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语文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一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15 小题 ，每 小题 3 分， 共计 45 分)

1.在诗 歌《 沁园 春• 长沙 》的课 堂上 ，教师 要求 学生 分辨 出下 列描 绘

秋景 的诗 句， 与其 意境 相似 的一 项是 ( )。

A.枯藤 老树 昏鸦 ，小 桥流 水人 家， 古道 西风 瘦马 ，夕 阳西 下， 断肠

人在 天涯 。

B.风急 天高 猿啸 哀， 渚清 沙白 鸟飞 回。 无边 落木 萧萧 下， 不尽 长江

滚滚 来。

C.自古 逢秋 悲寂 寥， 我言 秋日 胜春 朝。 晴空 一鹤 排云 上， 便引 诗情

到碧 霄。

D.秋风 萧瑟 天气 凉， 草木 摇落 露为 霜。 群燕 辞归 雁南 翔， 念君 客游

思断 肠。

2.教师 在教 授王 昌龄 的《 出塞 》时 ，讲 到 “ 秦时 明月 汉时 关， 万里

长征 人未 还”要求 同学 们搜 索与 其运 用同 一种 修辞 手法 的诗 句 ，下面 选

项哪 一项 是不 正确 的( )。

A.烟笼 寒水 月笼 沙， 夜泊 秦淮 近酒 家。 (《泊 秦淮 》 )

B.迢迢 牵牛 星， 皎皎 河汉 女。 (《古 诗十 九首 》)

C.开我 东阁 门， 坐我 西阁 床。 (《木 兰诗 》)

D.月下 飞天 镜， 云生 结海 楼。 (《渡 荆门 》 )



3.在阅 读完 高中 的选 修课 文《 桥边 的老 人》 后， 有学 生向 老师 反映

对海 明威 的小 说很 感兴 趣，让老 师推 荐几 部海 明威 的作 品 ，以下 不能 满

足学 生要 求的 一项 是( )。

A.《永 别了 ，武 器》 B.《老 人与 海》

C.《百 年孤 独》 D.《太 阳照 常升 起》

4.教师 安排 学生 以小 组为 单位 ，总 结古 代诗 文中 有关 年龄 的称 谓，

全班 交流 分享 ，下 列总 结正 确的 是 ( )。

A.总角 之宴 ，言 笑晏 晏(《诗 经• 氓》 )总角 ：婴 儿一 两岁

B.既加 冠， 益慕 圣贤 之道 (《送 东阳 马生 序》 )加冠 ：男 子二 十岁

C.粉淡 香清 自一 家 ，未容 桃李 占年 华(《 梨花 》)桃李 年华 ：女子 十五

岁

D.余自 束发 读书 轩中 (《项 脊轩 志》 )束发 ：少 年七 八岁

5.学习 完《 窦娥 冤》 一课 后， 为了 调动 学生 去探 索不 同悲 剧艺 术的

积极 性， 引导 学生 进行 课后 阅读 ，以 下不 符合 的是 ( )。

A.《汉 宫秋 》 B.《西 厢记 》

C.《梧 桐雨 》 D.《赵 氏孤 儿》

6.课堂 上同 学们 针对 文言 文中 的词 类活 用展 开了 讨论 ，下 面哪 位同

学的 解释 是错 误的 ( )。

A.“盖其 又深 ，则 其至 又加 少矣 ” 中的 “至 ”，动 词， 在这 里作 名

词， 到达 的人 。

B.“ 假舟 楫者 ，非 能水 也， 而绝 江河 ”中的 “ 水” ，名 词， 在这 里

作动 词， 表示 游泳 的意 思。



C.“ 素善 留侯 张良 ”中的 “ 善” ，形 容词 ，在 这里 作动 词， 友善 、

交好 的意 思。

D.“ 夜篝 火， 狐鸣 呼曰 ：‘ 大楚 兴， 陈胜 王。 ’” 中的 “狐 ”，名

词， 在这 里作 动词 ，像 狐狸 的意 思。

7.学生 在作 文中 对“ 借代 ”的修 辞手 法使 用不 当， 教师 用课 文中 正

确的 例子 来进 行讲 解， 下列 语句 不合 适的 是 ( )。

A.想当 年， 金戈 铁马 ，气 吞万 里如 虎。 (辛弃 疾《 永遇 乐 • 京口 北固

亭怀 古》 )

