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语文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

试卷一【答案】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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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答 案】 C。解 析： C 中的 意境 与《 沁园 春• 长沙 》中 的意 境都 比

较壮 美，都表 现了 积极 向上 的人 生态 度。而 A 项的“枯藤 ”、B 项“猿 ”、

D 项的 “ 霜” 则都 比较 伤感 、肃 杀。

2.【答案 】D。解析 ：题干 中诗 句运 用了 互文 ，互文 是指 上下 两句 或

一句 话的 两个 部分 互相 呼应 ，互相 补充 ，来表 达一 个完 整句 子意 思的 修

辞方 法。 D 项无 互文 。

3.【答案 】C。解析 ：A.《 永别 了，武器 》是海 明威 早期 作品 ，以个

人参 战经 历及 战争 与爱 情为 主题 ，被称 为现 代文 学的 经典 名著 。B.《老

人与 海》是海 明威 最著 名的 作品 之一 ，获 1954 年诺 贝尔 文学 奖 。D.《太

阳照 常升 起》为海 明威 的长 篇小 说 ，开创 了其 独特 的文 风。C.《百年 孤

独》是哥 伦比 亚作 家马 尔克 斯的 代表 作 ，是拉 丁美 洲魔 幻现 实主 义的 代

表作 ，不 是海 明威 的作 品。 因此 答案 选 C。

4.【答案 】B。解析 ：A.“ 总角 ”是八 九岁 至十 三四 岁的 少年 。B.古

代男 子二 十岁 行加 冠礼 ，表示 成年 ，“加冠 ”指满 二十 岁。C.“桃李 年

华” 指女 子二 十岁 。D.“束发 ” 指代 成童 的年 龄， 即 15-20 岁;答案 选

择 B 项。



5.【答案 】B。解析 ：《西厢 记 》以有 情人 虽经 历磨 难 ，但最 终有 情

人终 成眷 属，与题 目要 求悲 剧艺 术不 符 。元代 四大 悲剧 为《窦娥 冤 》《汉

宫秋 》《 梧桐 雨》 《赵 氏孤 儿》 。

6.【答案 】D。解析 ：“狐 ”，名词 ，狐狸 ，在这 里作 状语 ，像狐 狸

一样 。

7.【 答案 】C。解析 ：本题 考查 的是 修辞 手法 — —借代 。借代 是用 相

关的 事物 来代 替所 要表 达的 事物 的修 辞 。这种 表达 方式 不直 接说 出要 说

的人 或事 物，它强 调两 事物 间的 相关 点。借代 主要 分为 五类 ：特征 带本

体、具体 代抽 象、专名 代泛 称 、人名 代著 作和 地名 代本 体 。A 项以“金

戈铁 马” 来代 精锐 的部 队， 是用 具体 代抽 象。 B 项以 “ 摧眉 ”代低 头 ，

是用 部分 代整 体。C 项是 比喻 句 。D 项以“口舌 ”代表 辩说 ，是用 具体

代抽 象。

8.【答 案】 D。解 析： 学生 列举 的作 品表 达的 是悲 ，而 《沁 园春 • 长

沙》整体 基调 是充 满力 量 、豁达 向上 的，教师 引导 了学 生进 行对 比阅 读 ，

因此 ，注 重了 语文 学习 方法 的指 导。

9.【答案 】C。解析 ：题干 中主 要涉 及朗 读技 巧和 感受 情感 ，并未 涉

及对 作品 语言 风格 的鉴 赏。

10.【答案 】B。解析 ：《装在 套子 里的 人 》,《变色 龙 》和《小公 务

员之 死》都是 契诃 夫的 作品 ，契诃 夫是 世界 三大 短篇 小说 巨匠 之一 ，是

一位 批判 现实 主义 艺术 大师 。通过 拓展 性阅 读 ，有利 于对 契诃 夫的 创作

风格 形成 整体 认知 ，有 利于 培养 学生 对语 文的 研究 能力 。



11.【答 案】 C。解 析： 学生 的个 人体 验和 自评 ，可 以让 教师 更准 确

