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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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解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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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短文：
考点：理解或分析文中段落大义或重要词语的含义

现代文阅读：
考点1：理解词语在文中的含义

考点2：把握文中的关键语句

考点3：准确概括所给材料

考点4：对材料进行具体的阐发

考点5：准确理解作者的观点

考点6：把握文章的层次结构

考点7：分析文章的表达技巧



考点：阅读短文主要考查题型方向

1.理解段落中主要内容、段落词句、关键词语（必考方向）

2.根据文意判断正误

3.总结文段中心意思

4.判断文中的语句所用修辞手法（2019年考查方向）

考点分析：



考点：主要考查题型

题型一：涉及文章主旨及字、词、短语、句子、文段的理解。

例：请结合文章内容，简要概括文章的主旨/概括某个自然段的主旨含义/简要分析一

句话的含义，或怎么理解某句话等。

答题技巧：先找出相关的自然段、句、字、词所在的位置，写了什么人、事、情、景，

结果是怎么样的。

考点分析：



考点：主要考查题型

题型二：关于修辞手法的作用
（1） 比喻：利用不同事物之间某些相似之处，借一种事物来说明另外一种事物。
          作用：生动形象。（主要考查）

（2） 拟人：把物当人来写（拟人） 。
          作用：印象鲜明，便于表达作者感情。（主要考查）
 
（3） 夸张：故意言过其实，对人对事进行扩大或缩小的描述。
          作用：易于突出人或事的本质，引起读者强烈共鸣。

（4） 对偶：结构相同或相似，字数相等的两个句子，或短语。
          作用：整齐匀称，凝练集中，概括力强。

（5） 排比：三项或三项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的句子。
          作用：增强气势，说服力强，感染力强。

答题方式：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内容，表达了……情感。

考点分析：



考点：主要考查题型

题型三：关于人物描写的题目

（1）人物描写的方法

         外貌描写、神态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等。

（2）人物描写的作用

         表现了人物的什么性质和品格；

         表达了作者的什么情感或表现了文章的主旨。

（3）人物描写的角度

         正面描写：正面直接表现人物、事物。

         侧面描写：侧面烘托突出人物、事物。

考点分析：



考点：主要考查题型

题型四：把握段落在文中的作用
不要急着回答作用，先找到段落在文中的位置：

1、内容上：解释一下意思或中心思想；

2、结构上：（1）在开头：总领全文，为下文做铺垫；

                   （2）在中间：承上启下，过渡；

                   （3）在结尾：总结全文，呼应前文，升华主旨。

题型五：概括文中的主人公（作者）情感的变化（心情）
1、先找到体现人物心情的恰当的形容词

     例如：高兴、难过、感动、内疚、后悔、自责、惊喜、心疼、敬佩等，避免用口语回答。

2、分析产生这种心情的原因，然后按照“因为什么情况（事情或原因）而感到怎么样，即：体

现心情的形容词”的句式答题。

考点分析：



考点：主要考查题型

题型六：景物描写作用分析
1、内容上的作用
（1）渲染了……的气氛；             
（2）衬托了……的心情；
（3）突出了人物的……特点；          
（4）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或时代背景；
（5）突出文章的主旨。

2、结构上的作用
（1）承上启下；                             
（2）为下文作铺垫，推动情节的发展；
（3）照应上文；                             
（4）点题；
（5）引出下文，推动情节的发展；
（6）总启下文、总结全文。

考点分析：



考点1：理解文中重要的词语和句子，并解释其含义

（一）“文中”可以有两种含义： 
            1.文章全局的“整体把握”；

            2.具体词语上下文间的关系，即通常所说的“语境”。

考点分析：



考点1：理解文中重要的词语和句子，并解释其含义

（二）要正确理解词语在文中的含义，应把握以下几点：  

      (1)要分析思考词语所在的短语、句子，甚至段篇对词语的限制“整体一局部一

整体”

      (2)要分析思考词语在上下文中的作用

            ①指代的作用。文章的代词既能代实词、短语、句子、语段，还能代替复杂的概念。

            ②词语的情景义。一是词语因比喻、反语、借代等修辞手段而产生的新义。二是词语

在语境中作远距离引申而产生的新义。

            ③词语的表达作用。一是要注意其形象性作用，主要指词语在写人叙事绘景中的鲜明、

生动、传神和形象性作用；二是要注意其思想倾向、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三是注意其精确性

