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人:缪老师

2020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高起点

语  文
考点解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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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确使用成语

考点5：辨识病句

考点6：语句的排序



考点4：正确使用成语

       成语的使用其实就是成语和句子是否协调的问题。成语的正确

使用有两个前提：①掌握成语意思;②准确分析语境。

1.看成语所在的语境：具体的语境往往是有区别语义的功能，我们在做

题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语境。

例：看到果农家里 汗牛充栋 的黄灿灿的橙子，我深感欣慰，因为这说明我们开发

的新品种产量高，品质好。

“汗牛充栋 ”形容藏书很多，而句子的语境是橙子多，虽然都是多，但在这个语境

中使用是不恰当的。

2.把握成语的感情色彩
例：“无微不至”形容关怀、照顾得非常周到、十分细致。

      “无所不至”意思是指没有什么不去做，也指无处不到，还指没有什么没做到。    

         后用以指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考点分析：



考点4：正确使用成语

3.注意成语所指的对象

       有些成语只适用于描述特定的人或事，如:专门指个体或群体,专指人

或事物，专用于男女或夫妻之间等。如果不了解它特定的适用对象，就会

出现选词不当的错误。

例：他儿子正值 豆蔻年华 ，理应专注于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没想到却整天沉迷

于网络游戏，现在连初中都读不下去了。

“豆蔻年华”指女子十三四岁的年纪，代指少女的青春年华。这里用来形容男子是

不妥当的。 

考点分析：



考点4：正确使用成语

4.语句中是否表达重复

      成语语义可能与句子中有些词语意义重复。这种类型的误用主要是因

为句子中已有含该成语意思或部分意思的词语。造成整个句子有叠床架屋

的语病，如不加细辨,就会发生误判。

例：看到他这种滑稽的表情，坐在身旁的一名外国记者 忍俊不禁 扑哧一声笑起来。

“忍俊不禁”意思是指忍不住笑出来。而句中扑哧一声笑起来与“忍俊不禁”语义

重复。

考点分析：



1.下列句子中,划线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虽然工作难度很大，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实现年度目标。

B.目前,我国击剑运动的发展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后备力量的培养刻不容缓。

C.商业活动要讲诚信，商家一旦答应客户全额退款,就应该一言九鼎，不能反悔。

D.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充电站点,就能够有条不紊地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

考点4：正确使用成语

模拟练习：

C

解析：
参考答案：C
“一言九鼎”意思是一句话抵得上九鼎重，形容所说的话分量很重，作用很大。



2.下列各句中划线成语的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可可西里这个昔日疮痍满目的盗猎场，如今动植物繁盛，已成为高原物种基因库。

B.近日，由于强降雨的作用，这个瀑布水量大涨，湍流直下，声势浩大，气壮山河。

C.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其智慧与经验颇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

D.整个舞台空灵而富有诗意，充满时尚感，似行云流水，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考点4：正确使用成语

模拟练习：

B

解析：
参考答案：B
“气壮山河”形容气概豪迈，可以压倒山河。这个词多形容人，用来形容瀑布是不恰当的。



考点4：正确使用成语

常见成语解析

（1）齐心协力：意思是认识一致，共同努力 
         例：虽然工作难度很大，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实现年
度目标。
（2）青黄不接：形意思是指庄稼还没有成熟，陈粮已经吃完，比喻人力、财力等
因一时接续不上而暂时缺乏。现在则特指人才方面后继无人。
         例：目前,我国击剑运动的发展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后备力量的培养刻不
容缓。
（3）一言九鼎：意思是一句话抵得上九鼎重，形容所说的话分量很重，作用很大。
         例：他是个说话一言九鼎的人，值得大家信任。
（4）有条不紊：形容做事、说话有条有理，丝毫不乱 。
          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充电站点,就能够有条不紊地推动电动汽车的发
展。

