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高考语文（高起点）试卷及解析

一、（18 分，每小题 3 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完全相同的一组是

A、解嘲 解数 善解人意 不求其解

B、和面 和缓 和衷共济 随声附和

C、差池 差距 差额选举 差强人意

D、标识 识破 博闻强识 远见卓识

正确答案：C

解析：此题考查的是同音字，A 项，“ 解数”的“解”字读 xiè ；其他项均读 jiě ;B 项，“和面”

读 huó, “随声附和”读 hè，其他项均读 hé；C 项均读 chí;D 项“标识”和“博闻强识”读 zhì,其

他项均读 chí。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A、修葺 赡养 针炙 如火如荼

B、凋教 浩瀚 焕发 以逸待劳

C、浸渍 骁勇 惬意 精兵减政

D、气概 对峙 纰漏 融会贯通

正确答案：D

解析：此题考查汉字的正确书写，A 项：“针炙”应为“针灸”；B 项：“凋教”应为“调教”; C

项“精兵减政”应为“精兵简政”；D 项正确。

3、依次填入下列句子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①这几个月，他一直深入矿区体验生活，终于写出了这部人人都_____的好作品。

②经过努力，我国已完成 SARS 疫苗的研究，即将进入临床________。

③北京市西部和北部是连绵不断的群山，东南为一片________低缓的平原。

A、夸耀 实验 逐步 B、夸奖 试验 逐渐

C、夸奖 实验 逐步 D、夸耀 试验 逐渐

正确答案：B

解析：此题考查的是同义词的辨析，即结合语境理解词语的用法。“夸耀”

是指自己向别人炫耀，而“夸奖”是指来自别人的称赞。应用“夸奖”。因此应先排除 A 和 D 项，

然后结合语境和固定搭配，“实验”与“临床”不搭配，应用“试验”。

4、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养老院的老人们饱食终日，过着幸福的日子。

B、汽车在神农架山区奔驰，只见奇峰异岭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

C、本来还不错的一篇文章，让你们这样改来改去，反而改得不三不四了。

D、第 28 届奥运会女排决赛，失利后的俄罗斯队的姑娘们黯然神伤。



正确答案：A

解析：此题考查的是对成语的辨析，即结合语境正确地使用成语。“饱食终日”与“养老院的老人

们”语境不和，因此，A 选项是错的。

5、下列句子有语病的一项是

A、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学校老师和校长流动机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的一个目标。

B、近年来随着全国气候的变暖，深藏于滇西群山中的程海湖的蒸发量也逐渐增大。

C、我国将展开大规模的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未来几年内可建成有效的免疫屏障。

D、在雅典奥运会上扬我国威的体育健儿抵达首都机场后，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正确答案：C

解析：此题主要考查对结构性语病的辨析能力。A 、B 、D 三项正确。C 项前一部分成分残缺，

“展开”后面没有宾语与之搭配；后一部分搭配不当，“建成”与“屏障”不搭配。

6、填入下面横线处，表达效果最好的一项是

中外古今的诗人，常喜欢将珍珠与眼泪相比。阿拉伯的诗人说，牡蛎在海滩上赏月，天使的一滴眼

泪，刚巧滴落在它心上，________________。

A、就像一颗晶莹的珍珠 B、变成了一颗晶莹的珍珠

C、就是一颗晶莹的珍珠 D、俨然是一颗晶莹的珍珠

正确答案：B

解析：此题主要考查保持语言的连贯性的能力，本题的四个答案都是比喻，通过查语境，品味语感，

不难得出，无论是语气的衔接，还是表达效果，B 选项都是最好的。

二、（12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现代文，完成 7－10 题。

光是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刺激信号，而不仅是能量的来源。由于光的作用，人和许多动物才能感觉到自

然界的千姿百态和绚丽多彩，才能具有空间定向与时间定位本领，从而与生存环境保持统一。

光作为刺激信号与生命发生的最为密切的关系，莫过于视觉的形成。人从外界环境获得的信息有

80%以上来自眼睛。但是，只有眼睛还不能形成视觉，必须有光作为刺激信号并与眼睛接收与加工

光信号的机构相配合才能形成视觉。视网膜上的光感受细胞对光产生反应，把光所携带的景物信息转

换为神经电信号，经加工后传到大脑，再经脑的综合分析产生视觉，这才能看到环境景物。

光运动也是光作为一种信号对生命活动发生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光运动，就是那些由光调节

