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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 

面向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统一文化考试考试说明 

语文科 

一、考试性质、目的和对象 

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面向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统一文化考试是为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进行的选拔性考试。选拔性考试是高利害考试，考试结果需要具有高信度，考试结果的解释

和使用应该具有高效度。语文科高考的指导思想是：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拔合格的新生，有利于

中等职业学校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校的语文教学改革。 

考试对象为 2022 年中等职业学校报考高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 

二、能力目标 

依据《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15 修订稿）》规定的学习内容与要求，确定

如下能力目标： 

1．现代文阅读能力 

1．1 根据《汉语拼音方案》给常用汉字注音或按照汉语拼音写汉字。 

1．2 掌握常用汉字的音、形、义，辨识同音字、形似字和常见的多音多义字。 

1．3 结合一定的语言环境，理解词语的含义和作用；辨析词义的轻重、范围的大小、感情

色彩的褒贬等。 

1．4 根据表达需要选用合适的句型（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掌握相应的关

联词语，辨识单句和复句（并列、选择、递进、转折、因果、假设、条件）。 

1．5 识别比喻、比拟、夸张、引用、排比、对比、设问、反问、反语、反复等修辞手法，

能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理解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 

1．6 掌握顿号、逗号、分号、句号、问号、感叹号、冒号、引号、括号、省略号、破折号、

书名号等标点符号的用法，理解标点符号在文中的作用和意义。 

1．7 掌握基本的文学、文化常识。 

1．8 理解文章内容。能找出文章的关键词、中心句；能把握文中句子的含义；能提取文中

的相关信息。 

1．9 把握文章的中心。能理解具体材料对表达中心所起的作用；能用自己的语言阐述文章

的中心。 

1．10 分析文章的结构。能划分文章的段落或层次，并概括其大意；能分析文章的谋篇布

局 (线索、开头与结尾、衔接与过渡、伏笔与照应等)。 

1．11 分析文章的写作方法： 

掌握记叙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能分析不同的叙述方法(顺叙、倒叙、插叙)在

文中的作用。能理解具体语言环境中人物描写(肖像、动作、心理、语言)和环境描写(社会、自

然)的作用。 

识别主要的说明方法(举例子、列数字、分类别、作比较、列图表)，并分析其作用。能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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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特征、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等方面分析说明文。 

掌握议论文的三个要素(论点、论据、论证方法)。掌握论证结构(总分、并列、层进)。辨别

论证方法(举例论证、引用论证、比喻论证、对比论证)，并分析其作用。 

1．12 具有一定的独立见解和鉴赏评价能力。能分析文章的主旨，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感悟作品的内涵。能品味、分析词句的表达效果和语言的主要特色。 

1．13 根据阅读材料内容作适当的拓展。 

2．文言文阅读能力 

2．1 根据语境，默写、运用考试篇目中的语句及常见诗文名句。 

2．2 掌握常见文言实词的词义。 

2．3 掌握常见文言虚词（之、其、而、则、乃、以、于、因、然、为）的基本用法。 

2．4 识别和理解通假、词类活用（名词作动词、名词作状语、形容词作动词、意动用法和

使动用法）、古今异义等文言现象。 

2．5 掌握判断、被动、省略、倒装（宾语前置、介词结构后置、定语后置）句式。 

2．6 掌握基本的文学、文化常识。 

2．7 用现代汉语翻译文言句子。 

2．8 理解文意，分析文章内容，并进行初步的鉴赏评价。 

3．写作能力 

3．1 根据要求改错（词句、搭配、语序、标点符号等）。 

3．2 根据要求进行仿写、扩写、缩写。 

3．3 掌握常用应用文（条据，通知，启事，说明书，规章制度，邀请信，感谢信，自荐信，

倡议书，计划，总结，演讲稿等）的概念、特点、格式等。写应用文时，做到文种准确，表意

明确，重点突出，内容完整，格式规范，语言简洁、得体。 

3．4 运用记叙、描写、抒情、说明和议论等表达方式进行写作。写作时，做到观点正确，

中心明确；内容具体，结构完整；语言通顺、连贯、得体；书写规范，字迹端正，文面整洁。 

三、试卷结构及相关说明 

1．试卷结构 

(1)试卷结构 

内容 分值 题量 

一、现代文阅读(约 26 分)  
(一) 现代文阅读(一) 约 12 分 5-6 

(二) 现代文阅读(二) 约 14 分 5-6 

二、文言文阅读(约 24 分)  

(一) 默写运用 约 7 分 5-6 

(二) 文言文阅读(一) 约 8 分 4 

(三) 文言文阅读(二) 约 9 分 4 

三、写作(50 分) 

(一) 写作(一) 约 6 分 1 

(二) 写作(二) 约 14 分 1-2 

(三) 写作(三) 约 30 分 1 

合计 100 分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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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题型 