知识积累：



考点4：正确使用成语

常见成语解析

（5）疮痍满目：意思是眼睛看到的都是创伤，比喻眼前看到的都是灾祸的景象。 
         例：可可西里这个昔日疮痍满目的盗猎场，如今动植物繁盛，已成为高原物
种基因库。
（6）气壮山河：形容气概豪迈，可以压倒山河。
         例：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气壮山河的气概横扫侵略者。
（7）有目共睹：形容人人都可以看到，极其明显。
         例：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其智慧与经验颇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
习和借鉴。
（8）叹为观止：看到这里就够了，不必再看别的。形容所见到的事物好到了极点。
          例：整个舞台空灵而富有诗意，充满时尚感，似行云流水，出神入化，令人
叹为观止。

知识积累：



考点4：正确使用成语

常见成语解析

（9）水泄不通：意思是像是连水也流不出去，形容拥挤或包围得非常严密。 
         例：水稻栽培、劳动保障、小额贷款是农民最感兴趣的问题，咨询台被围得
水泄不通。
（10）闻名遐迩：形容名声很大，远近都知道。
         例：这里的葡萄因皮薄、色艳、肉厚闻名遐迩，既可生吃又能酿酒，深受消
费者青睐。
（11）曲高和寡：意思是曲调高深，能跟着唱的人就少，比喻言论或作品不通俗，
能了解的人很少。
         例：在网络空间里，众星捧月式的文化不一定是美的，曲高和寡式的文化不
一定是丑的。
（12）屡试不爽：意思是屡次试验都没有差错。爽：差错的意思。
          例：这种切橙子的方法屡试不爽。

知识积累：



考点5：辨识病句

常见病句类型:

                     1.搭配不当

                     2.成分残缺或多余

                     3.语序不当

                     4.结构混乱

                     5.表意不明

                     6.不合逻辑

考点分析：



考点5：辨识病句

常见病句类型:

1.搭配不当：即句子中某些成分之间关系不协调，不能配合到一起。

常见的搭配不当主要包括：主语和谓语搭配不当；谓语和宾语搭配不当；

定语、状语、补语与中心语搭配不当；主语和宾语意义上搭配不当。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主谓搭配不当。 

             (2)动宾搭配不当。 

             (3)修饰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  

             (4)一面与两面不搭配。

             (5)片面与全面不搭配。

             (6)肯定与否定不搭配。

考点分析：



考点5：辨识病句

(1)主谓搭配不当。

例:我国棉花的生产,过去不能自给。

(不能自给的是“棉花”,不是“生产”。)

正确：我国棉花,过去不能自给。

(2)动宾搭配不当。

例:小福子的父亲拉车挣来的钱根本不够养活一

家人的生活。

(养活的不能是“生活”，只能是“人”。)

正确：小福子的父亲拉车挣来的钱根本不够养

活一家人。

考点分析：

(3)修饰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

例:这次教工大会上,对学校的前途征求了广泛的意

见。

(“广泛”应修饰“征求”,而不应修饰“意见”。)

正确：这次教工大会上,对学校的前途广泛的征求了

意见。



考点5：辨识病句

(4)一面与两面不搭配。

例:内容正确是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

(“内容正确”是从一方面,“好坏”是从

两方面说的,不搭配。)

正确：内容正确是衡量文章好的标准。

(5)片面与全面不搭配。

例:由于坚持植树造林,这一带基本上根除了

风沙灾害。

(“基本上”和“根除”在语义上是矛盾的,

应删去其中一个。)

正确：由于坚持植树造林,这一带根除了风

沙灾害。

考点分析：

(6)肯定与否定不搭配。

例:我们并不完全否认他没有透露出希望,而是说这希

望是非常渺茫的。

(“不完全否认”等于“部分承认”,前半句的意思是

“我们承认他没有透露出希望”,正好和要表达的意

思相反。) 

正确：我们并不完全否认他有透露出希望,而是说这

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考点5：辨识病句

常见病句类型:

2.成分残缺或多余
有以下几种情况:

                        (1)主语、谓语、宾语残缺；

                        (2)主语、谓语、宾语多余；

                        (3)缺少必要的定语、状语；

                        (4)定语、状语、补语多余。

例:①经过这次讲课，对大家的启发很大。(本句属于滥用介词而造成主语残缺.将“经过”

去掉.)        

    ②小王做任何工作都是非常认真得很。(本句的补语多余.“非常”修饰“认真”,“得

很”多余.)