地了 解学 生特 点和 学习 情况 ，因此 教师 的指 导会 更有 针对 性 ，能充 分发

挥教 师的 主导 作用 。

12.【答 案】 B。解 析： “应面 向全 体学 生， 使学 生获 得基 本的 语文

素养 ”是义 务教 育阶 段的 语文 课程 理念 。高中 语文 课程 的基 本理 念的 表

述是 这样 的：高中 语文 课程 应帮 助学 生获 得较 为的 语文 素养 。比初 中的

更高 一层 。

13.【答 案】 C。解 析： 本题 主要 考查 教学 实施 。教 师是 学习 活动 的

组织 者和 引导 者。教师 应认 真研 究新 课标 、研究 自己 的教 学对 象，从本

课程 的目 标和 学生 的具 体情 况出 发 ，灵活 运用 多种 教学 策略 ，有针 对性

的组 织和 引导 学生 在实 践中 学会 学习 。在教 学中 ，充分 发挥 主动 性 ，创

造性 地使 用教 科书 和其 他有 关资 料 。本实 录中 教师 不是 仅仅 把分 析好 人

物性 格、形象 作为 教学 目标 ，而是 以此 为前 提，着力 锻造 学生 的语 文素

养， 利用 教材 并作 适当 拓展 ，对学 生进 行传 统文 化的 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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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师 在这 堂课 里成 功地 营造 了浓 烈的 传统 文化 氛围 。在评 点本 课的 人物

形象 前，先介 绍 、学习 传统 的评 点读 书法 ，以毛 宗岗 评点 三国 ，金圣 叹

评点 水浒 ，李卓 吾评 点西 游记 ，脂砚 斋评 点石 头记 等张 本铺 垫 ，以著 名

作家 王蒙 对课 文内 容的 评点 为范 例， 让学 生了 解人 物评 点的 方法 和要

求。接着 让学 生试 着对 课文 中的 王熙 凤形 象进 行评 点 ，并在 全班 进行 交

流，这样 就使 学生 既分 析了 人物 ，又掌 握了 评点 的方 法 。故本 题选 择 C

选项 。



14.【答 案】 D。解 析： 本题 主要 考查 课后 作业 设计 部分 。设 计课 后

作业 要秉 持着 以下 几个 原则 ：(1)与生 活实 际相 结合 ;(2)有层 次性 ，由易

到难 ，分三 个基 本层 次：基本 题— 能力 题 —提高 题 ;(3)有启 发性 ;(4)形式

多样 化。 教学 中该 教师 将作 业分 为读 、写 两种 ，形 式不 单一 ;分为 基础

阅读 题和 写作 提高 题， 安排 上由 易到 难 ;联系 生活 实际 ，具 有启 发思 考

的作 用。而 D 选项 中“评价 学生 的能 力 ”夸大 了作 业的 作用 ，过于 绝对 ，

故本 题选 择 D 选项 。

15.【答 案】 D。解 析： 本题 主要 考查 教学 阅读 部分 。阅 读是 有规 律

可循 的，有效 阅读 是指 以尽 少的 时间 、精力 和物 力投 入，取得 尽可 能多

的阅 读效 果。有效 的阅 读必 须是 方法 正确 、思维 对路 的阅 读。因此 就必

须突 破教 学策 略。学生 是学 习的 主体 ，教师 是教 学组 织者 和引 导者 。在

新课 程理 念下 ，无论 是阅 读教 学还 是其 他课 型的 教学 ，都是 师生 互动 的

过程 ，都应 该统 筹好 教学 与学 生的 关系 。而 D 选项“只要 … … 就“ 说法

太过 绝对 ，故 本题 选择 D 选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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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1)【参考 答案 】《 语文 课程 标准 》的评 价建 议明 确指 出：“ 评价