B.安能 摧眉 折腰 事权 贵 ，使我 得不 得开 心颜 。(李白《 梦游 天姥 吟留

别》 )

C.忽如 一夜 春风 来 ，千树 万树 梨花 开。(岑参《白雪 歌送 武判 官归 京 》)

D.蔺相 如徒 以口 舌为 劳 ，而位 居我 上 。(司马 迁《廉颇 蔺相 如列 传 》)

8.教学 《沁 园春 • 长沙 》， 教师 引导 学生 联想 与 “秋 ”有关 的古 诗 ，

学生 列举 了《 天净 沙• 秋思 》《 枫桥 夜泊 》和 《登 高》 ，并 让学 生思 考

课文 表达 的情 感与 这些 作品 有哪 些不 同 。以下 对于 教师 做法 的分 析，正

确的 是( )。

A.教师 有助 于学 生理 解诗 歌内 容的 深层 内涵

B.教师 较好 地提 高了 学生 的阅 读效 率

C.教师 有较 强激 发学 生阅 读兴 趣的 意识

D.教师 注重 语文 学习 方法 的指 导



9.学习 乐府 诗《 孔雀 东南 飞》 ，教 师要 求学 生认 真聆 听名 家朗 读，

注意 朗读 时的 节奏 、停顿 、语速 和重 音，感受 诗中 人物 的情 感。对这 一

活动 分析 不正 确的 一项 是( )。

A.引导 学生 体会 作品 中人 物的 情感

B.注重 提高 学生 的朗 读技 巧

C.引导 学生 关注 作品 的语 言风 格

D.有助 于提 高学 生感 受能 力， 熏陶 学生 的人 文情 怀

10.学习《装在 套子 里的 人 》，教师 组织 学生 拓展 阅读《变色 龙》和

《小 公务 员之 死》 ，对 这一 做法 分析 正确 的是 ( )。

A.帮助 学生 建立 阅读 和实 际的 联系 ，扩 大学 习领 域

B.有助 于学 生对 作家 的创 作风 格形 成整 体认 知

C.三部 作品 没有 太多 关联 ，拓 展阅 读价 值不 大

D.有助 于深 入挖 掘课 文的 社会 意义

11.教师 在学 生朗 读后 ，经常 让学 生谈 谈读 完后 的感 受 、体验 ，并对

刚才 的朗 读进 行自 我评 价， 然后 再进 行评 价和 指导 。对 该做 法的 分析 ，

不正 确的 一项 是( )。

A.教师 注重 学生 的自 评， 体现 了新 课改 的相 关理 念

B.教师 尊重 学生 独特 的体 验、 感受 ，体 现了 学生 的主 体地 位

C.教师 的主 导作 用未 得到 充分 发挥

D.有利 于学 生的 个性 发展

12.《普 通高 中语 文课 程标 准(实验 )》指 出： 提高 学生 的语 文素 养，

充分 发挥 语文 课程 的育 人功 能。 对这 一概 念阐 述不 正确 的是 ( )。



A.高中 语文 课程 应在 继续 发展 和不 断提 高的 过程 中有 效地 发挥 作

用， 以适 应未 来学 习、 生活 和工 作的 需要 。

B.高中 语文 课程 ，应 面向 全体 学生 ，使 学生 获得 基本 的语 文素 养。

充分 发挥 自身 的优 势， 弘扬 和培 育民 族精 神。

C.应增 进课 程内 容与 学生 成长 的联 系 ，引导 学生 积极 参与 实践 活动 ，

学习 认识 自然 、认 识社 会、 认识 自我 、规 划人 生。

D.通过 语文 课程 塑造 热爱 祖国 和中 华文 明、 献身 人类 进步 事业 的精

神品 格， 形成 健康 美好 的情 感和 奋发 向上 的人 生态 度。

13.阅读 《林 黛玉 进贾 府》 教学 实录 (片段 )，按 照要 求回 答问 题。

师： 明清 以来 ，对 四大 名著 的评 点可 以说 是异 彩纷 呈， 流派 众多 。

人们 公认 的比 较好 的四 种评 点本 你知 道是 哪几 种吗 ?