作用，了解修饰、限制补充性词语在表意上的精当、严密；四是注意其结构性作用，即词语在

篇段中的地位及照应过渡方面的作用。

考点分析：



（三）重要的句子
    “重要的句子”是指它们在文中起重要作用的关键性语句，这些关键性的语句，一是长句中

的关键部分；二是含义丰富深刻的句子。主要有以下几类：

1．揭示文章中心、主旨、观点、情感的语句。此类句子大都出现在开头段或结尾段。起到提挈、

结论或概括的作用。分析时，应正确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和作者作文的意图。

2．揭示文章脉络层次。应抓住文章挈领性、过渡性、照应性或总括性的语句。

3．结构复杂的长句。一定要用语法分析的手法，理清句子的结构关系，然后才能准确把握语句

含义。

4．内涵丰富的句子。对于此类句子，一般不能孤立地看它，而要联系上下文仔细琢磨，才能正

确解它的含义。

考点分析：

考点1：理解文中重要的词语和句子，并解释其含义



考点2：筛选并提取文中的信息

      文章主旨、主要事件、说明的事件是文章的重要信息。

      筛选能力：理解性筛选、检索性筛选。

       理解性筛选---以正确地把握材料的内容为目的。（例如教师在课堂上分析课文，

抓住关键性词语，由此展开、启发诱导，使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

       检索性筛选---根据特定的要求从书面材料中迅速找出所需要的内容、观点等的过

程。

      筛选和提取文中重要的信息。它题目设计常常采用以偏赅全、无中生有、因果颠

倒、词语重组、主客错位、未然已然混淆等方法。

考点分析：



考点3：分析文章结构，掌握主要的表达方法

1、分析文章结构的方法
（1）抓语言标志。段内的层次，往往有一些衔接上下文的标志性词语。诸如“首先……其次”、

“一方面……另一方面”、“不仅如此……”等。篇章的结构层次的语言标志往往有“第一”、

“第二”之类的序数字，或是同类的句式按自然段排列。这些与层次划分类似。

（2）抓文章体裁。不同文体的文章，有不同的结构方式。

    记叙文一般按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来组织材料

    议论文的基本形式是：提出问题（引论）一分析问题（本论）一解决问题（结论）。它的结

构方式大致有两种：纵式结构、横式结构。说明文通常的结构方式是“总一分一总”的方式。其

中分说部分对事物解说的顺序大致有空间顺序和过程顺序。

考点分析：



考点3：分析文章结构，掌握主要的表达方法

2、表达方法
       表达方法是表现客观事物和主观意识时所侧重的方面和所采用的方法。

       说明是言简意赅地解说事物各种属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常解说的事物属性有形状、性质、

构造、类别、成因、功用、关系等。常见的说明方法包括举例子、分类别、打比方、列数字、

下定义、解释概念。

       议论是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和评论，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分为立

论和驳论两种。立论常用的方法有：例证法、引证法、喻证法、对比论证法、归谬法等。

考点分析：



考点4：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思想

       一篇文章总有一个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常有若干内容要点组成。

       归纳中心要以归纳段意为基础，内容要点一般就是段意，当然又会因文体和分析目的不同

而呈不同特征。例如：议论文，是指论点和论据；说明文，则是事物的特征和事理；记叙文，

是记叙的要素。

        这些内容要点在文中呈各种不同的面貌，或是中心句，或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等，且句意

还要用其他语句来补充完整。

考点分析：



       苔藓植物是地球上演化最成功的植物之一，是从水生植物到陆生植物的过渡类型，在地球上有超过4亿年的演

化历史。苔藓植物的祖先悄然上岸，慢慢进化出了适合陆地生存的特殊“技艺”——变水性。独特的变水性是它

们的生存法宝，身体内水分的含量能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环境极端干燥时，它们就进入休眠状态；在水分重新

获得时，它们能快速恢复生机。

       我们常见的种子植物有根、茎、叶的组织分化，苔藓植物也有，不过它们的根、茎、叶与种子植物并不相同，

除了形态迷你，功能和结构还比较简单。苔藓的根是假根，只有固定作用，没有吸收水分、营养物质的功能；茎

无维管束的分化，不能运输水分和营养物质，而叶仅由单层细胞构成。这种结构使得它们对环境中的土壤和水分

要求不高，可以直接利用叶片来吸收水分。由于它们的叶表缺少角质层的保护，对环境中的污染物也敏感很多。

       苔藓凭借着变水性和独特的结构，能适应极为苛刻的环境和气侯条件，成为最早登陆的植物。它们慢慢地在

陆地上面站稳了脚跟，老的植株死亡，逐渐转变成有机物，使得贫瘠的土壤日渐肥沃，创造了更好的生存空间，

其他类别的生物才逐渐兴起，“大自然拓荒者”的美誉由此而来。

        如果你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即便在城市中苔藓植物也随处可见。在城市道路边的斜坡，为了预防水土流失和