要促 进每 个学 生的 健康 发展 。”我想“健康 发展 ”应该 是指 提高 学生 语

文素 养和 使学 生形 成良 好的 个性 、健全 的人 格两 个方 面 。那么 ，在课 堂

上学 生回 答出 现错 误了 或者 回答 与教 师的 期望 值不 同 ，教师 的评 价充 当

着什 么作 用呢 ?至少 能明 确的 是， 教师 不评 价或 者不 进行 鼓励 式评 价，

就可 能致 使学 生不 敢发 言、课堂 气氛 沉闷 、学习 积极 性不 高的 局面 。教



师 A 几乎 忽视 了对 学生 表现 的评 价， 教师 B 则做 得很 好， 能给 予学 生

不断 的肯 定。自然 而然 ，教师 B 的做 法更 能让 学生 从内 心感 受到 安全 与

自由 、轻松 与愉 快 ，他们 自然 会“ 安其 学而 亲其 师，乐其 友而 信其 道 ”，

也才 更敢 于提 出自 己独 特的 见解 ，激发 他们 的求 知欲 望 。不仅 教学 效果

能事 半功 倍， 连学 生的 人文 性也 会逐 步得 到提 升。

(2)【参考 答案 】教师 对于 学生 的各 类表 现都 应及 时给 予肯 定和 鼓励 ，

而该 教师 对于 学生 的阅 读却 全然 不管 不顾 ，只我 行我 素地 进行 总结 。这

样明 显会 削减 学生 阅读 和参 与课 堂的 积极 性 ，也对 于自 己心 理期 待的 肯

定充 满失 望。更无 法体 现新 课标 中所 提倡 的多 角度 、有创 意的 阅读 ，无

法拓 展思 维空 间，提高 阅读 质量 。因此 教师 完全 可以 融入 个别 读 、小组

读、 范读 、创 造情 境读 等形 式， 增强 学生 阅读 和体 会， 并从 阅读 速度 、

阅读 准备 、阅 读情 感等 阅读 质量 上对 学生 进行 评价 指导 。

17.【参 考答 案】 错别 字： 催眉 -摧眉 ;可见 一般 -可见 一斑 ;

病句 ：凡 此种 种， 我们 要坚 决反 对、 打击 ，为 构建 社会 主义 和谐 社

会。

修改 ：凡 此种 种， 我们 要坚 决反 对、 打击 ，为 构建 社会 主义 和谐 社

会扫 清道 路。

18.【参 考答 案】

一是 语言 优美 ，文 笔练 达。 文章 开篇 便使 用三 个排 比句 引出 主题 ，

增强 文章 气势 ，特别 是使 用两 个比 喻句 ，将“ 意气 ”比喻 成傲 视天 空的

红杉 的“根基 ”和鲜 花必 需的“阳光 ”，化抽 象为 具体 。此外 ，文中 多



处引 用古 代诗 句，如“安能 摧眉 折腰 事权 贵 ，使我 不得 开心 颜”“ 举杯

邀明 月， 对影 成三 人” 显示 了作 者的 知识 储备 ，更 为文 章增 添了 文采 。

二是 文章 观点 鲜明 — —人， 要有 意气 ，要 意气 风发 。文 章由 伟人 的

诗词 引出“意气 ”的美 丽，接着 从意 气让 人拥 有“豁达 的胸 襟 ”“ 挺身

而出 的壮 举”“坚韧 不摧 的意 志”三个 角度 铺开 ，事例 横贯 古今 ，紧紧

围绕 论点 加以 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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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参 考答 案】