生 1：脂 砚斋 评点 《红 楼梦 》。

生 2：金 圣叹 评点 《水 浒传 》。

师： 很好 ，知 道两 个已 经很 不简 单。

(多媒 体显 示“四大 名著 著名 评点 ”，另两 个是 毛宗 岗评 点《三国 演

义》 、李 卓吾 评点 《西 游记 》 )

师：从某 种意 义上 说，他们 的评 点是 另一 种极 具价 值的 名著 。那么 ，

什么 是评 点法 呢?

(多媒 体显 示“ 评点 法” ，学 生齐 读)

生 3：评点 法是 一种 研究 性的 学习 方法 。在阅 读过 程中 ，圈圈 点点 ，

心有 所感 ，笔墨 追录 ，三言 两语 ，生动 传神 。可以 评点 字词 ，也可 评点

句段 ;可以 评点 人物 ，也 可评 点情 节、 环境 ，等 等。



师： 那么 ，怎 么评 点人 物呢 ?评点 时要 注意 什么 呢 ?我们 先来 看看 著

名作 家王 蒙对 课文 中人 物的 评点 。

[投影 一段 评点 ：

问：“ 妹妹 几岁 了?可也 上过 学?现吃 什么 药?在这 里不 要想 家，想要

什么 吃的 、什么 玩的 ，只管 告诉 我;丫头 老婆 们不 好了 ，也只 管告 诉我 。”

一面 又问 婆子 们：“林姑 娘的 行李 东西 可搬 进来 了 ?带了 几个 人来 ?你们

赶早 打扫 两间 下房 ，让 他们 去歇 歇。 ”(原文 )

不等 回答 ，先 提一 串问 题： 一、 急脾 气。 二、 是关 心的 表示 ，也 是

走过 场。 三、 在“ 老祖 宗” 面前 可以 连珠 炮般 地说 话提 问， 也是 份儿 、

格儿 。四 、通 过关 心人 显示 自己 的性 、细 致性 、责 任性 。 (评点 )]

师： 现在 请大 家根 据刚 才学 到的 评点 方法 ，试 着对 课文 中写 到的 王

熙凤 进行 评点 ，评点 时可 以与 周围 的同 学讨 论 ，等一 会儿 我们 在全 班交

流。

(学生 评点 ，老 师巡 视、 指导 ， 5 分钟 后进 行全 班交 流)

