书阅读单元相配合的选文。

D.以语文读本所涉作家为基础，向学生推荐其他课外阅读篇目。

10. 学习《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引导学生品味诗歌语言，赏析意境之前，教师播放赤壁

实景图片并配以磅礴的音乐，下列对该教学资源使用的评价，不恰当的是：

A. 营造情感氛围，可引领学生进入诗歌意境。

B. 契合诗歌的意境，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C. 实景再现，先入为主，影响学生展开想象。

D. 诗歌教学播放音像资料，会降低教学效率。

11. 阅读《我有一个梦想》导学案的片段，按要求答题。

任务一：初读课文，回答问题。

（1）演讲针对什么人？

（2）演讲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3）演讲要达到什么目的？

任务二：再读课文，分析文本结构。

任务三：三读文本，揣摩重要语段。

（1）作者从哪些方面揭示了 100 年后美国黑人的生活处境？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2）哪几段描述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请处理并分析表达了作者的什么心思？

（3）马丁·路德·金号召黑人采用怎样的方式实现梦想？反对哪些做法？

任务四：角色扮演，体悟作者情感。

假设自己是作者，选择最喜欢的段落进行演讲，体悟其中蕴含的情感。

对上述内容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是

A. 任务一重在引导学生初步提取文本信息

B. 任务二重在引导学生整体感知文本脉络

C. 任务三重在引导学生深入演习文本内容

D. 任务四重在引导学生训练口语表达能力

12. 阅读某教师教学《登高》的导入环节，按照要求答题。

提到杜甫的诗歌，我们自然想到他特有的“沉郁顿挫”的诗风。请看大屏幕：“‘沉郁’指

内容情感，‘沉’即‘深’，之内容的深刻、深广、深厚；‘郁’即‘积’，指内容的凝重、

含蓄，也指题材严肃，意境雄浑，感情深沉。‘顿挫’则指情感和音韵的表现技法；从情感

抒发的角度，指情感跌宕起伏，千回百折，郁结难舒。”

下面，我们就通过品读《登高》来体味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并探究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

尝试着更进一步了解 “诗圣”杜甫。

请同学们结合上面的解释讨论：你能从登高这首诗中读出“ 沉郁顿挫”的意味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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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内容的相关分析，正确的是：

A 围绕诗风品诗目的是引导学生从内容和形式两个角度赏析作品。

B 教师对顿挫的解释过于笼统，没有从音韵学的角度详细说明。

C 教师先解释名词再引导学生讨论，意在营造紧张严肃的课堂氛围。

D 教师解释概念，不利于学生深入思考并探究沉郁顿挫的含义。

13. 阅读某会考试题，按要求答题。

结合《烛之武退秦师》的选文和下面“课文背景形势图”，用选文原句填空。

从形式图看，晋国处在秦、郑之间，攻打郑国对进过最有利，而对秦国利益不大。因此，

烛之武在与秦伯的谈话中，首先以“①”，说明即使消灭郑国，秦国也无法越过别国统治郑

国；又以“②”说明晋国的扩张意味着秦国势力的削弱；最后得出亡郑是“阙秦以利晋”的

结论，成功说服了秦伯。

对上述试题测试目标的分析，不正确的是

A. 体现读图时代特点，重点考查学生读图能力。

B. 考查学生融合不同领域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C. 考查学生借读文言文和处理图文信息的能力。

D. 考查学生对多类型文本信息的综合处理能力。

14. 阅读论文《发掘、发现、发展：作文教学指导的三个视角》的片段，按要求答题。

作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作文习惯和形成较强的表达能力。学生一旦形成

了这种习惯和能力，就将具备语言交流的主动性和文字表达的自信心，不但不怕作文，而且

会喜欢作文，会努力喜欢作文，会努力写好作文。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作文教学中提出“发

掘、发现、发展”的指导理念；“发掘”就是发掘学生的写作潜能，“发现”就是发现学生

作文的亮点和问题，“发展”就是发展学生的写作素材和写作个性。

对上述内容的相关分析，正确的是

A. 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必然能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

B. 高中作文教学的目标主要是发掘学生的写作潜能

C. 激发写作兴趣与提升写作能力相辅相成彼此促进

D. 想象作文是发展学生写作素养和写作个性的关键

15. 阅读综合性学习“古代诗文朗诵展示会”活动方案的片段，按要求答题。

第一阶段，自选篇目。学生可从教科书、《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推荐课外阅读

篇目或其他书籍中，选择适合朗诵的古代经典诗文。

第二阶段，班级评优。学生资源组合，自己排练，然后在班内展示，各班评选 1-2 个优秀朗

诵节目。

第三阶段，年级展演。参演学生自聘指导教师，进行加工排练。评委团依据公开的展演评价

标准，对各节目从多个角度进行评价，设置优秀组合、优秀个人、最佳表演创意、最佳诗文

改编等多个奖项，让参演的学生人人有奖。

对上述内容的相关分析，正确的是

A. 搭建校园明星成长平台，目的是激发学生的表演兴趣

B. 多角度评价，体现促进学生个性特长发展的教育理念

C. 以选拔优秀学生为目的，促使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

D. 评奖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无法发挥诊断和激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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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3 小题，第 16 题 20 分，第 17 题 8 分，第 18 题 12 分，40 分）

