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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试题（高中语文）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

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和题意要求的，请用 2B铅笔涂选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字母。

1. 教师引导学生探究古代是个中的“云”意象，体会多种多样的内涵，下列含有“云”的

诗句，意图表现人生哲理的是

A.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杜甫《赠花卿》）

B.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秋词》）

C.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此山中。（王安石《登飞来峰》）

D.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高适《别董大》）

2. 教学《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时，教师引入其他相关小说名作，引导学生体会自然环境描

写的妙处，下列作品不适合的是

A. 契科夫《骑在套子里的人》

B. 孙犁《芦花荡》

C. 鲁迅《社戏》

D. 海明威《老人与海》

3. 教研组准备在高一年级开展教文专题教学，围绕“乡土情怀”选择阅读篇目，下列作品

中

A.
B. 贾平凹《秦腔》

C. 蒙田《热爱生活》

D. 富尔格姆《信条》

4. 欧洲古典主义喜剧的“三一律”创作原则，谢丽尔遵循这一原则的代表作是

A.关汉卿《窦娥冤》

B.
C.
D.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5.研读古代文化经典时，教师根据梳理文中重要字词，下列自此释义不正确的是

A.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效：效仿） （《庄子·逍遥游》）

B.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戚戚：忧愁，哀伤） （《论语·述而》）

C.道可道，非常道。（第三个道：自然规律，自然法则） （《老子·上篇》）

D.数罟不如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

6.文言文复习课上，教师建议学生自主归纳文言“则”的用法，下列句子中的“则”表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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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关系的是

A.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 （劝学）

B.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岳阳楼记）

C.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师说）

D.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7.讲解《锦瑟》时，教师列举含有典故的诗句，向学生解释古代诗词创作的用典传统，下列

诗句不适合的是

A.持节云中，何处遣冯唐。（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B.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

C.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杜甫《秋兴八首·其一》）

D.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8.学习“语言文字运用”专题时，教师举例说明成语使用注意事项，下列语句中成语使用恰

当的是

A.田野上盛开着金黄的油菜花，三两座红色的芳子星罗棋布的点缀其中。

B.他热爱科学，但动手能力捉襟见肘，暴露了他在实验操作方面的不足。

C.当我国乒乓健儿战胜对手赢得金牌时，现场爆发出振聋发聩的欢呼声。

D.因为没有合理的规划，小李在工作中总是千疮百孔，让领导非常无奈。

9.《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10.某版教科书把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刘易斯·托马斯《作为生物的社会》聂芬·霍

金《宇宙的未来》三篇课文编制成一个单元，下列对该单元的教学说法恰当的是

A.本单元课文语言典雅，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B.本单元课文风格精明，应该注重提升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

C.本单元课文结构严谨，应该引导学生根据作者思路，归纳文章观点。

D.本单元课文体裁多样，应该引导学生结合作者生平，展开个性解读。

11，阅读某教师的教育片段，

近年来，我发现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在减弱，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教师没有认识她对学生

进行思维训练，这种训练可以渗透在阅读教学中，比如，教学《项链》一文时。以往我们只

停留在批判马蒂尔德的虚荣心上，这次我有意组织学生从多个角度去评价马蒂尔德，对人物

进行深度思考。通过小组讨论，学生认识到马蒂尔德的“虚荣”是人性使然，她在后期的改

变是值得称赞的。接着，我继续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探究虚荣心的本质，学生探究之后进

一步认识到，马蒂尔德虚荣心的本质是不切实际，迷失自我，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克服自己的

虚荣心，知道下课前，学生还在热议，可见，问题探究讨论就是训练理性思维的过程。

对上述教学实例分析，正确的是

A. 学生理性思考减弱的根本原因，是老师教学中缺乏有效的方法

B. 围绕人物形象展开多元解读，是警醒理性思维训练的唯一途径

C. 引导学生理性思考，应该熟悉文本之外设计富有启发性的问题

D. 培养学生理性思维，可以基于特定的话题展开逐渐深入的谈论

12. 阅读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教学反思片段，按要求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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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是教学中开展研究学习的重要切入点，学生通过品味研究阅读文本深处，汲取作

者的言语智慧，丰富自己的情感世界，教师从文本解读深入并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更容易

关注到学生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学生形成自己的思考和简介，学生围绕文本解读开展研