师： 现在 我们 进行 全班 交流 。发 言的 同学 首先 要告 诉大 家， 你准 备

评点 的是 哪一 句或 哪一 段话 ，然 后再 读自 己的 评点 。

对该 教学 实录 的评 价不 恰当 的是 ( )。

A.教师 授之 以“ 渔” ，着 重锻 造学 生的 语文 素养 ，对 学生 进行 传统

文化 的熏 陶

B.以王 蒙对 课文 内容 的评 点为 范例 ，让 学生 从典 型性 的评 点中 逐步

掌握 了评 点的 方法 和要 求



C.本节 课着 重以 小组 讨论 探究 深入 分析 人物 形象 、性 格以 此达 成教

学目 标

D.以教 材为 例， 让学 生学 习小 说的 鉴赏 方法 ，培 养学 生的 鉴赏 能力

和良 好的 阅读 习惯 。

14.阅读 《祝 福》 教学 实录 (片段 )，按 照要 求回 答问 题。

师： 鲁迅 先生 在小 说里 给我 们塑 造了 一个 这样 的祥 林嫂 ，她 善良 、

勤劳 、朴实 ，一心 想用 自己 辛勤 的劳 动，换一 种最 起码 的“人 ”的生 活 ，

甚至 于她 以自 由的 丧失 为代 价 ，来换 取在 这世 上活 命，可她 最终 没有 逃

脱“ 想做 奴隶 而不 得”的这 样的 命运 ，在鲁 镇人 们迎 接新 年 、“欢乐 祥

和”的祝 福的 鞭炮 声中 ，寂然 死去 。这是 她的 悲剧 ，更是 当时 无数 的跟

她一 样的 被压 迫的 人们 — —没有 觉醒 的人 们的 悲剧 ，“祥林 嫂们 ”的悲

剧!然而 这场 悲剧 更深 远的 意义 在于 ：祥 林嫂 的被 吃与 “祥林 嫂们 ” 的

吃人 — —“ 祥林 嫂们 的被 吃”与“祥林 嫂们 ”的吃 人。几千 年的 中国 封

建史 ，就 是在 这样 的轮 回中 继续 的 ;人们 不断 被摧 残、 被异 化 ;进而 在不

自知 中摧 残和 异化 着下 一个 不幸 者 。幸运 的是 ，在这 样一 个时 代，有鲁

迅这 样的 斗士 ，他用 自己 的笔 ，作投 枪作 匕首 ，向这 些封 建思 想发 起了

攻击 。他用 自己 的冷 峻得 近似 手术 刀般 的如 椽巨 笔解 剖这 一个 一个 衰朽

的灵 魂。

时间 关系 ，我们 今天 就上 到这 里。老师 现在 给大 家留 一份 作业 ：(1)