的、生物体的整体或某一部分发生空间位移的行为反应。光运动使生物体具有了空间定向本领。多细

胞植物虽然不能有来去自由的运动，但它们可表现出弯曲、扭转等运动现象，而这些运动往往受着光

照的控制。若光的作用只是触发这类运动，则称为感光性。要是光的方向决定了运动方向，就称为向

光性。具有光合作用的植物，向光性突出表现在把叶面转向太阳光的入射方向。生物对于光的刺激产

生定向运动，称为趋光性。这些生物要在光源与背景之间，不同强度的光源之间选择运动方向。朝向

光刺激的运动反应叫正趋光性，背向光刺激的运动反应叫负趋光性。

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产生了昼夜和季节的变化。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是在这种光照的周期性变化环

境中进化而来的，因而适应了环境，产生了生命活动的内在节奏性。生物体内与环境的周期变化相对

应的周期性变动，称为生物节律，它是生物体对环境周期性变化的反应。造成生物节律现象并使之得

以维持的内部机制称为生物钟，生物钟的存在使生物体具有了时间定位本领。一个具有某种生物钟的



动物，如果被迅速转移到环境周期不再与运动节律同步的地点，则生物钟还能按与原来环境周期同步

的节律继续作用一段时间。

7、对第一段中“光是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刺激信号”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因为光是生命能量的来源

B、因为光给人和动物以视觉

C、因为光给生物以空间定向本领

D、因为光给生物以时间定位本领

正确答案：A

解析：此题主要考查文中重要词语的能力。文中“光是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刺激信号，而不仅是能量的

来源”，不等于“光是生命能量的来源”，也就是说“不仅是” 不等于“是”，偷换概念。

8、下面对第二段“视觉的形成”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眼睛为视觉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B、光信号为视觉的形成提供了外部信息

C、视网膜的作用是接收、转换和加工信息

D、大脑的作用是看到环境景物

正确答案：B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筛选文中重要信息的能力。B 项中“外部信息”属无中生有，文中未涉及。

9、对第三段中生物光运动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光运动指光在生物体中的运动

B、多细胞植物不存在光运动问题

C、向光性是植物追随阳光的表现

D、趋光性是生物依附阳光的表现

正确答案：C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筛选并整合文章信息的能力，文中指出“光的方向决定了运动方向，就称为向光

性。具有光合作用的植物，向光性突出表现在把叶面转向太阳光的入射方向”。 与 C 选项答案相

同。

10、对第四段中生物钟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生物钟是生物的内在节律系统

B、生物钟与光照的变化毫无关系

C、生物钟与生物的空间定向有关

D、生物钟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正确答案：A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文中重要词语的能力。文中有生物钟的定义，即“造成生物节律现象并使之得以

维持的内部机制称为生物钟”，在 A 选项中可找到“生物钟”和“节律系统” 的两个概念，与答案

吻合。

P7-P10 题点评：本文论述了光的作用、光作为刺激信号与生命发生的关系、光运动和生物钟等方

面，总的来说，比较好理解。P7 题只是考查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的能力，容易答对。P8 题则相对难一

些，主要考查筛选文中重要信息，“外部信息”一词容易引起误解，误认为是对的，这是四道题最难



的一道题。P9 题考查的是能筛选并整合文章信息，重点是要分清段中的几个不同概念，找出正确的

一项即可，相对容易。P10 题比较容易，只要弄懂两个概念，答案就在其中了。总之，今年的试题

难度适中，和 2009 年的考题相比，题型相同，难度有所降低，容易得分。

三、（25 分） 阅读下面的现代文，完成 11－15 题。

什么叫做联想呢？联想就是见到甲而想到乙。甲唤起乙的联想通常不外乎两种原因：或是甲和乙在性

质上相类似，例如看到春光想起少年，看到菊花想到高节之士；或是甲和乙在经验上曾相接近，例如

看到扇子想起萤火虫，走到赤壁想起曹孟德或苏东坡。类似联想和接近联想有时混在一起，“记得绿

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词就是很好的例子。词中主人何以“记得绿罗裙”呢？因为罗裙和他的欢爱

