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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高起点

语  文
考点解析一



高起点语文科目
   考试形式及题型分值分析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20分钟

         考试一般安排在第一天  （9：00-11：00）

（2）答题方式：闭卷、笔试

（3）题型、题量及分值分布

题型 题量 每题分值 总分值

第I部分
(选择题)

语文知识与语言运用 6 4分 24分
阅读短文（选择） 4 4分 16分

第II部分
(非选择题)

现代文阅读 4 6分，6分，6分，7分 25分
文言文阅读 3 5分，5分，6分 16分
古诗鉴赏 2 4分，5分 9分
写作 1 60分 60分

总计： 150分



考点介绍：

语文知识与语言运用：

考点1：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音

考点2：识记现代汉语常用字的字形

考点3：理解并正确运用现代汉语词语，结合语境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考点1.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音

      成考中，对普通话字音进行考查的试题均以单选题的形式出现。
选项中的词语，大多为日常生活用语。所选词语中的字有多音字、
形声字、同音字等，比较容易混淆。
       
       声调符号表：

考点分析：

名称 发音要求 符号 例字
阴平 高而平 ﹣ (yāng)（央）
阳平 向上升高 ˊ (yáng)（扬）
上声 先降后升 ˇ (yǎng)（养）
去声 向下降低 ˋ (yàng)（恙）



常见变调的字“一”、“不”、“啊”。
1．“一”的变调：

  ①去声字前变阳平。“  ˊ  ”
例：( yí )一万（wàn）、( yí )一倍（bèi）、( yí )一个（gè）、( yí )一见（jiàn）如故等，这些词
中的“一”都读作( yí )。

  ②非去声字前变去声。“  ˋ  ”
例：( yì )一家（jiā）、( yì )一批（pī）、九牛( yì )一毛（máo）等，这些词中的“一”都念作( yì )。     

2．“不”的变调： 去声字前变阳平。
  例：（bú）不必（bì）、（bú）不要（yào）、（bú）不是（shì）、视而（bú）不见（jiàn）等，
这些词中的“不”都念作（bú）。

3. “啊”的变调：

①前面音节的末尾音素是u(包括ao、iao)的读作（wa）        例：天气真好啊（wa）！

②前面音节末尾音素是a、o、e、i的读作（ya）                  例：你说的对啊（ya）!

③前面音节末尾是n时读作（na）                                       例：你答的真准啊（na）！

考点1.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音

考点分析：



1.下面短语中划线字，读音正确的一组是(     )

 不吝指教    一蹶不振    2吨石子    多么好啊

 A. bú  yī  liǎng à              B. bú  yì  liǎng wa

 C. bù  yí  èr  ya                D. bù  yī  èr là
2.下列词语中划线字的读音全都不相同的一组是（     )

A.拙笨       黜免       咄咄逼人

B.蕴藏       瘟疫       不温不火

C.臭氧       铜臭       乳臭未干

D.渎职       案牍       买椟还珠

3.下列词语中划线字的读音全都不相同的一组是（    ）

A.乘载       乘凉       乘风破浪

B.传媒       传奇       不见经传

C.总括       训诂       沽名钓誉

D.法度       度量       审时度势

考点1.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音

模拟练习：

B

A

C



考点1.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音

知识积累：

常见多音字发音：

艾——ài：方兴未艾                                    
           yì：自怨自艾

薄—— báo：薄纸、很薄
            bó  ：日薄西山、单薄
            bò  ：薄荷

拗—— ǎo   ：拗开、拗断
            ào  ：拗口、违拗
           niù  ：执拗、拗不过

暴—— bào：自暴自弃、暴露
            pù：一暴十寒
 
泊—— bó：停泊、淡泊
            pō：湖泊、梁山泊

参—— cān  ：参加、参天大树
            cēn  ：参差不齐
            shēn：人参、海参



考点1.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音

知识积累：

常见形声字：

dàng：档案——当

shā：刹车—— 杀

wéi：违反—— 韦  
                              
yán：筵席—— 延

zhǐ：近在咫尺—— 只

zhèng：症状—— 正

yáng：佯装——羊

常见同音字：

gē—— 戈壁
            歌曲
 
bāo—— 同胞
              剥皮

chéng—— 乘机
                  惩罚

dān——殚精竭虑
             虎视眈眈

jǔ——咀嚼
          沮丧



①识记汉字特别要注意那些形似字。（形似字是指字形相近而读音、意义不同的字）

②识记汉字还要注意汉语中的同音字。(同音字指声音相同而字形、意义不同的字)

例1：
“杀戮（lù）”√、“针灸（jiǔ）”√ 、“（chōng）舂米” √ 、“如火如荼(tú)”√  
“杀谬”×             “针炙”×                                “春米”×      “ 如火如茶 ”   ×

例2：
（dài）   ——“代”、“带”、“戴”、“贷”
（shàn）——“赡”、“禅”、“讪”、“善”
（biàn） ——“辨”、“变”、“便”、“遍”
（xiǎng） ——“想”、“享”、“响”

考点2.识记现代汉语常用字的字形

考点分析：



1.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 际遇 辑录  风雨飘遥
B. 蒙昧 迷惘  处之泰然
C. 豁达 墨契  简明厄要
D. 料俏 羁伴  似无忌惮

2.下列各组词语中，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 酬劳 莅临  巧言令色
B. 通谍 矜持  进退维谷
C. 诠释 琐议  文过饰非
D. 就绪 会晤  卧薪尝胆

3.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乖戾 过谦  荒无人烟
B.松驰 聒噪  看风使舵
C.聆听 门禁  天翻地复
D.双赢 户籍  言简意骇