再读 课文 ，画出 文章 中“祥林 嫂们 ”的言 行，就是 对他 们的 描写 ，对他

(她)们的 精神 世界 做一 次解 剖。 我们 下节 课重 点分 析这 些人 物形 象和 鲁

迅先 生高 超的 写作 手法 。(2)大家 写一 段文 字，“现代 社会 的‘ 祥林 嫂’”，



大家 思考 一下 ，现代 社会 有没 有“祥林 嫂”?有没 有需 要我 们拯 救的“祥

林嫂 ”?要求 重点 刻画 出他 们的 灵魂 。

对该 教师 的教 学环 节评 价不 正确 的一 项是 ( )。

A.体现 该教 师追 求阅 读与 写作 相结 合的 教学 理念

B.让语 文回 归生 活， 改变 单一 的作 业设 计模 式

C.作业 由易 到难 ，有 启发 性

D.作业 形式 多样 ，能 够评 价学 生的 能力

15.阅读 下面 的教 学论 文(节选 )，按 照要 求回 答问 题。

目前 高中 语文 阅读 教学 中存 在两 种倾 向： 一是 抱住 陈旧 的教 学观 念

和教 学模 式，从字 词到 段意 到中 心的 肢解 式教 学 ，形式 单一 ，内容 枯燥 。

课堂 教学 中低 效或 不讲 成效 的现 象大 量存 在 ，一般 性教 学中 重复 机械 性

的、强行 填鸭 式的 现象 随堂 可见 ，公开 课中 表演 型的 、虚假 的演 戏愈 演

愈烈 。二是 对语 文课 改理 解出 现偏 差 。在新 课程 改革 的大 背景 下，语文

教师 接受 了比 较前 沿的 阅读 教学 信息 ，并将 之运 用到 教学 实践 中 ，如阅

读感 悟、 探究 性阅 读、 个性 化阅 读等 等， 但由 于缺 乏深 入的 实践 研究 ，

指导 不够 到位 ，不乏 有流 于形 式的 现象 ，看着 热闹 ，却没 有实 效 。教学

中出 现了 过分 夸大 自主 而导 致课 堂教 学无 序 、过分 夸大 过程 忽略 结果 而

导致 课堂 教学 无效 、过 分夸 大学 生作 用轻 视教 师作 用而 导致 教学 不得

法、 过分 夸大 情感 目标 轻视 知识 技能 目标 而导 致教 学质 量下 降等 问题 。

面对 这些 低效 的课 堂教 学现 实 ，对照 新课 程改 革的 发展 要求 ，我们 迫切

希望 提高 课堂 教学 实效 ，促进 学生 文化 基础 知识 和基 本技 能 、创新 精神

以及 探究 能力 的整 体提 高，促进 学生 、持续 、和谐 地发 展。教师 需要 在



课题 研究 中提 升理 论和 实践 能力 ;基础 薄弱 的学 生， 也更 需要 有更 为快

捷有 效地 有效 阅读 方法 指导 。

对该 教学 论文 的分 析， 不恰 当的 一项 是 ( )。

A.寻找 阅读 教学 的有 效策 略是 新课 改背 景下 必然 的选 择

B.阅读 策略 关注 的是 “ 为达 到阅 读目 的、 应当 采取 何种 阅读 方法 、

按怎 样的 步骤 来读 ”的问 题

C.学生 是阅 读的 主体 ，学 生阅 读的 过程 就是 体验 的过 程， 在教 师指

导下 的阅 读体 验更 有效

D.阅读 是有 规律 可循 的， 只要 掌握 了合 理的 教学 策略 ，就 能使 阅读

走出 高耗 低效 的困 境

二、 案例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3 小题 ，第 16 题 20 分， 第 17 题 8 分，

第 18 题 12 分， 共 40 分 )

(一)请认 真阅 读下 面两 个教 学片 段， 完成 第 16 题。

教师 A：《 琵琶 行》 教学 实录 (节选 )

师： 为什 么诗 人会 发出 这样 一声 哀叹 — —“同是 天涯 沦落 人。 ” 诗

人白 居易 和琵 琶女 之间 有什 么共 同的 命运 ?学生 再读 全诗 ，结合 上下 文 ，

小组 合作 讨论 写在 本子 上，概括 两人 的遭 遇。(①序与 第三 节相 关部 分 ，

了解 琵琶 女的 身世 、遭遇 与心 境。② 结合 注释 、序 、第一 段与 第四 段相

关部 分， 了解 诗人 的遭 遇与 心境 。 )

生： 小组 展示 讨论 结果 ，如 果不 完整 ，其 他小 组补 充。

师： 小结 ，尽 管诗 人与 琵琶 女的 社会 地位 、生 活道 路和 生活 态度 不

同，尽管 他们 素昧 平生 ，但“同是 天涯 沦落 人 ”的失 意者 的感 受却 是相



通的 。第 一， 彼此 都自 京都 沦落 江州 。第 二， 彼此 都怀 才不 遇。 (名艺

人— 大诗 人)第三 ，彼此 都有 着不 幸的 遭遇 (年长 色衰 嫁商 人 — 才华 横溢

遭贬 谪)，过着 孤寂 的生 活(守空 船— 酒独 倾)。第四 ，诗人 是琵 琶女 的知

音(弹出 幽愁 暗恨 —尽通 曲中 之情 )，失意 者同 病相 怜 。正因 为如 此，诗

人在 最后 重听 了琵 琶女 的再 次弹 奏之 后， 洒下 了同 情之 泪。

师： 那请 同学 来朗 诵一 下描 写两 人遭 遇的 段落 ，注 意情 感的 把握 。

师： 琵琶 女， 女生 读。

师： 诗人 白居 易 ，男 生读 。

师点 评： 读诗 应把 握诗 人的 情感 ，所 以在 这两 段都 应该 读出 低沉 ，

忧郁 的叹 息。 全体 同学 来读 一下 三、 四段 。

生： 齐读 。

教师 B：《 像山 那样 思考 》教 学实 录 (节选 )

师： 文章 题为 “像山 那样 思考 ” ，那 么它 与我 们的 这一 单元 “人与

自然 ”(处理 好人 与自 然之 间的 关系 )又有 着怎 样的 关系 呢?