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写作题。 

2．相关说明 

(1)试卷满分值：100 分。 

(2)考试时间：150 分钟。 

(3)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四、题型示例 

本部分编制的试题仅用于说明考试的能力目标及题型，并不完全代表正式考试的试题形式、

内容、难度等。 

【例 1】 阅读下文，完成第 1—5题 

舌尖上的大米 

①米和面是主食界的“哼哈二将”——地球人都知道“面”出自小麦，而“米”出自水稻。无

论米还是面，原料都是禾本科植物成熟的种子。既然是种子，那就得包含生物学里“种子”该有

的一切配置：作为植物体初级原形的胚、为胚供能的胚乳、包裹胚和胚乳的种皮，以及最外面

的保护层苞片。 

②只是，水稻的种子还不能称之为“米”，因为那个保护层是鳞片状的硬壳，种皮又富含大

量纤维质，直接吃的效果估计．．跟瓜子带壳吃差不多。真正的米，是谷粒去掉了硬壳、种皮和胚

之后，剩下的部分——没错，米就是水稻的胚乳！ 

    ③把稻穗变成米粒的技术，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掌握。细小的谷粒肯定不能用手一颗

一颗地剥，必须得借助工具批量实现，于是人们发明出各种专门“剥米”的工具。 

④“剥米”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把稻粒从稻穗上分出来。稻穗在晾干后，稻粒与茎秆的结合就

不那么紧密了，通过摔打或轻微碾压，就能分离。而分离后的稻粒，只要在一定的压力下，让

它们相互摩擦，那层硬壳就会被剥离——实现这个功能的机械，是个类似磨盘的家伙：砻。 

⑤砻虽像磨盘，但是由木头制造，因为石头太重，容易压碎谷粒。砻盘上密布着深深的木

齿，用以增大产生摩擦的表面积。在两个交合砻盘的转动下，卡在其间的稻粒们相互磨蹭，外

壳就会裂开分离。 

⑥你可别以为“砻”出来的谷粒就是大米了。虽然外壳被砻掉，但种皮还在，此时的谷粒是

土黄色的，称之为“糙米”。糙米还要经过“舂”，才能变成白花花的大米。 

    ⑦舂米的过程类似于“打年糕”——把糙米放入石臼中，用根粗大的杵来敲捣，种皮便随之

破碎。而这个杵，也要用木头制造，同样是为了怕把米捣碎。随着种皮破碎，胚和胚乳也会分

离。细小的胚与种皮混在一起被筛掉后，剩下的胚乳便是大米了。这也是为何我们见到的大米

粒，都缺了一角儿——那就是胚所在的位置。至于那些被淘汰掉的细碎硬壳、种皮和胚，就是

所谓的“糠”。 

⑧如今，“剥米”早已使用自动化机械来进行，把稻穗直接插入机器后，在其内部就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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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现脱粒、去壳、去皮等工序，流出现成的大米。 

    ⑨无论是用电饭锅还是煤气灶做米饭，饭快熟的时候都会飘出浓郁的米香，甚至有人就爱

“白嘴”吃那刚出锅的米饭——米饭的香味源自胚乳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 

⑩米粒中的脂肪酸在受热后，会产生类似青苹果和黄瓜的香气，蛋白质则有类似菌菇的气

味，虽然各自的量很少，但混在一起就成了“饭香”。只是，这股香味不久就会消散，米饭一凉

香气也就没了，即便再加热也不会出现。所以提前做好、批量售卖的米饭，往往没啥香味。当

然，导致饭香寡淡的另一个可能，就是米饭是用陈米做的。大米储藏时间过长的话，脂肪酸就

会发生变质，蛋白质含量也因分解而降低，做出的米饭，自然也就没了香气，反而有一股陈腐

的味道。 

○11 别看大米都是一粒粒饱满的白胖子，其实它们有着不同派系，我们要说的派系并非产地

和品牌商标，而是它们来自不同的植物——粳稻和籼稻。 

 ○12 粳稻与籼稻分属于水稻的两个不同亚种，由它们得来的大米也就叫“粳米”和“籼米”。粳稻

主要生长于温带地区，而籼稻则分布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所以，中国北方的大米几乎都是粳

米，而南方的则大都属于籼米。细看之下，粳米和籼米在形态上有很大差异：粳米短而粗，籼

米细且长。做出来的米饭也是粳米软糯，籼米较有劲道。 

 

1．第②段加点词“估计”不能删去，理由是        。 

【参考答案】这样表述更准确。因为直接吃水稻种子和带壳的瓜子效果类似只是猜测。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结合一定的语言环境，理解词语的含义。 

2．结合文意，插入下面（2）（3）处对应的机械依次是        、        。 

稻穗                 稻粒                   糙米                 大米 

 

 

 

 

 

A                      B                      C 

【正确选项】C   A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理解文章内容。能把握文中句子的含义；能提取文中的重要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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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⑩段在说明米饭的香味时，运用的说明顺序是        。 

【参考答案】逻辑顺序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能从事物特征、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

等方面分析说明文。 

4．根据第○12 段文意，粳米和籼米的不同体现在二者的种属、□□、形态和□□。 

【参考答案】产地   口感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能划分文章的段落或层次，并概括其大意。 

5．下列对文章内容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胚、胚乳、包裹胚和种皮是生物学里“种子”的标准配置。 