者相_____________；他何以“处处怜芳草”呢？因为芳草和罗裙的颜色相____________。

意识在活动就是联想在进行，我们差不多时时刻刻都在联想。听到声音知道说话的是谁，见到一个词

知道它的意义，都是起于联想作用。联想是以旧经验诠释新经验，如果没有它，知觉、记忆和想象都

不能发生，因为它们都得根据过去的经验。由此可知联想的作用广泛。联想有时可用意识控制，作文

构思时或追忆一时记不起的过去经验时，都是勉强把联想挤到一条路上去走。但是在大多数情境之

中，联想是自由的，无意的，飘忽不定的。听课读书时本想专心，而打球、散步、吃饭种种意象总是

不由自主地闯进脑里来，失眠时越怕胡思乱想，越禁止不住胡思乱想。这种自由联想好比水流温，火

就燥，稍有勾搭，即被牵绊，未登九天，已入黄泉。由此可知联想的散漫飘忽。

联想的性质如此。多数人觉得一件事物美时，都是因为它能唤起甜美的联想。

在音乐方面，联想的势力更大。多数人在听音乐时，除了联想到许多美丽的意象之外，便别无所得。

他们欢喜这个调子，因为它使他们想起清风明月；不欢喜那个调子，因为它唤醒他们以往的悲痛的记

忆。钟子期何以负知音的雅名？因为他听伯牙弹琴时，惊叹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

河。”李颀在胡笳声中听到什么？他听到的是“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白乐天在琵琶

声中听到什么？他听到的是“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苏东坡怎样形容洞箫声？他说：

“其声鸣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婺妇。”这些

数不尽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多数人欣赏音乐，是欣赏它所唤起的联想。

就广义说，联想是知觉和想象的基础，艺术创造不能离开知觉和想象，因此就不能离开联想。但是我

们通常所谓联想，是指由甲而乙，由乙而丙，辗转不止的乱想。就这个普通的意义说，联想是妨碍美

感的。美感起于直觉，不带思考，联想却不免带有思考。在美感经验中我们聚精会神于一个孤立绝缘

的意象上面，联想则最易使精神涣散，注意力不专一，使心思由美感的意象旁迁到许多无关美感的事

物上面去。在审美时我看到芳草就一心一意地领略芳草的情趣；在联想时我看到芳草就想到罗裙，又

想到穿罗裙的美人，既想到穿罗裙的美人，心思就已不复在芳草了。

联想大半是偶然的。比如说，一幅画的内容是“西湖秋月”，如果观者都不聚精会神于画的本身而任

意联想，则甲可以联想到雷峰塔，乙可以联想到往日同游西湖的美人。这些联想纵然有时能提高观者

对于这幅画的好感，画本身的美却未必因此而增加，而画所引起的美感则反因精神涣散而减少。

11、根据第一段的文意，依次填入横线处的应该是哪两个词语？（4 分）

正确答案：接近 类似

解析：文章首先阐述了联想的两种类型：类似联想和接近联想。“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是在举

例说明：诗人“记得绿罗裙”，是因为记得穿绿罗裙之人，二者紧密相连。这是接近联想，应答：

“接近”。 诗人“处处怜芳草”，是因为“芳草”和“罗裙”都是绿色，由“罗裙”想到“芳



草”，这是类似联想。

12、第三段开头“联想的性质如此”是对上文的总结，请从第二段中找出联想性质的两个方面。

（每个方面不超过四个字）（6 分）

正确答案：作用广泛 散漫飘忽

解析：从题中看，第三段开头“联想的性质如此”是对上文的总结，要求从第二段中找出联想性质的

两个方面。这就给我们找出了答题的方向，在第二段中很快就找到两个并列的句子：“由此可知联想

的作用广泛”和“由此可知联想的散漫飘忽”。再根据“每个方面不超过四个字”的要求，得出答

案：“作用广泛”、“散漫飘忽”。

13、第四段中的“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都是诗人通过联想对音乐的描绘，但前者突出的是__________感受，后者突出的是________感受。（6