生 1：是 目的 与途 径的 关系 ，前 者是 后者 的途 径， 后者 是前 者的 目

的。像山 那样 思考 ，就是 作者 对人 与自 然之 间关 系的 一种 良好 建议 ，是

这种 建议 的诗 意表 达。

师： 看来 你不 仅认 真思 考， 而且 逻辑 严密 ，迅 速能 把握 住教 材编 者

的意 图。

生 2：从生 态伦 理 、生态 和谐 的角 度来 看，人并 不比 一座 山更 高明 ，

山与 自然 万物 的关 系与 人与 自然 万物 之间 的关 系并 无二 致 。我们 要像 山

那样 处理 好人 与动 物、 人与 环境 等一 切人 与自 然万 物之 间的 关系 。



师： 乐于 思考 ，敢 于从 不同 的角 度表 达自 己的 见解 ，有 自己 独到 的

阅读 体会 。

问题 ：

16.(1)请对 比两 个片 段， 说说 教师 评价 在课 堂中 的重 要性 。

(2)请给 教师 A 提出 合理 化建 议。

(二)阅读 下面 的学 生作 文， 完成 第 17-18 题。

谈意 气

①意气 ，是李 白“仰天 大笑 出门 去 ，我辈 岂是 蓬蒿 人 ”的高 歌;意气 ，

是杜 甫“ 致君 尧舜 上， 再使 风俗 淳” 的肺 腑之 言;意气 ，是 毛泽 东 “数

风流 人物 ，还 看今 朝” 的壮 怀激 烈… … 人要 有自 己的 意志 和气 概， 要意

气风 发。一个 人不 能没 有意 气，就像 傲视 苍穹 的红 杉不 能没 有坚 固的 根

基， 芳香 四溢 的鲜 花不 能没 有给 予它 自信 的阳 光。

②人有 意气 ，才 能有 豁达 的胸 襟。 “ 安能 催眉 折腰 事权 贵， 使我 不

得开 心颜 ”，遭人 诽谤 的李 白 ，被玄 宗赐 金放 还 ，虽有 昭昭 若明 星之 德 ，

与日 月齐 辉之 才， 理想 终化 为泡 影。 但他 仍意 气风 发， “举杯 邀明 月 ，

对影 成三 人”，酒入 愁肠 ，三分 酿成 月亮 ，七分 化为 剑气 ，秀口 一吐 便

是半 个盛 唐。 若无 意气 ，他 怎会 有如 此豁 达的 胸襟 ?“ 惟江 上之 清风 ，

与山 间之 明月 ，耳得 之而 为声 ，目遇 之而 成色 ”，苏子 有意 气 ，虽遭 官

场、文场 一齐 泼来 的污 水淋 身，但他 仍意 气风 发 ，“苟非 吾之 所有 ，虽

一毫 而莫 取… … 是造 物者 之无 尽藏 也， 而吾 与子 之所 共适 ”，心 胸之 豁

达可 见一 般。



③人有 意气 ，才 能在 国家 危难 之时 挺身 而出 ，才 能千 古留 名， 流芳

百世 。近 千年 的风 风雨 雨， 早已 涤荡 了风 波亭 的点 点残 血 ;近千 年的 潮

起潮 落， 早已 淹没 了零 丁洋 里的 声声 叹息 ;千百 年的 猎猎 西风 ，早 已拂

走了 牧羊 老者 坚毅 神情 ;千百 年的 漫漫 黄沙 ，早 已淹 没了 西域 路上 的声

声驼 铃… … 然而 ，岳 武穆 的满 腔热 血， 文天 祥的 一片 丹心 ，苏 武的 一根

汉节 ，张 骞的 十几 年牢 狱之 苦， 早已 映入 史册 ，成 为民 族的 精神 瑰宝 。

若无 意气 ，他 们怎 会有 如此 壮行 ?

④人有 意气 ，才 能摧 不垮 ，压 不倒 ，追 求不 泯， 意志 不衰 。难 道还

记得 舞台 上那 尊慈 祥博 爱的 “千手 观音 ” 吗?她的 领舞 者--邰丽 华， 虽

是聋 哑人 ，但她 有意 气，手臂 练得 青肿 了 ，脚底 磨出 血泡 了 ，她始 终坚

持练 习。 最终 ，她 用手 指勾 勒了 人性 的美 好， 用舞 姿诠 释内 心的 感觉 ，

感动 中国 ，感动 你我 。若无 意气 ，她怎 会从 不幸 的低 谷登 上艺 术的 巅峰 ?