示例 (1)《氓 》赏 析

这是 一首 弃妇 自诉 婚姻 悲哀 的抒 情诗 ，诗 中女 主人 公以 沉痛 的语 调

回忆 了恋 爱生 活的 甜蜜 、婚后 被丈 夫虐 待和 遗弃 的痛 苦，读之 感人 心弦 ，

催人 泪下 。全诗 六章 ，依照 人物 命运 发展 的顺 序，自然 地加 以抒 写。前

两章 用赋 的方 法具 体描 写男 子向 女主 人公 求婚 乃至 结婚 的过 程 。三、四

两章 以抒 情为 主，皆以 桑树 起兴 ，从女 主人 公的 年轻 貌美 写到 年长 色衰 ，

同时 也写 出了 氓对 她从 热爱 到厌 弃的 经过 。第五 章用 赋的 手法 叙述 被遗

弃前 后的 处境 。

本诗 通过 女主 人公 的婚 姻不 幸遭 遇， 抨击 了不 合理 的婚 姻制 度， 揭

露了 封建 礼教 的罪 恶，同时 又赞 颂了 古代 劳动 妇女 勤劳 善良 的美 德及 敢

于反 抗、勇于 斗争 的精 神，揭示 出她 们不 甘受 辱的 觉醒 意识 ，在几 千年

的封 建社 会中 极具 典型 意义 ，对 后代 文学 产生 了深 远的 影响 。

示例 (2)《采 薇》 赏析



《采 薇》是《诗经 ·小雅 》中的 一首 戍边 之歌 。全诗 分为 六章 ，每章

八句 ，从结 构上 看，全诗 可分 为三 个部 分 。第一 部分 包括 前三 章 ，主要

表现 思归 之情 ;第二 部分 包括 第四 、五 章， 主要 写将 帅车 马服 饰之 盛和

戍卒 的辛 劳;第三 部分 即最 后一 章， 写归 途的 情景 。全 诗以 “ 采薇 ”开

篇，以“行道 迟迟 ，载渴 载饥 ”结束 ，首尾 照应 ，突出 地表 现了 戍卒 所

遭受 的身 心痛 苦， 笔端 始终 萦绕 着浓 重的 悲怨 情调 。

“昔我 往矣 ，杨 柳依 依。 今我 来思 ，雨 雪霏 霏。 ” 这是 诗经 里一 个

著名 的句 子，它像 一幅 画，把一 个忠 君报 国 、出门 在外 的征 人的 哀怨 凄

苦、近乡 情怯 的复 杂心 情表 现得 淋漓 尽致 。出门 时是 杨柳 依依 的明 媚春

天，而回 来时 已经 是雨 雪纷 纷的 刺骨 冬日 。回想 一年 当中 ，他经 历了 什

么已 经尽 在不 言中 了。本句 景中 含情 ，情景 交融 ，对比 描写 中使 主人 公

形象 更加 凸出 ，后 人誉 为此 句是 三百 篇中 最动 人的 诗句 。

20.【答 案示 例】

知识 与能 力：① 积累 字词 ，掌握《诗经 》的基 础知 识 。②了解《诗

经· 采薇 》的 思想 内容 及重 章叠 唱等 艺术 特色 。 ③ 增强 阅读 、鉴 赏古 典

诗歌 的能 力。

过程 与方 法： ①小组 合作 探究 ，积 累相 关字 词， 理清 课文 大意 。 ②

通过 反复 诵读 ，感知 课文 ，调动 审美 经验 的积 累，从诗 歌的 意境 、表达

手法 等方 面对 文本 进行 鉴赏 。

情感 态度 和价 值观 ：① 了解 诗歌 中征 人由 久戍 思归 到归 时痛 定思 痛

的感 情经 历。②通过 了解 家园 之思 的文 化内 涵 ，激发 热爱 家乡 故土 的感

情。



确立 依据 ：根 据新 课标 对诗 词教 学的 要求 、本 文内 容与 特点 和高 中

学生 语文 学习 需求 ，确 立了 以上 三维 目标 。具 体如 下：

①《普通 高中 语文 课程 标准 (实验 )》的相 关规 定，文学 阅读 必须“能

感受 形象 ，品味 语言 ，领悟 作品 丰富 内涵 ，体会 其艺 术魅 力 ，有自 己的