滑坡，常需在表面喷混凝土进行巩固。刚开始的时候，混凝土的表面没有一丝绿色。一年过后，你会发现这些人

工建筑的表面逐渐变绿，有一些苔藓定居下来，它们是最早的定居者。再过一些年，苔藓愈发繁茂。老的植株死

亡后，分解成腐殖或有机质，改良了小环境，然后陆续有小的蕨类、被子植物和昆虫迁徙而来，多样性逐渐增加，

形成一个小巧的生态系统。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4题。

模拟练习：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位于新疆北部，是我国最大的半固定沙漠和我国第二大沙漠。在沙漠地表广泛生长着一片

片不起眼的生物类群，生物学家称其为生物土壤结皮或生物结皮。它是由细菌、真菌、蓝绿藻、地衣和苔藓植物

等类群与土壤形成的有机复合体。虽然这些黑绿色的块状体看起来很不美观，但正是它们的存在，显著降低了风

速，有效地维持了沙漠的地表稳定性。其中，苔藓作为环境演替过程中的先锋植物，成为生物防沙、固沙的主力

军。在荒漠里，水贵如油。生物结皮就像一块海绵，将荒漠中的降水吸收到体内。每当降雨来临，结皮中的各类

物种开始各显其能地吸收水分，其中苔藓植物对外界水分变化的反应最明显。干燥状况下，苔藓植物处于休眠状

态，外表呈黑色；一旦水分充足，可在数十秒到数分钟内复苏成嫩绿色。

        在园艺上，苔藓最经常的用处就是制作微景观。我们可以利用苔藓的不同质感把它们做成大树或者小草。苔

藓盆栽很适合现代人的家居装饰，小巧鲜绿，节省空间。在包罗万象的植物界中，苔藓那种卑微又顽强的生命力

让人心生怜爱，正如清代诗人袁枚在诗歌《苔》中所写：“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

 （节选自张力、稻城《苔藓——从荒野“草到城市新宠》）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4题。

模拟练习：



1、对苔藓“变水性和独特的结构”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变水性”是指苔藓能根据环境的变化，增加体内水分的贮存。

B.苔藓的根是假根，它不能吸收水分和营养，只能起到固定作用。

C.苔藓的茎没长出足够多的维管束，所以它不能运输水分和营养。

D.苔藓的叶由于缺少角质层保护，使得它对土壤和水分要求不高。

2、对文中有关苔藓“之最”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演化最成功”，主要指苔藓演化历史之长、适应陆生能力之强。

B.“最早登陆”，是指苔藓最早实现了水生植物过渡到陆生的演化。

C.“最早的定居者”，是指苔藓可最早生长在城市中混凝土斜坡上。

D.“反应最明显”，是指苔藓在水分充足时可以立即进入休眠状态。

短文阅读

模拟练习：

B

解析：
参考答案：1.B。A选项中“增加体内水分的贮存”说法错误；C选项中“苔藓的茎没长出足够多的维管束”说法
不对；D选项中“苔藓的叶由于缺少角质层保护，对环境中的污染物也敏感很多”。
2.D 选项中“反应最明显”，是指苔藓在水分充足时，可在数十秒到数分钟内复苏成嫩绿色。
3.B 文章当中没有提到“苔藓是环境演替的先行者，是生态系统的开发者”。
4.A 将苔藓拟人化，可以站稳脚跟。BCD均为陈述句。

3、根据文意，下列对苔藓功用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苔藓是陆生植物的急先锋，是“大自然拓荒者”。