案例：阅读《锦瑟》教学实录的片段，完成第 16 题。

师：作者回忆的是自己的“年华”，他的“惘然”之情，你们明白了吗？

生：好像明白了。“此情”表达的是作者对年华已逝去的惘然，自己抓不住过去那些美

好，感觉更加的迷茫、凄凉。

师：现在懂这首诗的同学举手，大家相互看看，已经有很多人懂了。现在很多人考证，

说《锦瑟》……，谁来说？

生：据说当时李商隐和一个宫女有过一段很美好的故事，但是他们后来分开了，这首诗

是用来怀念这段故事的，但也有人说他是自伤身世。

师：同学们很聪明。有人考证，说“锦瑟”是一个姑娘的名字，李商隐很喜欢她，但是

两人后来没成，所以这首诗是表达爱情主题的。又有人说这种解释不对，“锦瑟”是一种乐

器的名字，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最喜欢弹奏的。明白什么了？

生：这首诗是表达怀念，追悼亡妻的。

师：好的。又有人说，这首诗既不是爱情主题，也不是追悼亡妻，他表达的是自己诗歌

创作的特点，说这首诗是李商隐整个六百多首诗的“序”，现在李商隐的诗集比较好的版本

就是这本《李商隐诗歌集解》，说《锦瑟》是他的一篇序文，这个观点是钱钟书先生提出来

的。又有人说，《锦瑟》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诗，所表达的是自己一生不得志。还有人说，这

首诗不能用具体的内容概括，它所包含的内容很多，既有对自己爱人的思念，也有政治上不

得志的怅然若失，可能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能把它定为某个具体的意思，所以，“一篇

《锦瑟》解人难”啊！同学们，你们希望是哪一个？我们如何去认识它呢？（眼神充满期待）

生：我觉得作者创作时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想到了，然后写成一首诗，这些“可能”

都是后人附加的。作者是依托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写成的，所以要了解作者的生平情况，才

能理解。

生：这个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首诗有作者的意义，而读者在读的时候会有自己

的读者意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

师：同学们开始懂诗了，刚才两位同学的发言，涉及到我们中国古代试论非常重要的两

种基本观点：“知人论世”和“诗无达诂”，这里有一个读诗的规律问题，老师读了几十年

诗，现在才懂了一点点。同学们可以试着用这两种方法解读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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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给大家布置个作业，刚刚有同学说，对于李商隐的生平不太了解，那么同学们回去

的作业就是去查找资料，写一篇随笔，题目是“《锦瑟》背后的故事”。

问题：

16.（1）“一篇《锦瑟解人难》”，请结合案例，说明教师是如何解决这个教学难题的。（10

分）

（2）请说明教师介绍《锦瑟》主题的不同解说可以起到什么作用。（10 分）

案例：阅读下面的学生作文，完成第 17~18 题。

寻找

①有人说，人生就像一株蒲公英，风一吹就散，飞到各处，但只有一处最为适合。说的

不错，人生也需要走许多弯路，我们一边成长，一边寻找，寻找那最适合我们的未来。

②对我来说，寻找就是人生。有人说，活着和生活不同。那是因为活着需要的是物质，

而生活需要的是精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原本只考虑自己的大脑也开始为别人

着想，原本并不在意相貌的自己也开始梳装打扮，而这就是在寻找快乐。人这一生，就是为

了得到这样或那样的东西而存在，没有了这样的想法，人就如同一具行尸，他的眼睛是无神

的，灵魂是空洞的。人生因为寻找而充满色彩，而在寻找的过程中，会遇到挫折、困难，克

服它们，又会让我们成长，从而有能力去寻找更加适合我们的东西。

③寻找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例如寻找知识就需要付出时间，在不断寻找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我们认为并不那么重要的东西我们把青春给了知识；把羞涩给了勇气；

把忸怩给了坚强。我们换取了一些自己所想要的东西，而这些是为了让自己以后能去交换更

重要的东西。寻找，就是改变自己，使自己更加成熟。

④寻找，还是成功的必经之路。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吸食大麻和可卡因可以探求“我是谁”

的问题。或许我们也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寻找自我吧。但是这个社会中的阻碍太多了，电

子科技就将我们的生活完全改变，我们无节制地玩手机电脑，也许游戏里的“满级”成为了

我们最主要的目标。但在我看来，人生是最难完成的游戏，其中胜出的人更应受到敬仰。因

为在这个社会里，最重要的是找到自我啊！找到自我又多难呢啊！只有脚踏实地，才能逐渐

走向成功。

⑤寻找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也许我们寻找的并不相同，那是因为我们的条件

不同，目标不同。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在寻找着不同的东西，经过不同的道路，但这条道路