B．糙米是大米加工过程里的中间产物，仍保留着大量纤维质。 

C．机械“剥米”只要把水稻直接插入机器，就能流出现成的大米。 

D．我们日常闻到饭香，是米粒中的脂肪酸受热后释放的香气。 

【正确选项】B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理解文章内容。能找出文章的中心句、关键词；能提取文中

的重要信息。 

 

【例 2】 阅读下文，完成第 1—5题 

马屁股与现代化 

①题目并非“风马牛”，马屁股与现代化大有“相及”之关系。你知道铁路两轨之间的标准距

离最早是从哪里来的吗？据科学家考证，是由马屁股产生而来的。 

②目前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铁路轨距都是 1.435 米（4 英尺又 8.5 英寸），这个国际标准来

源于最早发明火车和修建铁路的英国。一向以严谨甚至古板而著称的英国人，为什么采用了这

个“拖泥带水”的怪怪数字呢？原来英国的铁路是由造电车的人设计的，他把电车轨道的距离标

准“照搬照套”于火车轨道。那么，电车轨道为什么采用这个怪怪数字呢？原来造电车的人以前

是马车匠，他把马车两轮的距离标准“活学活用”于电车轨道。那么，马车轮距为什么采用这个

怪怪数字呢？原来那时候英国的老路上留下的马车辙迹宽度是 

4 英尺又 8.5 英寸，如果新造马车的轮距不“重蹈覆辙”，就无法在老路上顺利前进。而这个辙迹

宽度又是古罗马人留下的“名胜古迹”。因为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罗马人为他们的军队

而铺设的，而罗马军队的战车轮距正是 4 英尺又 8.5 英寸。那么，罗马人为什么采用这个怪怪

的数字作为战车的轮距呢？原因很简单，其实就是两匹拉战车的马的屁股的宽度。他们以两匹

马的屁股的宽度为战车的轮距，大约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知，因为马与车在结构上保持高

度一致，就可以使马车协调平衡地顺利行驶。于是，马屁股就成了现代化铁路的“母本”，而且

相沿成习被当作“国际惯例”。 

③英国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和平共处”的典型。在他们的国土上，□有现代化的火车在野外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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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铁路上奔驰，□有最原始的马车在通往首相府的唐宁街上缓行。英国人与马有不解之缘，

女王的马队简直是世界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也许是因为马为大英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所

以英国人把马当作国宝一样钟爱不已。 

④我们中国人对马也是有感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画马就是一个重要表现。著名画家徐

悲鸿堪称画马高手。在这个传统悠久的艺术上，外国人常常“望马兴叹”，可我们有些人妄自 fěi

薄，认为中国的传统艺术已经“日薄西山”，只有西方的“前卫艺术”才能“救中国”。前不久记者采

访以画马为“看家本领”的著名画家刘旦宅，他就如何对待传统艺术发表看法说：“凡是称得上传

统的，都是有生命力的，有其存在的理由。现在把传统和创新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传统的东西

虽然源远流长，但不是遥远的过去，现在新的、好的，将来也就成为传统，就像现在的齐白石、

黄宾虹，大家都在学他们，将来也就成为传统了。”传统并不是几千年几百年不变的，而是不断

有新的融入，逐步积累起来的。有些人一听说创新，就否认传统，就像《阿 Q 正传》中的赵秀

才那样，一听到“革命”就以为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似乎传统的东西不完全丢掉，就不能轻

装上阵进入现代化。 

⑤从马屁股的故事中，我们应该有所启示。当我们乘坐现代化的火车奔向未来之时，切不

可忘记我们屁股下面的轨道是与马屁股有关的。 

 

1．根据下面的汉语拼音写出汉字 

妄自 fěi            薄 

【参考答案】菲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根据《汉语拼音方案》给常用汉字注音或按照汉语拼音写汉

字。 

2．标准铁路轨距的确定，经历了如下过程：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马车辙迹宽度→马车

轮距→     →标准铁路轨距。 

【参考答案】战车的轮距    电车轨道的标准距离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理解文章内容。 

3．根据文意，在下列方框中填入恰当的关联词语 

在他们的国土上，□有现代化的火车在野外漫长的铁路上奔驰，□有最原始的马车在通往

首相府的唐宁街上缓行。 

【参考答案】既……又……（既……还……；既……也……；又……又……）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掌握相应的关联词语。 

4．下列对本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在开头巧妙点题，并用设问的方式导出话题，引发读者阅读兴趣。  

B．第④段将“中国特色”的画马与西方“前卫艺术”作对比，阐明了论点。   

C．赵秀才认为“革命”就是丢掉传统，这是作者从反面举例进行论证。  

D．文章深入浅出，以小见大，采用并列式的论证结构，思路清晰，材料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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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选项】B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能分析文章的谋篇布局。/掌握论证结构(并列)。辨别论证方

法(举例论证、对比论证)。 

5．文末说：“我们应该有所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请举一例（不能用文中的例子）加

以阐明。 

【参考答案】启示：传统与现代应该融合   答题说明：例子恰当，分析合理。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根据阅读材料作适当的拓展。 