究活动，也是容易激发蜂拥的探究意识，形成积极的研究心理，在研读文本的过程中，教师

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运用语文教育中的问题，学会通过研读，评

价和反思，提高整体感知，吉思进取，提高自身的阅读能力，为未来摄入开展研究性学习奠

定基础。

下列描述教学反思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是

A. 文本解读具有研究性，因为成为研究性学习的切入点

B. 本文作者的言语只会体现在语言运用，情感表达等方面

C. 学生在阅读中提出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D. 文本解读在学生探究能力方面具有特定的意义

13. 阅读某教师教学后的访谈记录片段，按要求答题。

上课前我担心《纪念刘和珍君》远离时代。会造成学生理解困难，但备课时没想太多，

参照一份素材加上自己的理解就写完教案了，一上课就发现学生难以产生共鸣，不太容易透

入文本，课堂气氛很沉闷，我当时有点紧张，赶紧调整教学思路，先带着学生反复朗读，体

会作者的情感变化，然后把这个变化过程用曲线呈现在黑板上，接着抓住一些重点教学生如

何围绕关键词，比如“猛士”“庸人”等，评为作者情感，最后让学生选出自己喜欢的句子

说说自己的理解，我点评，总结，教他们谈论还要分析“刘和珍”形象，但还是没有讲完，

准备挪到下节课来完成，作为新手教师，我觉得真的要好好考虑学情。

对上述讲课记录的分析，正确的是

A. 如果教师课前有充分预设，课堂教学就会按照教案顺利展开

B. 学生缺乏情感共鸣是因为年龄小，无法理解出文本思想

C. 调整后的教学思路比较随意，不利于发展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D. 充分把握学情，是正确的处理课程教学预设和生成关系的前提

14. 阅读教研组备课的研讨记录片段，按要求答题、

教研组长：写作教学往往依附于阅读教学，一直以来，写作教学根本不

15. 阅读某教师有关选修课的教研论文，按要求答题

选修课个性化的核心特征，是组中学生的个性化体验和发展需求，教师要关注学生学习的过

程性体验，尤其要引导学生通过专题学习取得文化积累和情感涵养，比如，教学“中外戏剧

名著选修”可以让学生围绕“我喜欢的人物”这一话题开展协作活动，与人物充分对话，从

中取得人生启迪，教师还要最终学生在生活阅读，语文能力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着眼

于学生的反战需要，结合专题内容设计多层次的学习活动，比如，教学“《史记》选读”，

可以设计这些学习活动，如“为刘邦写一篇生平纪事”，“分析刘邦的性格特征”，“讨论

刘邦是不是英雄”等，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各种活动都注重培养学生的不同的阅读能

力

对上述教研论文的相关分析，正确的是

A. 选修课的核心特征是要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

B. 选修课最重要的教学任务是陶冶学生的情操

C. 选修课的教学设计要考虑学生多方面的发展

D. 选修课的都层次学习活动应该保持难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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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题，共 3 小题，第 16 小题 20 分，第 17 题 8 分，第 18 题 12 分，共 40 分。

阅读《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实录片段，完成第 16 题

（播放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师：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跟歌词开头两句很相似，丹苏轼用的

是“风流人物”，而不是“英雄人物”，为什么呢？

生：我觉得英雄人物是杰出的，有成就的人物。

生：我觉得他们意义不同，一个突出“风流”，一个突出“英雄”

师：“风流人物”和”英雄人物”究竟有什么倡议，我们一会开始谈论，先阅读诗句。

生：“初嫁”是刚刚出嫁，而“出嫁”就没有刚刚出嫁的意思了

师：“初嫁”强调小乔年轻，刚刚嫁给周瑜，可是，我想告诉大家，苏轼是真的“错”

了，小乔嫁给周瑜是建安三年，赤壁之战是建安十三年，她不是“小乔”，已经是“老乔”

了。

生：啊？

师：苏轼真的不知道小乔已经嫁给周瑜十年了？他为什么还这么写呢？

生：是不是强调周瑜仍然沉浸在热恋当中？

师：情感如火，十年依然-----这种理解合情理，但不准确，大家还记得我刚提出的问题

吗？为什么苏轼偏偏用“风流人物”，而不用“英雄人物”？

生：“风流人物”是跟美女英雄有关，是用美女来承托英雄，说明周瑜是浪漫，懂得爱

情的。

师：嗯，对的，在苏轼看来，只会打打杀杀不能算作“风流人物”，“风流人物”钱要

有侠胆，还得要有柔肠，正如刚才同学所说，懂的爱情，苏轼有意把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

跟十年前周瑜的燕尔新婚放在一块写，突出自己所歌颂的周瑜的完美形象，“英雄人物”容

易让人们只想到英勇顽强，刚毅果决，就如词中四字写英雄气概----
生：“雄姿英发”