B.苔藓是环境演替的先行者，是生态系统的开发者。

C.苔藓可以固沙，维持沙漠地表的稳定，保护环境。

D.苔藓可以制作微景观，为现代城市家居节省空间。

4、下列文中语句，运用了拟人修辞手法的一项是（       ）

A.它们慢慢地在陆地上面站稳了脚跟。

B.即便在城市中苔藓植物也随处可见。

C.小的蕨类、被子植物和昆虫迁徙而来。

D.可在数十秒到数分钟内复苏成嫩绿色。

D

B

A



       上大学时，从家到学校之间往返都乘火车，是那种速度慢、停靠站点多的绿皮火车。与慢车相匹配的常常是

一个个并不起眼的小站。北营站就是这样的小站。

       在北营站，上下车的旅客不多，以附近高校的学生为主。站虽不大，但位置重要，距离我们学校仅两三公里。

去那里乘车对于学生们来说要比去大站方便实惠得多。小站就像一个不起眼的路人，记录下了匆匆过客的平淡记

忆，偶然回味其间，能从那些记忆碎片看到透射出来的微光。

       因为乘车时间大都在晚上，去北营站的小路又偏僻，所以来往其间的大多是男生。出于安全原因， 女生很少

走北营站， 偶尔有女同学出现， 也是结伴搭伙而行， 但只有一个女生“DNA”除外。

       我跟“DNA”认识纯属偶然。因为车站小， 侯车的学生大都挤在仅有的几条长椅上。慢慢地，经常出没于此

的学生就熟了起来。“DNA”的与众不同， 不是她长得漂亮， 而是因为她学习的劲头太大。她学习的刻苦劲儿让

人佩服，至少我是感动的。那时候，上大学国家包分配，上了大学就等于有了一份可靠的工作，像她这种利用候

车时间还能抓紧学习的精神，我们连参加高考前都没有。

       记得第一次认识她时，她正在啃一本很专业的书。昏暗的候车室里，穿着朴素、灰头土脸的她，全然不顾周

围人的存在。要不是书掉在我脚下，我顺手帮她捡起，估计我们永远没有说话的机会。书的封面上有很大的

“DNA”字样， 我递还她时， 随口说了一句， 这是关于脱氧核糖核酸的书吧。她兴奋地问我是哪个系的， 怎么

会知道这么多关于DNA的知识。交谈中， 我了解到了她不少的信息， 但除了名字， 所以只能叫她“DNA”。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4题。

模拟练习：



       她是生物系的，来自农村，家境并不宽裕。也许是因为意外遇到一个文科“知音”的缘故，她兴奋地向我介

绍生物专业。那时候，考研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得知她刻苦学习的目标就是考研，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我很震惊。

      我在小站后来又碰到过她几次，她依然是一副我行我素、忘我学习的范儿，我与她再无交流。然而在我大二时

又在小站邂逅了“DNA”。那天， 她明显认出了我， 有一种按捺不住的表达欲望。说她第一次出远门到南方，考

研成绩还好，面试时导师对她指点不少。对于她来说，不光是未来读研的一切让她兴奋，而且南方的一切也令她

大开眼界。她说着还掏出一只装在瓶子里的小龙虾，说是在南方的水沟里抓的，其他几只在实验室留着试验用，

这一只带回家让家里人看看新鲜。一个来自贫寒农家的女学生，除了学习成绩和几乎不用破费的“礼物”之外，

确实无以回报家庭。她带回的这只小龙虾，更多的是向家人展示一种新奇的、别样的生物。

       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DNA”， 也不知道她最终有没有读研、读博。我想， 凭她的努力和执着，一

定不会错的，她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与为人熟知的大站相比，小站都显得有些寂寥，但每一个不起眼的小站都一定能通向更大的站，每一个不起

眼的小站都一定能让你抵达想要到达的地方。当年在小站昏暗灯光下努力读书的那个平凡女孩，想必一定到了她

想要去的地方吧。

       没有人能许你未来，除了你自己。

（节选自李耀岗《小站记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4题。

模拟练习：



1.作者称女孩“DNA”，用了哪种修辞手法?有什么作用？                                                            

                                                                          

2.在文中，作者对女孩表现出了哪些情感？请简要概括。

                                                                                                                                               

3.结合本文，简要概括女孩的外在形象和精神气质。                                                                     

                                                                            

4.如何理解文中的“小站”的含意?                                                                   

                                                                          

短文阅读

模拟练习：

参考答案
1.答：作者称女孩“DNA”，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借女孩所看书的封面上的“DNA”代指女孩，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女孩刻苦
学习的人物形象特点。

2.答：在文中，作者对女孩表现出了敬佩、震惊、感动等情感，作者对女孩专心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十分敬佩，同时女孩对
生物专业的痴迷让作者震惊，作者被女孩励志改变命运的精神感动。

3.答：女孩的外在形象有：贫寒农家的女学生，穿着朴素，灰头土脸，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女孩的精神气质有：认真、刻苦、
勤奋、不服输、有理想等。

4.答：文中的“小站”是文章的感情线索，串起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小站”即是人生前进的站台，也是女孩追梦的平台，
“小站”见证了女孩的刻苦与努力，寓意一种拼搏进取的精神。（这里结合文章内容，围绕文章中心展开自己的理解作答亦可）



感谢聆听!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