 

【例 3】 阅读下文，完成第 1—5题 

①自然界的万千色彩、姿仪和声音，诱发着我们感觉的灵敏，也丰富着我们的心境和意绪。 

②比如说雨，春雨、夏雨、秋雨、冬雨，或细密绵软，或粗重急促，衬在何种背景上，击

触着什么物件，又因不同年纪、经历和情愫的人在听雨，于是就因雨而生发出独特的感受。 

③杜甫听出了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温馨；孟浩然听雨而萌生“夜来风雨声，花

落知多少”的怜惜之意；李商隐从“巴山夜雨涨秋池”中，体会到友情的珍贵；陆游“夜阑卧听风

吹雨”，激发的是“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报国襟怀；南唐后主李煜的亡国之恨及凄凉，尽显在“帘

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的哀唱中。 

④而现代作家郁达夫，在西湖“楼外楼”把酒遇雨，想到的是历代名人在西湖留下的身影和

诗文，白居易、苏东坡、林逋、欧阳修、苏小小、秋瑾……于是雨中西湖令他感慨万千：“楼外

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 

⑤记得小时候在古城湘潭听雨，长长的小巷，庭院中的天井，砖木楼房的青瓦、镜瓦、木

晒楼，屋檐下导水的木枧、竹溜筒，雨水击打和流淌在它的各个部位，鸣响出各种不同意味的

声音，古典而又纯和。 

⑥可惜，这些年来小巷和砖瓦楼房几乎消损一净，那种雨声再也听不到了。在城市听雨，

承受物多是钢筋、水泥、沥青、砖石，声音自然是单调而呆板的。当我们久住高楼林立的城市，

喧嚣和浮躁，日日如大潮澎湃，席卷着我们的身心，于是感觉变得迟钝，情绪变得单调，也就

少了许多人生的乐趣。 

⑦人们渴望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倡导城市的园林化，构建社区的生态环境。我所栖居的城

市，全力推行“四化”：绿化、亮化、美化、数字化。工厂与山形水势相依，道路为绿荫花影所

掩，楼房立清风酥雨之间。既是一个城市品位的提升，又使市民时刻领受诗情画意的陶冶。在

新旧对比中，我隐隐有一种对现代文明“欲说还休”的惆怅和喜悦。 

⑧年前立春，年后暖日和风，我的住地，一树树玉兰花洁白如雪，小池边的杨柳新芽串串，

紫藤架上柔藤盘绕、花苞待放。忽然，“倒春寒”来了，大雨夹雪。这时候，自然没有客人来叩

访，于是撑着伞到社区散步，宁静极了。玉兰花打落不少，柳芽(古人称为柳眼)瑟瑟卷缩。而农

村正在忙着备耕，牛喂壮了，犁头、镰刀磨亮了。“倒春寒”正如人生的小插曲，自会很快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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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干啥还干啥。 

⑨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一书中说：“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

这当然是古人的某种生活形态。现代人要效法的，是在每一个季节不同的雨声中，做自己怡然

而乐的事，体味不同的心理感受，与大自然声气相通。 

⑩让我们在下雨天，细细聆听和品味雨声吧。 

 

1．下列加点字注音不正确的一项是 

A．温馨．(xīn)  B．澎湃．(bài)  C．栖．居(qī)  D．陶冶．(yě) 

【正确选项】B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根据《汉语拼音方案》给常用汉字注音或按照汉语拼音写汉

字。 

2．下列对本文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在文中展示了雨声的独特魅力，认为听雨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B．第③段通过引用历代诗词，描绘了丰富多彩的雨声，增添了文采。 

C．第⑧段描写倒春寒时听雨看雪的情景，表现了作者寂寥落寞的心情。 

D．作者希望现代人也能像古人那样在自然中体会到生活的各种意趣。 

【正确选项】D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理解文章内容。/把握文章的中心。/具有一定的独立见解和

鉴赏评价能力。 

3．第⑥段画线部分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其表达效果是______。 

【参考答案】形象地表现了喧嚣和浮躁不断影响着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理解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 

4．第⑦段中作者“隐隐有一种对现代文明‘欲说还休’的惆怅和喜悦”，“欲说还休”的原因

是：(1)_______；(2)_______。 

【参考答案】 (1)既对现代文明破坏传统生活方式感到无奈 (2)又肯定现代文明提高了人

们的生活质量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具有一定的独立见解和鉴赏评价能力。 

5．作者在文末希望人们“细细聆听和品味雨声”。请就你的经历，谈谈你在聆听雨声时的感受。 

【评分标准】 得分点：具体场景 感受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根据阅读材料作适当的拓展。 

 

【例 4】默写运用 

必答题 

1．对酒当歌，        ！（曹操《短歌行》） 

选答题 

2．中国古代军事家强调“        ，百战不殆”，意指对敌方和我方的情况都需要透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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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从下列名句中选择最适合的一句，填在下文横线上。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圣人千虑，必有一失          合抱之木，长于毫末  