充斥着坚辛和喜悦，侵润着汗水和泪水。未来就在迷雾的那一边，是退却还是勇往直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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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你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问题：

17.请从第②⑤段找出两个错别字，从第④段找出一处病句，并分别修改。（8 分）

18.请指出该作文在论证方面的一个缺点，并结合具体内容进行分析。（12 分）

三．教学设计 19 题（20 分），20 题(20 分)，21 题（25 分）。

洛夫《边界望乡》原文

说着说着

我们就到了落马洲

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

手掌开始生汗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

病了病了

病得象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

只剩下唯一的一朵

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

咯血。而这时

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

飞越深圳

又猛然折了回来

而这时，鹧鸪以火发音

那冒烟的啼声

一句句

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

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贲张

你却竖起外衣的领子，回头问我

冷，还是不冷?

惊蛰之后是春分

清明时节该不远了

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

当雨水把莽莽大地

译成青色的语言

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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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1979.6.3

后记:1979 年 3 月中旬自我应邀访港，

16 日上午余光中兄亲自驱车陪我参加观落

马洲之边界，当时轻雾氤氲，望远镜中的故国山河隐约可见，而耳边正响起数十年未闻的鹧

鸪啼叫，声声扣人心弦，所谓“近乡情怯”，大概就是我当时的心境吧。

[注]（1）落马洲，又名“勒马洲”，与深圳仅一河之隔。改革开放前，一度成为游客眺望

内地的旅游点。（2）杜鹃，又名映山红、山踯躅，与杜鹃鸟同名。

（3）鷓鸪，啼声似“行不得也哥哥”。(4)福田村、水围村都在深圳。

作者简介

洛夫，1928 年生，原名莫洛夫，湖南衡阳人。1949 年赴台湾，有诗集《灵河》《石室之死

亡》《众荷喧哗》《因为风的缘故》《月光房子》《漂木》等，诗论集《诗人之镜》《洛夫

诗论选集》。

课文介绍

该课文选自某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第四单元“大地

的歌吟"，本单元精读课文为《河床》(昌耀）；略读课文为《金黄的稻束》(郑敏)、《地之

子》(李广田)、《半棵树》(牛汉)、《边界望乡》(洛夫)。

单元说明

本单元的诗歌不单是借景抒情，而且力求通过具体的物象、联想和思索，表

达具有思想含量的诗意，诗人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法将“诗”与“思”融合在一起。在教学中，

要引导学生感知作品蕴涵的哲思，体会诗的意象与诗人的沉思之间的关系，并感受诗人个性

化的语言表达。

“诗”与“思”的融合：本单元几首诗注重发挥形象的力量，把炽烈的情堵和

抽象的观念密切结合，使“思想知觉化”说理时不致枯燥，抒情时不致显露，写

景时不止于静态。把诗歌的“肉“和“骨”恰当地结合起来，使读者透过意象

浮想连篇，进而体悟诗歌深刻的思想，隽永的情味，这些诗蕴藉含蓄，重视内心

的发掘。只要我们围绕每首诗的题目，寻找相关的话语，形象，便能很好地理解

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通过新奇的意象激发想象: 本单元的诗歌都以连绵不断的新颖意象表达蕴

藉含蓄的情感，通过气氛的渲染，构成一幅幅想象的图景。他们力求智性与感性

的融合，注意运用比喻，象征激发联想与想象，让现实与幻想相互渗透，把感情、

思想寄托于活泼的想象和新颖的意象中。本单元诗歌的意象丰富而独特，只要悉

心体会，就能感悟到诗人所要传达的意蕴及其独特的语言风格。

个性化的语言表达: 在语言方面，他们体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洛夫以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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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语言，突破那些习惯性的陈陈相因的语词组合方式，摒除那种缺乏生机的流

行的语言模式，使语词结合置于读者常常意想不到的位置上，从而获得新奇而陌生的美学效

果。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的相关要求

阅读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散文作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

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学习鉴赏诗歌、散文的基本方法，初步把握中外诗歌、散文各自的艺术特性，

注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现作品意蕴，不断获得新的阅读体验。

学生情况

高二年级第一学期，班额 50 人，

教学条件

教室配有多媒体设备，能够演示 PPT，播放音频、视频文件，投影实物。

19.根据上述材料，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并具体说明确定的依据( 不可照抄材料)。(20 分)

20.选择其中一个具体的教学目标，设计一个教学片段，简要说明每个环节的教学内容与教

学方式。(20 分)

21.设计一个具体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完成下面的[研讨与练习]。(25 分)

[研讨与练习]

“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贡张/你却竖起外衣的领子，回头问我/冷，还

是/不冷?”可见诗人的“望乡”之情并不为同行者所理解，诗人的这种乡愁体验

有没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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