分）

正确答案：视觉 听觉

解析：这段是指在音乐方面，联想的作用。前一句“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写诗人李

颀听琴的感受，琴声忽纵忽收，就像空廓的山间，百鸟散而复聚；曲调低沉时，就像浮云满天；曲调

悠扬时，又如云开日出。这段强调的是，读此诗带给人美好的视觉享受。而后一句，白居易在琵琶声

中听到什么？他听到的是“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写重点琵琶声如银瓶乍破、水浆迸

出，又如铁骑冲出、刀枪齐鸣。使人身临其境，如听其声。因此答：“视觉”和“听觉”。

14、在第五段中，作者一方面认为艺术创造离不开联想，一方面又说联想是妨碍美感的，这是否矛

盾？理由是什么？（4 分）

正确答案：不矛盾 前者特指艺术联想，后者是指通常所谓的联想（或“普通意义的联想”）

解析：纵观全段，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联想是知觉和想象的基础，艺术创造不能离开知觉和想

象，因此就不能离开联想。这是把艺术创造和联想结合在一起说的，就可以答“艺术联想”。二是指

通常所谓联想，即辗转不止的乱想。就这个普通的意义说，联想妨碍美感，最易使精神涣散，注意力

不专一，旁迁到许多无关美感的事物上面去。因此，根据第二点可以答“通常所谓联想”，或“普通

的意义的联想”。

15、作者在文章最后一段，通过举例意在说明“联想大半是偶然的”，请你也举个和艺术作品相关

的例子，证明这一观点。（5 分）

参考答案：文章最后一段说，联想大半是偶然的。比如看画，我们可由齐白石的画中的“白菜”、

“大虾”联想到市井生活，也有人联想到那幅画不菲的价格；还可由徐悲鸿画中的“奔马”， 有人

会联想到万马奔腾的场面，也有人会联想到中国人崇尚的龙马精神。而这一切，都是偶然联想到的，

可充分证明这一观点。

解析：本题要求考生通过举例说明“联想大半是偶然的”，并且要求举个和艺术作品相关的例子，证

明这一观点。这题可以自由发挥，只要举例正确就可得分。

P11---P15 题点评：这篇社科文，重点讲述了联想的类型，联想的性质以及联想带给人的享受。P11

题考查的是联想的两种类型：类似联想和接近联想。较简单。P12 题考查的是联想的性质，而且指

向性很强，容易找到。P13 题的第一问，应该是这道题的难点，段中举的例子是指听觉的感受，而

诗中却由听觉转换成视觉。答“视觉”才是正确答案。

P14 题考查的是“艺术联想”和“普通意义的联想”的区别，答案是明摆着的，相对较容易。P15



题考查的是，考题规定文中的某一观点。自由发挥，举例证明观点，只要举例正确就可得分。总之，

今年的试题难度适中，和 2009 年的考题相比，难易程度相当。

四、（25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6－18 题。

卫懿公好禽，见觝①牛而悦之，禄其牧人如中士。宁子誎曰：“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觝。觗其

牛，耕必废。耕，国之本也，其可废乎？臣闻之，君人者不以欲妨民。”弗听。于是卫牛之觝者，贾

十倍于耕牛，牧牛者皆耕而教觝，农官强能禁。邶②有马，生驹不能则善鸣，公又悦而纳诸厩。宁子

曰：“是妖也，君不司，国必亡。夫马，齐力者也；鸣，非其事也。邦君为天牧民，设官分职，以任

其事，废事失职，阙③有常刑，故非事之事，君不举焉，杜其源也。妖之兴也，人实召之，自今以

往，卫国必不多不耕之夫，不织之妇矣。君必悔之。”又弗听，明年，狄④伐卫，卫侯将登车，而和

御失其辔；将战，士皆不能执弓矢，遂败于荥泽，灭懿公。

【注】①觝（dǐ：碰撞，相触。②邶（bèi）：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南汤阴县南。③阙（jué）：犹