许多孜孜以求的手工艺者都认为“        ，        ”，因而常以“零误差”的标准来严

格要求自己。 

【正确答案】  

1．人生几何 

2．知彼知己（亦可作“知己知彼”） 

3．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能力目标】文言文阅读能力/根据语境，默写、运用考试篇目中的语句及常见诗文名句。 

 

【例 5】 阅读下文，完成第 1—4题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

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

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我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

痀偻丈人之谓乎！”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字 

（1）仲尼适．楚            （2）孔子顾．谓弟子曰 

【参考答案】（1）到……去 （2）回头 

【能力目标】文言文阅读能力/掌握常见文言实词的词义。 

2．下列加点字与“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中“之”的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 

B．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 

C．虽天地之．大 

D．其痀偻丈人之．谓乎 

【正确选项】B 

【能力目标】文言文阅读能力/掌握常见文言虚词的基本用法。 

3．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而唯蜩翼之知 

【评分量表】 

分值 等级描述 答案示例 

2 分 全句翻译准确。 但（我）只知道有蝉的翅膀 

1 分 “唯”理解错误，或句式错误。 （1）但是我知道唯一的蝉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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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是只有蝉的翅膀我知道 

0 分 全句翻译错误，或没有作答。 但蜩翼我知道的 

【测量目标】2.7 用现代汉语翻译文言句子。 

4．痀偻丈人承蜩之“道”指的是       和       。 

【参考答案】苦练   专心致志 

【能力目标】文言文阅读能力/理解文意，分析文章内容，并进行初步的鉴赏评价。 

 

【例 6】 阅读下文，完成第 1—4题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
①
焉。 

    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 

    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
②
之器。” 

    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 

    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 

    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 

    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注】①欹器，倾斜易覆之器。②宥坐，座位右边。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字。 

（1）孔子顾．谓弟子曰               （2）弟子挹．水而注之 

【参考答案】（1）回头  （2）舀（取、盛、打） 

【能力目标】文言文阅读能力/掌握常见文言实词的词义。 

2．对下列句中加点字的意义和用法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1）此为．何器                     （2）此盖为．宥坐之器 

（3）吾闻宥坐之．器者               （4）弟子挹水而注之． 

 

A．（1）（2）相同，（3）（4）相同      B．（1）（2）相同，（3）（4）不同 

C．（1）（2）不同，（3）（4）相同      D．（1）（2）不同，（3）（4）不同 

【参考答案】B 

【能力目标】文言文阅读能力/掌握常见文言虚词(之、其、而、则、乃、以、于、因、然、

为)的基本用法。 

3．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评分量表】 

分值 等级描述 答案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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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全句翻译准确。 哪有装满了水却不会翻倒的呢！ 

1 分 
“恶”、“覆”有一词

翻译错误或未翻译。 

（1）没有装满了水却不会翻倒的呢！ 

（2）哪有装满了水却不会盖住的呢！ 

0 分 
（1）全句翻译错误。 

（2）没有作答。 
自满却不会盖住的人哪！ 

【能力目标】文言文阅读能力/用现代汉语翻译文言句子。 

4．文章以欹器为喻，揭示了人不能        的道理。 

【参考答案】骄傲自满 

【能力目标】文言文阅读能力/理解文意，分析文章内容，并进行初步的鉴赏评价。 

 

【例 7】阅读下文，请找出其中 6 处表达上的错误，并依次加以改正（不能改变原意）。 

早年间，中国大闸蟹“移民”到了德国，由于较快繁殖，导致近年来大闸蟹在德国泛烂。

毁坏渔网，伤害鱼类，破坏堤坝……罗列了大闸蟹一大堆罪状。的确，大闸蟹破坏了当地的生

态，造成了总计 8000 万欧元的经济损失。于是乎，大闸蟹在德国声名狼藉，令德国人恨之入骨，

忍无可忍。即使这样，德国人还是采取了“宽大政策”和克制，忍耐的态度，并未运用欲除之

而后快的极端措施。当一些德国游客看到几只大闸蟹在夕阳的余晖中，悄悄向柏林的德国联邦

大厦挺进的时候，他们没有善自除掉这些大闸蟹，却是选择了报警，让动物保护组织捕捉它们。

德国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的大闸蟹的忍让，我们看到了循章办事的态度。 

【参考答案】 

（1）“较快”移到“繁殖”后面  

（2）“泛烂”改成“泛滥” 

（3）“罗列了大闸蟹”前加“德国人” 

（4）“克制，忍耐”中的“，”改为“、” 

（5）“并未运用”改成“并未采取” 

（6）“善自”改成“擅自” 

（7）“却是”改成“而是” 

（8）“我们看到”前加“使（让）”或在“德国人对他们……”前加“从” 

【能力目标】写作能力/根据要求改错（词句、搭配、语序、标点符号等）。 

 

【例 8】结合语境，仿写填空。 

2016 年是猴年，芒种这一天揭开了“猴年马月”的序幕。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往往有太

多的事似乎总也做不成，让人觉得遥遥无期，只好叹一声“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啊！”——这也许