情感 体验 和思 考”。鉴赏 词主 要通 过抓 意象 ，掌握 意境 ，体味 作者 情感 。

教授 这两 首词 时，可抓 住其 同为 抒写 愁思 的特 点 ，注重 朗读 和鉴 赏两 者

的结 合，以自 主学 习、自主 探究 的方 式激 发学 生的 学习 积极 性 ，在品 读

当中 提高 学生 的诗 词鉴 赏水 平。

②本文 内容 ：本 文是 人教 版高 中语 文必 修二 第二 单元 的一 篇诗 歌，

《采 薇》是《 小雅 》中的 一篇 ，是西 周时 期一 位饱 尝服 役思 归之 苦的 戍

边战 士在 归途 中所 作的 诗，诗中 叙述 了他 转战 边陲 的艰 苦生 活 ，表达 了

他爱 国恋 家、忧时 伤事 的感 情，字里 行间 表达 了对 战争 的不 满和 对故 乡

的思 念。

③学生 分析 ：高 一学 生对 诗歌 已经 有了 初步 的阅 读能 力， 但是 对诗

歌的 鉴赏 ，特别 是对 古诗 鉴赏 能力 较弱 ，在必 修 1 中已 经学 习了 现代 诗

歌，掌握 了一 些学 习诗 歌的 方法 ，而且 初中 阶段 已学 过《 诗经 》中的《关

雎》和《蒹葭 》两篇 ，对《诗经 》的基 础知 识和 表现 手法 有一 定的 了解 。

但由 于《 诗经 》的 语言 和现 代汉 语， 甚至 和常 见的 文言 文都 相去 甚远 ，

所以 学生 遇到 的第 一个 问题 就是 语言 障碍 。同时 ，由于 初中 阶段 的诗 歌

学习 时重 背诵 轻理 解，学生 对理 解作 者的 情感 ，对诗 歌作 出正 确的 评价 ，

汲取 诗歌 等古 代文 学作 品的 精华 ，从而 对自 己的 人生 形成 积极 有益 的影

响和 启示 还有 一定 得难 度，尤其 是对 于比 较复 杂的 情感 ，通常 是理 解的



比较 浅且 片面 ，因此 教师 要尽 力帮 助学 生解 决语 言障 碍 ，让他 们透 过语

言理 解深 刻而 细腻 的情 感。

21.【教 学步 骤】

一、 诗词 导入 新课

二、 介绍 《诗 经》 知识

(教学 形式 ：多 媒体 出示 ，教 师介 绍 )

三、 检查 预习 (形式 ：学 生自 学检 测， 小组 讨论 ，朗 读指 导 )

1.翻译 课文

2.齐读 课文 ，注 意重 音和 节奏 。

四、 整体 感知

1.概括 本诗 内容 ：(教学 形式 ：师 生问 答法 )

2.理清 思路 (多媒 体展 示)

采薇 思归 ─ ─ 疆场 思归 ─ ─ 归家 之哀

五、 赏析 课文

1.研读 第一 部分 ：(教学 形式 ：师 生问 答， 朗读 法、 以读 促悟 )

(1)作者 怎样 写征 夫渴 望回 家的 ?

明确 ：通 过时 间推 移来 表现 他内 心的 渴望 。

(2)怎样 看出 时间 推移 ?从文 本中 找。

明确 ：开 头两 句“ 采薇 采薇 ，薇 亦作 止” ，这 是写 春天 ，薇 菜刚 绽

放出 嫩绿 的芽 尖;第二 章 “采薇 采薇 ，薇 亦柔 止 ”写夏 天薇 菜的 叶片 肥

嫩;第三 章 “采薇 采薇 ，薇 亦刚 止 ”写秋 天薇 菜的 叶茎 将老 而粗 硬。

(3)你能 描绘 出士 兵采 薇的 画面 吗 ?



明确 ：是啊 !从春 到秋 ，薇菜 由嫩 而老 。这里 用比 兴的 手法 ，说明 时

光的 流逝 ，戍 卒思 归。 从春 到秋 ，一 年将 尽， 何时 才能 回家 呢 ?思家 之

情随 时间 的流 逝一 步步 加深 。

(4)体会 重章 叠句 的手 法及 作用 ：

提问 ：诗 歌前 三节 诗句 有什 么的 特点 ?这种 手法 有什 么作 用 ?