“乃”。④狄（dí）：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名。

16、把文中画线的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6 分）

正确答案：宁子劝谏说：“不能这样，牛的用途在耕田，不在能顶角，让那些牛都去顶角，耕地就必

然荒废。农耕是国家的根本，怎么可以荒废呢？我听说有这样的话：作为君王的人不应该因个人的爱

好妨碍百姓。”卫懿公不听从。

解析：宁子的这段话实际上说出了，牛和农耕的关系，二者与君王的关系，即君王不能只凭个人的爱

好做事而动摇国家的根本。

17、春秋时期，耕战是立国之本。从全文看卫懿公的私欲给卫国带来了怎样的后果？（用文中语句

作答）（6 分）

正确答案：牧牛者皆释耕而教觗 士皆不能执弓矢

解析：牛的天职在于耕田，卫国放牛的人放弃了农耕却去训练牛抵角，士兵的天职在于打仗，卫国士

兵却都不能挽弓射箭，如果人人都不司其职弃本逐末，只能导致民穷国危的后果。因此，应选择上面

两项。

18、卫懿公的灭亡具有怎样的历史教训？（用文中语句作答）（4 分）

正确答案：君人者不以欲妨民 非事之事，君不举焉，杜其源也

解析：该典故告诉我们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使物和人都应尽所长，避其所短，也就是文中所说的，

做君主的不因自己的私欲妨碍百姓，从根本上杜绝废事失职现象的发生。否则，必然天下大乱，陷民

于水深火热之中，。

P16-P18 题-P18 题点评：这篇文章讲了，如果物非尽其用，人非尽其才，不司其职，弃本逐末，只

能导致民穷国危的后果的事例。就难易程度来说，与 2009 年的考题相比，难度有所降低，首先，

2009 年的考题为议论文，今年的考题为记叙文，比较好懂。然后，三个试题也较容易，P16 题今年

只考翻译，比去年少了一问；P17 题和 P18 题两道题相比较，P18 题稍难一些。但只要求找出原文

即可。因此，今年的考生还是很幸运的。

阅读下面的古诗，完成 19－20 题。

春日

汪藻

一春略无十日晴，处处浮云将雨行。



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渡傍鸥不惊。

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

茅茨烟暝客衣湿，破梦午鸡啼一声。

【注】茅茨：茅草屋顶。烟暝：烟雨迷蒙。

19、这首诗写了一个多雨的“春日”，作者是用哪些典型景物来表现的？（4 分）

正确答案：浮云带雨，田水如镜，客衣沾湿。

解析：此题重点问的是多雨的“春日” 的典型景物，它的题眼是“多雨”，就要找到与之有关的句

子，我们找到的句子是：“处处浮云将雨行”，“野田春水碧于镜”和“茅茨烟暝客衣湿”，然后概

括写出来即为答案。

20、诗的第三联在写景上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描绘了怎样的情景？（5 分）

正确答案：拟人 写出了篱边桃花将开未开的情态

解析：诗的第三联写篱笆外探头伸出了将开未开的桃花，看上去是如此嫣然含情。是用了拟人的修辞

手法，将桃花写的具有了人的动感。只要答出这点即可。

点评：这是一首宋诗，主要写春无十日晴，处处浮云，春雨连绵。但田野碧绿，鸥鸟悠闲，桃花出篱

笑，过午鸡鸣的美景，比较 2009 年的考题，难度略有降低，考生大多能读懂诗意，答题的准确率也

应比 09 年高。

五、作文（70 分）

21、有人向一位深受人们爱戴的老妇人问道：“尊敬的夫人，您用什么化妆品把自己保养得如此美

丽，使您整个人显得这样生动和富有吸引力。”老妇人微微一笑，未作回答。她的一位邻居在一旁答

道：“我从未看见她使用过化妆品。她只是用善良柔化自己的声音，用施与护理自己的双手，用公正

塑造自己的形象，用真诚美化自己的心灵，用坦然对待一切不喜欢她的人。”

请以“用真诚美化自己的心灵”为题，写一篇 200 字的议论文。（20 分）

解析：这篇小作文，文体要求写议论文，既是命题作文，题目本身也是论点，即以“用真诚美化自己

的心灵”为论点，写一篇议论文。论据方面，可举与当今社会中有关的，或人际关系有关的事例，加

以论述。

22、“执着”在佛教的教义中原指尘世事物的追逐不舍。但是对于尘世中的人来说，执着乃是一种

美好的品质。古往今来有成就的人，他们身上往往都凝聚着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的“执着”精神。

请以“执着”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 600 字的文章。

要求：题目自拟，立意自定，文体自选（诗歌除外）。（50 分）

解析：这是一篇材料加话题的文章。根据文意，可得出论点，即：我们应该具有执着这种美好的品质

和精神。论据方面，可举与当今社会中与执着有关的，并取得了成就的事例，然后加以分析论述，结

尾强调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