是一次怎么也聚不起来的同学会，也许是        ，也许是        ……勤勉不足也好、运气

不济也罢，对于这样的“猴年马月”，自娱一把无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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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一篇久未动笔的论文 

【能力目标】写作能力/根据要求进行仿写、扩写、缩写。 

【例 9】请写一篇短文，将下面 6 个词融入文中（不分先后顺序）。 

         蓝天  口罩  童年  排放  清澈  健康  

    要求：（1）6 个词在文中须画线标识，例：“清澈的河水”。 同一词语不重复标识。  

     （2）字数 250 字左右，不分段。 

【评分量表】 

    评分项 1：主题 

分值 等级描述 

4 分 主题明确、立意新颖。 

3 分 主题尚明确，立意一般。 

1－2 分 主题不明确。 

0 分 无主题，或没有作答。 

    评分项 2：内容 

分值 等级描述 

6 分 内容充实，组织衔接自然。 

4－5 分 内容较充实，组织衔接较自然。 

1－3 分 内容空泛，组织衔接生硬。 

0 分 内容与试题无关，或没有作答。 

    评分项 3：语言 

分值 等级描述 

4 分 语言通顺。 

3 分 语言基本通顺。 

1－2 分 语言不够通顺，语病较多。 

0 分 语言无法理解，或没有作答。 

【参考例文】 

【能力目标】写作能力/根据要求进行仿写、扩写、缩写。 

曾几何时，我们要带着口罩出门。漫天尘雾，让人们想看到蓝天白云，变成了一

种奢望。高度物质化的城市生活带来诸多问题：太多的汽车尾气排放，无节制的自然

资源耗费……我们的生存空间在压缩，我们的健康被侵害。我们的回忆中，从童年时

代起，就鲜见清澈的河水、洁净的空气。环境治理、空气质量，成了我们无法绕开的

话题。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真的应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对

于我们学生来讲，增强环保意识，参与到环保行动中，从我做起，可能更实际，也更

有效。还我蓝天，让我们下一代有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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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0】根据下面的选文，把全文缩写成不超过 200 字的短文。要求：中心突出，线索清

晰，句意衔接连贯合理，语言简洁。 

①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词人的只有一人，这就是

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②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

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躏，22 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

又与以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

准备投金。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

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

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

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英雄少年，正血

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③但世上的事并不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

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

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④老实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

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

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 

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 

怜白发生。 

⑤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

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象、抒发和描述，

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

“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

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

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比如这首《水龙吟》：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 

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⑥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的心情，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

亭时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

声声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

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我曾专门到南京寻找过这个辛公拍栏杆处，但人去楼毁，早已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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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惟有江水悠悠，似词人的长叹，东流不息。 

⑦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

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从反面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环境。他被

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

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

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

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

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说到底，才能和

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

一条遒劲的龙头拐杖。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苗草。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

个秋”；从决心为国弃疾去病，到最后掰开嚼碎，识得辛字含义，再到自号“稼轩”，辛弃疾走过

了一个爱国志士、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诗，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写的吗？诗人，能在历史上留

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吗？“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

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那么，有思想光芒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

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

所以集三百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一个辛弃疾。 

【评分标准】辛弃疾人物形象特点（2 分）：行伍出身、以文为业（1 分）大词人（1 分）。

辛弃疾人生历程（6 分）：早年金戈铁马（2 分）；南渡后北望泪流的悲愤、呼喊和无奈 （2 分）；

只能把史迹情感注入诗词（刀剑刻词）（2 分）。辛弃疾其人其词的意义（2 分）：金戈杀敌之力

化为栏杆拍遍之词，闪烁思想光芒和艺术魅力。语言（4 分）：能成文，语句通顺（2 分）；书写

正确（2 分）。 

【参考例文】  

【能力目标】写作能力/根据要求进行仿写、扩写、缩写。 

 

【例 11】2019 年 12 月，上海的报纸上有这样几则消息的标题： 

        ▲全球 13 个芭蕾舞团集结上海演出 30 场《天鹅湖》 

        ▲五场演出票房破百万，上海昆剧团年终交出“硬核”成绩单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词人的只有辛弃疾。他早年率部抗金

杀敌，南渡后却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只能临江登楼，拍遍栏杆，笔走龙蛇，泪洒宣纸，

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辛弃疾的词用刀剑刻成，在当

权者为他准备的锤炼思想和艺术的环境中感受折磨和冷静思考，走过了一个爱国志士、爱

国诗人的成熟过程，在中国历史上造就了一个“把栏杆拍遍”的独特典型，他永以一个沙场

英雄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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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乐坛著名歌剧女高音克里斯汀·奥博莱斯将访沪演出 

        ▲上海小剧场戏曲节鸣锣在即，九部戏曲近半系全国首演 

        ▲天气寒冷挡不住观众购票热情，话剧可从年初看到年尾 

根据以上信息，写一篇 250 字左右的短文，谈谈你对上海文化市场的看法。 

【观点示例】①上海的文化市场丰富多彩，充满创新活力。②中外艺术文化交流频繁，体

现国际大都市海纳百川的胸怀。③上海市民对文化生活有强烈需求，具备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 