意气 ，是成 就人 生所 必需 的。然而 ，现实 生活 中缺 乏意 气之 人委 实不 少 ，

他们 在温 柔富 贵乡 中疲 软筋 骨麻 木神 经 ，在歌 舞升 平中 平息 了壮 志，在

灯红 酒绿 中丧 失了 人性 … …凡此 种种 ，我 们要 坚决 反对 、打 击， 为构 建

社会 主义 和谐 社会 。

人， 要有 意气 ，要 意气 风发 。

问题 ：

17.请从 第② 段中 找出 两个 错别 字，从第 ④段中 找出 一处 病句 ，并分

别改 正。

18.请指 出该 作文 的两 个优 点， 并结 合具 体内 容分 析。



三、教学 设计 题 (本大 题共 3 小题 ，第 19 题 20 分 ，第 20 题 20 分 ，

第 21 题 25 分， 共 65 分 )

阅读 文本 材料 和具 体要 求， 完成 第 19-21 题。

《诗 经》 两首 原文

氓

氓之 蚩蚩 ，抱布 贸丝 。匪来 贸丝 ，来即 我谋 。送子 涉淇 ，至于 顿丘 。

匪我 愆期 ，子 无良 媒。 将子 无怒 ，秋 以为 期。

乘彼 垝垣 ，以望 复关 。不见 复关 ，泣涕 涟涟 。既见 复关 ，载笑 载言 。

尔卜 尔筮 ，体 无咎 言。 以尔 车来 ，以 我贿 迁。

桑之 未落 ，其叶 沃若 。于嗟 鸠兮 !无食 桑葚 。于嗟 女兮 !无与 士耽 。士

之耽 兮， 犹可 说也 。女 之耽 兮， 不可 说也 。

桑之 落矣 ，其黄 而陨 。自我 徂尔 ，三岁 食贫 。淇水 汤汤 ，渐车 帷裳 。

女也 不爽 ，士 贰其 行。 士也 罔极 ，二 三其 德。

三岁 为妇 ，靡室 劳矣 。夙兴 夜寐 ，靡有 朝矣 。言既 遂矣 ，至于 暴矣 。

兄弟 不知 ，咥 其笑 矣。 静言 思之 ，躬 自悼 矣。

及尔 偕老 ，老使 我怨 。淇则 有岸 ，隰则 有泮 。总角 之宴 ，言笑 晏晏 ，

信誓 旦旦 ，不 思其 反。 反是 不思 ，亦 已焉 哉 !

采薇

采薇 采薇 ，薇 亦作 止。 曰归 曰归 ，岁 亦莫 止。

靡室 靡家 ，玁 狁之 故。 不遑 启居 ，玁 狁之 故。

采薇 采薇 ，薇 亦柔 止。 曰归 曰归 ，心 亦忧 止。

忧心 烈烈 ，载 饥载 渴。 我戍 未定 ，靡 使归 聘。



采薇 采薇 ，薇 亦刚 止。 曰归 曰归 ，岁 亦阳 止。

王事 靡盬 ，不 遑启 处。 忧心 孔疚 ，我 行不 来 !

彼尔 维何 ?维常 之华 。彼 路斯 何 ?君子 之车 。

戎车 既驾 ，四 牡业 业。 岂敢 定居 ?一月 三捷 。

驾彼 四牡 ，四 牡骙 骙。 君子 所依 ，小 人所 腓。

四牡 翼翼 ，象 弭鱼 服。 岂不 日戒 ?玁狁 孔棘 !

昔我 往矣 ，杨 柳依 依。 今我 来思 ，雨 雪霏 霏。

行道 迟迟 ，载 渴载 饥。 我心 伤悲 ，莫 知我 哀 !

19.选择 两首 诗中 的一 首， 写出 一段 赏析 文字 ，不 少于 300 字。

20.根据 上述 材料 ，确 定课 文《 采薇 》的 教学 目标 并说 明依 据。

21.依据 教学 目标 设计 课文《采薇 》的教 学过 程，简要 说明 每个 环节

的教 学内 容与 教学 方式 。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

（http://www.fjjszg.cn/）或关注公众号：福建省教师网。

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

1. 【关注公众号，回复答案即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2. 回复咨询，与老师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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