师：“雄姿英发”描写的是“风流人物”英雄气概的一面，那么“羽扇纶巾”描写的是

哪一面呢？注意啊，“羽扇纶巾”是周瑜的装扮。

生：是不是说周瑜有文采的一面？

师：正式！这里表面上写周瑜的外在装扮，实则是写他风流倜傥，只会超群，“公瑾当

年”和“小乔初嫁”是写周瑜既有文采，又有情，那么“雄姿英发”与“羽扇纶巾”写的是

周瑜什么呢？

生：既能武，又能文。

师：好，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苏轼为什么用“风流人物”，而不用“英雄人物”在他心目

中的周瑜就是这样一个别样英雄。

问题：

16. （1）说明教师播放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头曲的教学意义。

（2）评价教师是如何发回引导作用的。

阅读下列的学生写作，完成下列问题

不要和父母算“经济帐”

①生活中，我们经常把为父母干点儿活视为获得“人生中第一桶金”的机会，于是就把这笔

“经济账”算的清楚，姑且不说从父母哪里要钱有多么不合理，为父母办事就要钱在根本上

就不对，父母与子女建的关系更多的感情而不是金钱利益，父母给予我们生命，建立多年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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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无数的心血把沃恩抚养大，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找父母要钱呢？

②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一个小男孩，他把自己一周干的事情写下来，列了一个详细的账

单，上面写清了干了什么活儿，干了几次，应该多少钱，他把账单给了他妈妈，他妈妈卡了，

根据账单上把钱给了他，同时也列了一份账单，上面写的很清楚，给了他生命，供他吃穿，

供他上学，但是账单最下面的金额上写了一个零，小男孩看完后，羞愧的把钱推给了妈妈。

③我们不应该觉得父母的关爱和付出是理所当然的，爱是相互的，父母对于我们无私的爱，

我们也应有所补偿，当我们斤斤计较的时候，可曾想过父母为我们付出过多少？这笔账，我

们是算不清也算不起的。

④孩子和父母算经济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小受到父母的不正确影响，在孩子小的时候，

父母喜欢在孩子干点活是给一些零钱，不管是出于什么医院。这种让孩子从小就觉得付出和

回报应该成正比，孩子帮父母办事要钱更加理所应当了，并且父母给的次数越多，孩子也许

还会变本加利，比如，父母要孩子买东西，他会正常去做，父母要求加快速度，他们就会究

结快速和慢速的金钱问题，常此以往，对孩子和一个家庭的影响都非常大，所以父母教育孩

子时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对孩子的鼓励要适度，不能让孩子觉得自己与父母之前是经济交往

关系，如果一个人和父母要是经济关系的话，那这个人就太恶毒了。

⑤每个人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和父母算“经济账”，要多去翻”感情帐”。

问题：

17.第④段文字中有两个错别字，分别是？第③中有一处语病，请找出来并更正。

18.请指出改习作的一个缺点，并结合具体内容展开分析。

二、教案设计题

跟下下列材料，回答 19-21 小题。

归田园居（其一）

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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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这个单元，要注意反复吟咏，体会诗中的思想感情，还要注意不同诗词的节奏，体会改

作品在创作手法上的独特性。

课程标准相关要求

在阅读奖赏中，了解诗歌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了解有关背景材料，用于分析和理解

作品。

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一切的文化发展奠定基础，学习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的

历史文化

学生情况

高一年级，班级 50 人

教学条件

教室培优多媒体社会，能够演示 PPT

19，阅读上述材料，确定

20，选择其中一个具体的教学目标，设计一个教学片段，

21，设计一个具体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完成下面的【研讨】

仔细品味下列陶渊明的诗句，说说它们在动词的使用上

1.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

2.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其一）

3.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拟古》其七）

4.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前。（《和郭主簿》其一）

5.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http://www.baidu.com/link?url=Vkv6J7xo7lnzWeHpTrr6UaVK2c9Loh4sYXaVwWqqsvwyPuz2EKP9KMiHB6WxxIEnfeQNY-j1Kgkzf2X2Bh_2RrKXcFWD8T39bGh1GbkvTU89Fqqx1DTcu16WkqCoD9hU_JvG8YH6SJE-sb6m8etMvCjftRHTzMBwrqIJr9_5EIxewPrhmllj5FZRXvtJB9gSTiSgJ7ppXe4mEcna2HubbO29qo8A_sZHd6r7K1TA8UG8tpOpay-_tKAcWCuicKVw6DdxKoikxNqFBw3oE9Ei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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