    ③我国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圆满成功。(缺少谓语,“圆满成功”前加上“获

得”。)

    ④虽然每天工作很忙，但我还是抓紧和同学研究或自己看书。(缺少宾语,“抓紧”后

面应加上“时间”.)

考点分析：

正确：这次讲课，对大家的启发很大。

正确：小王做任何工作都是非常认真。

正确：我国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正确：虽然每天工作很忙，但我还是抓紧和同学研究或自己看书。



考点5：辨识病句

常见病句类型:

3.语序不当:即词语的位置摆放不对，使句子发生歧义现象或使句子意思表达得不清

楚。常见的语序不当的毛病有:定语和中心语的位置颠倒;把定语错放在状语的位置上;

把状语错放在定语的位置上;多层定语语序不当;多层状语语序不当。

(1)多项定语的排列次序。①表示领属或表示时间、处所的；②表示指称或数量的短语；③动词

或动词短语；④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⑤名词或名词短语。

另外,带“的"的定语放在不带“的”的短语的前面。

例:鲁迅是  ②④①③  英雄。

将“①空前的；②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③民族；④最正直、

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按照正确的语序排列填入上面例句的空中。

       参考“多项定语的排列次序”的规律,正确的次序应是②④①③。

考点分析：



考点5：辨识病句

常见病句类型:
(2)多项递加状语排列的一般规律。

①离动词最远的是表示时间、原因、目的的状语。

②其次是描写动作者感情、心理活动的状语。

③再次是表示处所、方向的状语。

④最靠近中心语的是描写动作方式、状态的状语。

注:它的灵活性表现在表示动作方式、状态的状语，有时可以排在表示处所、方向的状语的前面。

例:①大片的雪花，从半空中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②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地从半空中落下来。

考点分析：



考点5：辨识病句

常见病句类型:

4.结构混乱：结构混乱也叫句式杂糅。

常见的有两种:

(1)两句混杂:同一内容，往往可以采用不同的说法。有时既想用这种说法，又想用那种说法,结

果把两种说法糅到一起,形成两句混杂。

例:在旧社会，他利用开当铺进行残酷的高利贷剥削人民。(这个句子把“利用开当铺进行残酷

的高利贷剥削”和“利用开当铺残酷地剥削人民”两种说法糅在一起,应在两种说法中选取一

种。)可改成：他利用开当铺进行残酷的高利贷剥削。/他利用开当铺残酷地剥削人民。

(2)前后牵连:把前一句的后半句用作另一句的开头，硬把前后两句连成一句。

例:它是把事件的结局先写出来，然后再按照时间的顺序叙述事件发生、发展的经过叫倒叙。

(可改成：倒叙是把事件的结局先写出来，然后按照时间的顺序叙述事件发生、发展的经过。)

考点分析：



考点5：辨识病句

常见病句类型:

5.表意不明:表意不明多半是话语存在歧义造成的。也就是说，同样一句话，既可以

这样理解，又可以那样理解，在一定的语境中表意不确定。

歧义主要是受语言当中客观存在的多义现象的影响而产生的。一般来说，一个多义

词、多义短语或多义句式，在一定语言环境中，只表示一种意义。但是，有的时候，

由于上下文交代不清，就会同时显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思，造成理解上的分歧，

出现歧义。一个词语或句子出现了歧义，就会让读者弄不清所要表达的意思 ,甚至产

生误解。

例:这个人谁都不认识。(“这个人”可以是施事者，意思是这个人不认识任何人，也可以是受

事者，意思是谁都不认识这个人。这是施受不清造成的歧义，也是纯粹的语义关系不清造成的

歧义。)

考点分析：



考点5：辨识病句

常见病句类型:

6.不合逻辑：语言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思维水平的高低，思维的逻辑性制约着

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来分析语病，能使我们对语病的病因有不同

于语法角度的认识。病句的逻辑错误，主要表现在自相矛盾、概念不清等方面。

例:

①我们要求稿件字数不得超过一千字左右。(属于自相矛盾。既然要求“不得超过”一千字，只

能在千字以内，而“左右”是指既可写千字以上，又可写千字以下，这样就自相矛盾了,因此应

删掉“左右"。)