(5)三读 ，体 会音 乐美 和战 士的 情感 。

分组 比读 ，用 低缓 的语 调， 体会 焦急 忧伤 的情 感， 看哪 一组 情感 把

握得 好。

2.研读 第二 部分 ：(教学 形式 ：师 生问 答， 以读 促悟 、小 组讨 论 )

(1)提问 ：作 者除 了上 文写 征夫 思归 外， 第四 、五 章还 写了 什么 ?

明确 ：写 将帅 车马 服饰 之盛 和戍 卒的 辛劳 。

(2)提问 ：描 写边 境生 活的 内容 有哪 些 ?写了 哪些 细节 ?体现 什么 感

情?

明确 ：写了 战车 、战马 、象弭 、鱼服 等细 节，又用 了“ 四牧 业业 ”、

“四牧 骙骙 ”、“四牧 翼翼 ”等叠 音词 ，用赋 的手 法，极写 战马 之强 壮 ，

步伐 之整 齐，装备 之精 良。传达 出抒 情主 人公 强烈 的自 豪感 ，高昂 的斗

志，必胜 的信 念和 饱满 的爱 国热 情 。“彼尔 维何 ，维常 之华 ”，盛开 的

棠棣 花，给血 与火 交织 的战 场平 添了 一份 优美 ，一缕 柔情 ，折射 出士 兵

对生 活的 热爱 和乐 观向 上的 情怀 。就 像毛 泽东 《采 桑子 ·重阳 》中 豪迈

的吟 唱： “战地 黄花 分外 香 ”。

(3)你还 读出 了什 么 ?



明确 ：将 帅们 驾着 车马 上路 了， 戍卒 也踏 上了 艰难 的征 途。 他们 南

征北 战，一个 月要 转移 多次 ，不敢 安居 ，他们 时刻 警戒 不敢 松懈 ，因为

他们 面临 十分 凶恶 的敌 人。

(4)提问 ：戍 卒把 怨愤 归结 于周 王室 了吗 ?

明确 ：没 有。 他们 虽有 怨愤 之情 ，当 面临 阶级 矛盾 和民 族矛 盾时 ，

他们 能够 以民 族利 益为 重。思念 故乡 ，牵挂 亲人 、热爱 祖国 、厌恶 战争

等各 种复 杂的 情感 交织 在一 起。

提问 ：这 样看 来， 字面 上并 没有 写思 归是 不是 离题 了呢 ?(小组 讨论 )

明确 ：当 战士 们拖 着疲 惫的 身子 ，挣 扎在 车马 后面 奔跑 的时 候， 当

他们 靠着 车厢 躲避 敌人 乱箭 的时 候 ，当他 们日 夜不 得安 歇的 时候 ，怎能

不加 倍向 往安 宁和 平的 生活 呢 ?边疆 生活 的艰 辛， 恰恰 衬托 了征 夫们 的

思家 和渴 望和 平生 活的 情感 。

(5)四读 ，齐 声读 出高 昂的 爱国 情感 。

3.研读 第三 部分 ：(教学 形式 ：师 生问 答， 启发 教学 )

(1)提问 ：是啊 ，在疆 场奔 波的 日子 的确 让人 度日 如年 呀 !那么 ，他回

到家 乡了 吗?心情 如何 ?

明确 ：回 到了 。

提问 ：战 士的 心情 是不 是杜 甫的 “即从 巴峡 穿巫 峡， 便下 襄阳 向洛

阳” 的狂 喜?

明确 ：不 是， 而是 很哀 伤。

(2)提问 ：作者 如何 表现 这种 哀伤 的?有直 接描 述的 句子 吗?从文 本中

找。



提示 ：“ 行道 迟迟 ，载 渴载 饥。 我心 伤悲 ，莫 知我 哀 !”