【评分量表】 

评分项 1：内容 

分值 等级描述 

8-9 分 观点鲜明，有两点以上理由支撑，能自圆其说。 

5-7 分 观点明确，言之有据，有一定的思考。 

1-4 分 观点不明确，论述空洞，缺乏思考。 

0 分 未按要求写作或没有作答。 

评分项 2：结构、语言 

分值 等级描述 

4-5 分 条理清楚；语言通顺流畅。 

1-3 分 条理不够清楚；语言不够通顺，语病较多。 

0 分 语言无法理解或没有作答。 

【能力目标】写作能力/运用记叙、描写、抒情、说明和议论等表达方式进行写作。 

 

【例 12】上海申申职业学校组织学生参观著名作家巴金的故居。走进故居大门，电子屏幕

上滚动播放着参观须知；故居前院，新落成的巴金铜像吸引了很多参观者驻足照相；进入室内，

路线标志清晰，环境一尘不染，展品丰富多样，其中不乏巴老生前的手稿、生活用品等珍贵文

物。参观期间，工作人员热情讲解，大家专注听讲……最后，同学们取回了存放在展馆入口处

的私人物品。井然有序的参观过程使大家认识到参观须知的重要性。请你以巴金故居管理办公

室的名义，拟写这份参观须知。 

要求：（1）内容周全，不少于 8 条；（2）行文格式规范；（3）700 字左右。 

【评分量表】 

评分项 1：内容 

分值 等级描述 

17-20 分 中心明确，内容周全，切实可行。 

11-16 分 中心基本明确，内容较周全，可行性较强。 

 6-10 分 中心不够明确，有一定内容，可行性一般。 

1-5 分 没有中心，内容空泛，缺乏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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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分 （1）与题意完全无关。（2）没有作答。 

评分项 2：结构、语言 

分值 等级描述 

6 分 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语言简明得体，书写规范。 

3-5 分 结构较完整，条理较清楚；语言通顺，书写较规范。 

1-2 分 结构不完整，条理不清楚；语言欠通顺，有较多语病。 

0 分 （1）结构混乱；语言无法理解。（2）没有作答。 

评分项 3：格式 

分值 等级描述 说明 

4 分 

要素齐全，位置准确。 要素：标题（1 分） 前言（1 分） 

落款（1 分） 时间（1 分） 

位置见参考例文。 

1-3 分 
（1）要素欠缺。 

（2）位置不准确。 

按要素缺项扣分。 

位置错一处扣 1 分。 

0 分 
（1）格式完全错误。 

（2）没有作答。 

 

【参考例文】 

巴金故居参观须知 

为切实做好巴金故居的保护和开放工作，营造安全文明的参观环境，充分持久地

发挥故居传承文化、陶冶情操的作用，将其建设成上海著名的文化教育基地，特制定

以下参观规定，请参观者务必遵守。 

1．每日开放时间：9:00～17:00，闭馆前半小时停止入馆。  

2．同一时段参观人数上限为 100 人，超过人数上限将实行限流措施，敬请谅解。 

3．入馆参观人员须衣着整洁，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 

4. 凡身高 1 米 2 以下的儿童须由家长全程陪同参观。 

5．入馆参观请自觉接受安全检查，背包、水杯、食物等不得带入馆内，请将其

存放在入口的寄存处；参观时请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参观结束，请取回存放

的私人物品，故居不承担参观者因遗忘而造成的财物损失。 

6．进入展馆，须按照规定的线路标示有序参观，避免拥堵和混乱。 

7．请勿攀爬、污损馆内铜像及其他设施，违反者按相关规定处理。 

8．馆内展品多为珍贵文物，严禁随意触摸，拍照时严禁使用闪光灯，损坏文物

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9．请尊重讲解人员及其他参观者，聆听讲解时须保持礼貌和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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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注意行为举止，请勿奔跑打闹、高声喧哗、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11．参观期间如遇身体不适，请主动联系工作人员；如遇突发事件，请听从工作

人员引导。 

12．违反以上规定者，工作人员有权制止或终止其参观权利。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归本办公室。 

                                                巴金故居管理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30 日 

【能力目标】3．3 掌握常用应用文（条据，通知，启事，说明书，规章制度，邀请信，感

谢信，自荐信，倡议书，计划，总结，演讲稿等）的概念、特点、格式等。写应用文时，做到

文种准确，表意明确，重点突出，内容完整，格式规范，语言简洁、得体。 

 

【例 13】以“因为年轻……”为题，写一篇 700 字左右的文章。 

要求：(1)不能写成诗歌； 

(2)不得透露个人信息。 

【评分标准】 

一类卷：题意把握正确，立意新颖；紧密联系实际，选材恰当充实；条理清晰，结构严谨； 

语言简洁流畅。 

二类卷：题意把握正确，能联系实际，内容充实；条理清楚，结构完整；语言通顺。 

三类卷：题意把握基本正确，尚能联系实际，内容较充实；结构比较完整；语言基本通顺。 

四类卷：偏离题意，内容空泛；层次不清；语言不通顺，语病较多；全文不足 500 字。 

五类卷：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①脱离题意；②思想观点有严重错误；③通篇文理不通； 