②桌子上放着水壶、杯子、台灯等水具，很方便。(属于概念不清。句中“台灯”并非“水具”，

不能与“水壶”“杯子”并列置于“等水具”之前。 应改为“桌子上放着台灯和水壶、杯子

等”，或者改为“桌子上放着水壶、杯子等水具和台灯”,)

考点分析：



1.下列各句中,有语病的一项是（     ）

A.这次机械工业成就展览分导言、起步、发展、曲折、成就、期待等六部分组成,

有极好的社会宣传效应。

B.市图书馆发布公告说,在启用全新的透视全息图像防伪阅览证后,之前办理的阅览

证仍然可以使用。

C.这些运动员心里清楚,本场比赛的输赢不仅关乎自己所在俱乐部的荣誉,也将影响

个人的职业前景。

D.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样,题材广泛,颇受欢迎,一些年轻导演的作品也取得了不

错的票房收入。

考点5：辨识病句

模拟练习：

A

解析：

参考答案：A

A项中“分···六部分组成”搭配不当,可以改为“分···六部分”或“由···六部分组成”。



2.下列各句中，有语病的一项是（    ）

A.士者国之宝，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各地都争相延聘，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流动。

B.这一报告显示，高等职业教育就业率持续走高，毕业生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颇大。

C.改善民生是个动态过程，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D.以智能化为核心的又一次工业革命正席卷而未，改变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考点5：辨识病句

模拟练习：

A

解析：

参考答案：A

A项中“越来越高”和“流动”不搭配。可改为“越来越频繁的流动”。



考点6：语句的排序

命题特点有以下几点：

1.用客观题考查，具体表述为:“下列句子的排列顺序,正确的一项是”，“依次填

入下面文字中横线处，与上文衔接最恰当的是”或者“简述下面一段话表达是否

得体”。

2.本考点检测以连贯、得体为重点。题型设计内容多与生活、学习、工作实际紧密

联系，所以应注意从实际出发。

考点分析：



考点6：语句的排序

解题思路:

       要恰如其分地用语言写人、叙事、绘景，重要的是把握语言运用的三

个标准，其次是正确的排列顺序，最后才是运用行之有效的鉴别方法。

牢记三标准：

(1)简明：语意表达要简单明了,不啰嗦,不拖泥带水。

(2)连贯：积句成章时，要注意句子之间的联系，不仅要注意语句之间的衔

接，还要保持语气的通畅一致。

(3)得体：“得体”之“体”，不指语体，而是指在书面语或口头语交际中

遣词造句的运用，务必恰如其分地表达意思。做到语言和谐，这也是语言

运用的最高标准，以此求得语言运用的最佳效果。     

考点分析：



1.依次填入下面横线处的语句，顺序最恰当的一项是（    ）。

    山里的樱花________，远远望去，有娇羞地________，也有________，更多的则是________，

独自盛开，和周围的青山、树木、杂草，以及那些不知名的小花________。

①掩映在树林里的   ②大片大片怒放的 ③开得格外灿烂 ④三三两两地散落着

⑤相映成趣

A．①③②⑤④ B．②①③⑤④ C．③①②④⑤ D．③②④①⑤

考点6：语句的排序

模拟练习：

C

解析：

参考答案：C

③应该排在最前面，对樱花的盛开做总述。由“娇羞”可知第二处横线处应选①。



2.填入下面横线处的语句,与上下文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

华夏大地上的古村落民居,作为乡土建筑的精华,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

方式。

①却辉映着辉煌的历程     ②鲜明地折射出中国悠久的历史

③生动地展现了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     ④它们看似陈旧

⑤是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

A．④①③②⑤ B．②⑤①④③ C．③④①②⑤ D．③②⑤④①

考点6：语句的排序

模拟练习：

D

解析：

参考答案：D

①④连在一起表示转折不能分开，③讲“文化”②讲“历史”⑤讲“文化和历

史”，这3句应按照③②⑤的顺序依次排列，不插入其他成分。



感谢聆听!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