(3)提问 ：除 此之 外， 作者 还用 了什 么方 法表 现此 时的 心情 ?有一 句

被东 晋谢 玄称 为“ 诗经 中最 好的 句子 ”，你 能找 出来 吗 ?

明确 ：作 者还 运用 了情 景交 融的 手法 。 “ 昔我 往矣 ，杨 柳依 依。 今

我来 思， 雨雪 霏霏 。”

六、 品味 重点 语句 (教学 形式 ：师 生问 答、 讲授 法、 启发 教学 )

最后 一节 是抒 情意 味最 浓的 章节 ， “ 昔我 往矣 ，杨 柳依 依。 今我 来

思，雨雪 霏霏 。”这句 历来 为人 称颂 的诗 句 ，几千 年来 激荡 着读 者的 心 ，

清人 王夫 之这 样评 价“ 以乐 景写 哀，以哀 景写 乐 ”。你是 如何 理解 的 ?(鉴

赏、 评价 )

鉴赏 ：这 四句 包含 了两 个情 景交 融的 画面 ，以 景显 情， 韵味 无穷 ，

非常 经典 。当年 我离 开家 乡，戍守 边关 ，正是 风光 旖旎 的春 天，春风 中

丝丝 垂柳 ，仿佛 亲人 难分 难舍 的牵 挂，生死 未卜 ，离家 的心 是多 么伤 痛!

现在 ，经过 多少 岁月 ，经过 多少 磨难 ，九死 一生 ，终于 迎来 了胜 利的 这

一天 ，终于 可以 回家 了!然而 陪伴 我的 只有 风，只有 雪 ，不禁 百感 交集 ，

凄怆 难言 。回 家的 路那 么漫 长， 谁理 解自 己这 么多 年在 外奔 波的 痛苦 、

返家 路上 的艰 辛和 内心 的悲 伤啊 !

教师 总结 评价 ：

①以往 昔之 虚衬 眼前 之实 ，以 眼前 之乐 衬内 心的 悲苦 。

②以景 写情 ，情 景交 融， 含蓄 蕴藉 ，耐 人寻 味。

③“ 杨柳 依依 ”与 “雨雪 霏霏 ” 对比 ，突 出不 胜今 昔之 感。

④大雪 交加 ，饥 渴难 当， 情景 实悲 。



⑤语调 低沉 ，低 回往 复， 气氛 悲怆 。

七、 理清 全文 情感 变化 的思 路 (教学 形式 ：师 生共 同总 结 )

忧伤 焦急 ─ ─ 慷慨 雄壮 ─ ─ 痛苦 悲伤 (投影 )

八、 课堂 小结 (教师 总结 )

有人 说：诗歌 是心 灵世 界的 一朵 奇葩 ，无数 诗人 用心 灵浇 灌它 ，“情

动于 中而 行于 言” ，读 《采 薇》 ，我 们被 那浓 浓的 乡愁 深深 地打 动了 。

其实 ，乡思 情结 有丰 富的 内涵 ，故乡 是一 个人 的根 ，每个 人都 有生 于斯 、

长于 斯的 家园 ，每个 人都 拥有 融入 自己 血脉 的故 土亲 情 ，故土 情结 对一

个人 的影 响常 常是 终生 的，有的 甚至 让人 魂牵 梦绕 ，荡气 回肠 。台湾 作

家余 光中 说：“烧我 成灰 ，我的 汉唐 魂魄 仍然 萦绕 着那 片厚 土 。”可见 ，

乡愁 是离 家在 外的 游子 们美 好而 深情 的恋 歌。

九、 布置 作业

(1)比较 阅读 余光 中《 乡愁 》。

(2)课后 搜集 更多 的表 现乡 愁的 作品 与同 学们 共同 欣赏 。

十、 板书 设计

以上就是全国教师资格统考《语文学科知识与能力（高中）》模拟试卷

一的参考答案及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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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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