考点2.识记现代汉语常用字的字形

模拟练习：

B

A

B



考点2.识记现代汉语常用字的字形

知识积累：

常见错别字：（括号中为正确）

末(没)齿不忘
×

爱不失(释)手
       ×

爱(暧)昧
×

攻城掠(略)地
       ×

共商国事(是)
          ×

班发(颁)
×

班斓(斑)
×

班驳(斑)
×

害(骇)人听闻
×

半途而费(废)
          ×

资(恣)意妄为
×

走头(投)无路
    ×

准备就序(绪)
          ×

自抱(暴)自弃
    ×

砰(怦)然心动
×

报(抱)歉
×

漫(谩)骂
×

寒喧(暄)
    ×

斯(厮)守
×

松驰(弛)
    ×



一、词语分单义词和多义词

1.单义词大多是人名、地名以及一些事物名称、科学术语等。

2.多义词在汉语中是大量的。对于这类词，要确切了解它究竟有哪几种意义，哪种情况

下经常使用哪一种意义。特别要掌握多义词的基本义，因为它是个基础，其他的意义都

是从基本义直接或间接发展来的。

例：“辫子”——本义就是指女人梳的小辫儿，后来则引申为把柄。
      “别抓住人家的辫子不放”，引申的意思就是抓住人家的把柄。

考点3.正确使用常见词语

考点分析：



二、掌握词语的用法（掌握了词语的读音、写法和意义，还要做到正确使用。）

   弄清常见词语的用法：

   a.某个词是什么词性,在句子中经常充当什么成分;

   b.表示几个意义的多义词,某个意义经常和哪些词语搭配使用；

   c.表示相同意义的几个同义词，某一个词语经常和哪些词语用在一起；

例：像“智慧”一般是名词，不能作形容词用，如果说“很智慧”就不对了;

       像“算盘，用作比喻义时常常说“打算盘”、“打如意算盘”；

       像“妈妈”、“母亲”、“娘”，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但它们的色彩不同，使用

的场合有很大不同，如此等等。

考点3.正确使用常见词语

考点分析：



三、避免常见错误

   使用词语常见的错误有以下几种。

    (1)生造词语：不使用普通话中的现成词语，随意造出难于理解的新词，或任意改变现成词语的

形式，都属于生造词语。

例：①个人借阅的图书由个人管存。②今天，单位领导到医院看候了老先生。

“管存”“看候”都是生造的词语，别人看了还要费一番斟酌。

    (2)词义误用：对词语的意义理解得不够确切，以致误用。

例：①青蛙是一种益虫，必须加以保卫。②元旦，是一个多么富有生命力的词汇啊！

    (3)词类误用：常见的是把名词、形容词误用为动词，把不及物动词误用为及物动词。

   ①雨来是个很勇敢、很智慧的孩子。

   ②农民集体旅游黄山。

   例①的“智慧”是名词，这里误用为形容词。

   例②的“旅游”是不及物动词，这里误用为及物动词。

考点3.正确使用常见词语

考点分析：



语境，指的是语言环境，这里主要指书面中的上下文。

结合语境辨析词语的含义。有两层意思： 

①辨别某个多义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意义；

②辨别语境赋予某个词（或单义或多义)的具体意义。

例：“打”字，在不同语境中表示的意义。

       “打鸟”是捕捉的意思

       “打水”是舀取的意思

       “打毛衣”是编织的勺意思

       “打草稿”则有书写的意思

考点3.结合语境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考点分析：



1.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词语，恰当的一项是（    ）。

    齐白石的篆刻艺术，与他的书画一样，都非常富有________。他在艺术_______上苦心经营，

形成了”铁笔疏狂、直肆雄健”的印风，最终达到________的境界。
A. 个性 面貌 大智若愚
B. 个性 风貌 大巧若拙
C. 性格 面貌 大智若愚
D. 性格 风貌 大巧若拙

2.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词语，恰当的一项是（    ）。

    生命一旦______就无法停止，只能按照既定______不回头地走到底，中途停止就是夭折。

种子是一轮生命周期后的“暂停”，它______地等待着新一轮生命的开始。
A. 启发 顺序 清晰
B. 启动 顺序 清醒
C. 启动 程序 清醒
D. 启发 程序 清晰

考点3.正确使用常见词语，结合语境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模拟练习：

B

C



考点3.正确使用常见词语，结合语境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知识积累：

常见词语解析：

个性：可以指人的特性，也可以指事物的特性。
性格：指人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

面貌：指人的脸形、相貌，也比喻事物所呈现的景象、状态。
风貌：指风格和面貌等。

流行：指广泛传布，盛行。
保留：指保存不变，或指暂时留着不处理，或指留下、不拿出来。

捕捉：中的“捉”指使人或动物落入自己的手中，如：捕捉灵感。
发现：指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或找到的事物或规律。



考点3.正确使用常见词语，结合语境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知识积累：

常见成语解析：

运筹帷幄：制定作战策略。引申为筹划、指挥。常指在后方决定作战方案。也泛指主
持大计，考虑决策。

文过饰非：掩饰自己犯下的过失和错误。

铤而走险：指无路可走时采取冒险行为。

拔地而起：建筑物等高耸在地面上。形容从地面上突兀而起，非常陡峭、高耸。

独树一帜(zhì)：指单独树立起一面旗帜，比喻与众不同，自成一家。

孤立无援：指单独行事，得不到外力援助。

一望无边：指一眼看不到边际，形容地域十分辽阔。



感谢聆听!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