④全文不足 350 字。 

评分说明：①卷面脏乱扣 1－2 分；②错别字满 3 个扣 1 分(重现者不计)，扣满 3 分为止； 

③标点错误较多或标点书写很不规范的扣 1－2 分。 

【能力目标】写作能力/运用记叙、描写、抒情、说明和议论等表达方式进行写作。做到观

点正确，中心明确；内容具体，结构完整；语言通顺、连贯、得体；书写规范，字迹端正，文

面整洁。 

 

【例 14】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文。 

在某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作推进会上，一位家长说：“三年前，拿到一纸中专录取通知书，

我的孩子一声叹息；三年后，孩子回家兴奋地说，妈妈，想到我将来可以造飞机就特别激动，

读中职校，同样可以有精彩的未来。”从“一声叹息”到“满腔热情”的转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的

机遇和学生成才的光明前景。 

请以“明天同样精彩”为题，写一篇 700 字左右的文章。 

【评分标准】同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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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写作能力/运用记叙、描写、抒情、说明和议论等表达方式进行写作。做到观

点正确，中心明确；内容具体，结构完整；语言通顺、连贯、得体；书写规范，字迹端正，文

面整洁。 

 

【例 15】毛竹一生的最初几年中，几乎观察不到它的生长，即使生存环境十分理想也是如

此。但只要几年一过，它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急速生长，并在几个月内直入云霄。 

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魔法的，毛竹的快速生长所依赖的是那长长的根系。看上去默默

无闻的毛竹一直都在地底下悄悄地壮大着它的根系。 

请根据上述材料自拟题目，写一篇 700 字左右的文章。 

【评分标准】同例 13 

【能力目标】写作能力/运用记叙、描写、抒情、说明和议论等表达方式进行写作。做到观

点正确，中心明确；内容具体，结构完整；语言通顺、连贯、得体；书写规范，字迹端正，文

面整洁。 

五、附录 

      附 1：文言诗文考试篇目 

序号 篇目 出处 / 作者 背诵说明 

1 伐檀 《诗经》 背诵 

2 短歌行 曹操 背诵 

3  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  

4 从军行七首（其四） 王昌龄 背诵 

5 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 背诵 

6 将进酒 李白 背诵 

7 登高   杜甫 背诵 

8 琵琶行（并序）   白居易 背诵正文第一、二段 

9 过华清宫（其一）   杜牧 背诵 

10 锦瑟 李商隐  

11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李煜 背诵 

12 雨霖铃（寒蝉凄切）   柳永 背诵 

13 苏幕遮（碧云天） 范仲淹 背诵 

14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背诵 

15 声声慢（寻寻觅觅）   李清照 背诵 

16 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   陆游 背诵 

17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 背诵 

18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   王实甫 背诵 

19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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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篇目 出处 / 作者 背诵说明 

20 寡人之于国也   《孟子》  

21 劝学   《荀子》 背诵 

22 庖丁解牛   《庄子》  

23 鸿门宴   《史记》  

24 廉颇蔺相如列传 《史记》  

25 陈情表   李密  

26 师说   韩愈 背诵 

27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28 六国论   苏洵 背诵第一、四、五段 

29 石钟山记   苏轼 背诵第三段 

30 项脊轩志   归有光  

 

附 2：仿写、扩写、缩写的特点和基本要求 

仿写，就是模仿给定的范例进行写作，即在理解范例的文本特点的基础上，按照题目要求，

写出在形式上与范例相似、内容上与范例呼应的语言材料。仿写可以分为叙述仿写、描写仿写、

议论仿写等类型。仿写的基本要求：准确分析范例的文本特点，是进行仿写的基础。仿写时应

依据文本特点，考虑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在形式上，应关注结构、修辞、句式、字数等；在内

容上，应做到联系范例，并依照题目具体要求。仿写不是简单重复，应写出自己的个性化感受

和理解。 

 

扩写，就是把原文（或词句）篇幅扩展。扩写后的短文既要充实原文的内容，又要符合规

定的字数要求。不同文体的扩写，有不同的要求。如：扩写记叙文，不但要写好景物描写，更

要对人物的肖像、动作、心理、语言等进行描写，同时要注意细节描写，使故事有声有色，使

人物有血有肉；扩写议论文，则应该补充确凿有力的论据，运用多种论证方法，展现合乎逻辑

的论证过程；扩写说明文，则要合理运用多种说明方法，把说明对象的本质特征说明清楚，从

而让读者更好地掌握有关知识。 

 

缩写，就是压缩原文篇幅。缩写后的短文既要体现原文的主要内容，又要符合规定的字数

要求。不同文体的缩写，有不同的要求。如：缩写记叙文，必须保留原文的记叙要素；缩写议

论文，必须准确表达原文的论点及主要论据；缩写说明文，必须准确表达原文对事物形态、性

质、分类、功用等知识所作的解说。缩写原则上应采用原文的体裁，符合原文的基本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