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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考试说明

第一部分：现代汉语

Ⅰ.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考试内容包括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部分。

绪论部分讲述现代汉语概况。语音部分讲述现代汉语语音的基础知识。要求学生较全面

牢固地掌握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系统，掌握汉语语音的分析方法以及朗读技巧，具备说好

并推广普通话的能力。

文字部分讲述汉字的性质和作用，汉字的构造和形体演变，汉字的整理和规范化等内容。

要求学生掌握汉字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提高分析和正确运用现行汉字的水平。

词汇部分讲述词汇和词汇单位及构词法，词义的性质和构成，义项和义素，语义场，语

境，词汇的组成，词汇的发展和规范化等。要求学生掌握词汇学、语义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

知识，能够正确辨析和解释词义，提高运用词语的能力。

语法部分讲述词类的划分原则，各类词的特征，短语和句子的结构及其类型，分析句子

的方法，标点断句的方法等内容，要求学生掌握现代汉语语法体系，掌握用词造句的规律，

具备辨别词性、短语和句子类型，析句、造句以及分辨句子正误、改正病句的能力。

修辞部分讲述词语和句式的选用，常用的修辞格和语体风格。要求学生注意选词造句，

恰当地运用修辞格，改进文风，对语言的运用逐步达到准确、鲜明、精炼、生动、连贯、得

体的要求。

对各知识点的评价要求，区分为了解、理解和掌握三个层次。了解：要求考生知道有关

内容并准确再现；理解：要求考生理解有关知识并加以解释；掌握：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有

关知识并能运用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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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坚持基础性和前瞻性相结合、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原则，既考查学生对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也考查学生分析和运用语言问题的能力。

考试采用闭卷形式，考试时间 50 分钟，满分 100 分。考试题型包括填空题、选择题、

改错题、名词解释题、分析题和简述题。

Ⅱ.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绪论

（一）“现代汉语”“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几个概念。（了解）

现代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理解）

（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了解）

（三）汉语的国际地位、汉语七大方言区的差异和分布。（了解）

二、语音

（一）语音概说

1.语音性质，其中社会属性是语音的本质属性。（理解）

2.语音单位：音素、音节；元音、辅音；声母、韵母、声调。（了解）

3.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和使用，国际音标的制定原则和作用。（了解）

（二）声母、韵母、声调、音节

1.声母的发音特点。（掌握）

2.韵母的分类、十个单元音的发音特点、韵母结构的分析。（掌握）

3.四呼、前响二合元音韵母、后响二合元音韵母、中响三合元音韵母等基本概念。（了

解）

4.普通话声调、调值和调类等基本概念、五度标记法。（理解）

5.普通话声韵拼合规律、普通话音节结构特点、普通话音节的拼写规则。（掌握）

（三）音变

1.上声、“一、不”的变调。（了解）

2. 轻声、儿化的性质和作用。（理解）

3.语气词“啊”的音变。（了解）

（四）朗读和语调、语音规范化（了解）

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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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概说

1.汉字的性质。（理解）

2.汉字的特点。（理解）

（二）汉字的形体

1.现行汉字的前身：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以及草书、行书。（了解）

2.现行汉字的形体：楷书和行书；印刷体和手写体。（了解）

（三）汉字的结构

1.现行汉字的结构单位：笔画，部件。（了解）

2.笔顺。（了解）

3.汉字的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掌握）

（四）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了解）

（五）使用规范汉字（掌握）

四、词汇

（一）词汇和词的结构

1.词汇和几种词汇单位。（了解）

2.词的结构（掌握）

（1）单纯词：联绵词、叠音词 音译外来词。

（2）合成词：复合式（联合型、偏正型、补充型、动宾型、主谓型）；重叠式；附加式。

（二）词义的性质和构成

1.词义及词义的性质。（理解）

2.词义的分类：概念义；色彩义（感情色彩、语体色彩、形象色彩）。（了解）

（三）义项和义素

1.义项的概念及分类；单义词和多义词；同音词。（理解）

2.义素的概念及分析。（了解）

（四）语义场

1.语义场的概念及其种类（类属义场、顺序义场、关系义场）。（了解）

2.同义义场的概念、同义词的差别和辨析。（理解）

3.反义义场的类型：互补反义义场、极性反义义场。（了解）

（五）语境和词义

语境和词义：根据语境解释词义；语境使词义单一化、具体化；语境增加临时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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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表现出词义的选择性。（理解）

（六）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

1.基本词汇的特点：稳固性、能产性、全民常用性。（理解）

2.一般词汇的组成。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行业语、隐语等。（理解）

（七）熟语：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及其特点。（了解）

（八）词汇的发展变化和词汇的规范化

1.词汇的发展变化：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失和变化；词义的演变（词义的扩大、缩小、

转移）。（理解）

2.词汇的规范化。（理解）

五、语法

（一）语法概说

1.语法的性质：抽象性、稳固性和民族性。（理解）

2.语法单位和句子成分。（了解）

（1）语法单位：语素、词、短语、句子。

（2）句法成分：主语、谓语、动语、宾语、定语、状语、中心语、补语、独立语。

（二）词类

1.词类的划分

（1）划分词类的主要依据：词的功能、形态和意义；主要是词的语法功能。（理解）

（2）词类的划分。（了解）

2.实词

（1）每类实词的主要语法特征。（了解）

（2）辨析词性。（掌握）

3.虚词

（1）介词：语法特征（了解）；介词大都由及物动词虚化，注意二者的区别。（掌握）

（2）连词：语法特征（了解）；连词、介词用法辨析。（掌握）

（3）助词：语法特征。（了解）

（4）语气词：语法特征（了解）；语气词“的”“了”和助词“的”“了”的辨析。（掌

握）

4.词类小结：词的兼类和活用。（理解）

(三) 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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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语及其分类。（了解）

2.短语的结构类：主谓短语；动宾短语；偏正短语；中补短语；联合短语；连谓短语；

兼语短语；同位短语；方位短语；量词短语；介词短语；助词短语。（掌握）

3.短语的功能类：名词性短语；谓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形容词性短语）。（了解）

4.多义短语。（掌握）

5.短语的分析。（掌握）

（四）单句的句法成分

1.各句法成分的构成材料。（了解）

2.主语、谓语、动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心语、独立语的语义类型。（理解）

3.单句句法成分分析。（掌握）

（五）单句的句型

1.句类（语气分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理解）

2.句型（结构分类）：主谓句（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

非主谓句（动词性非主谓句、形容词性非主谓句、名词性非主谓句、感叹句、拟声词句）。

（理解）

3.几种动词谓语句：“把”字句；“被”字句；连谓句；兼语句；双宾句；存现句。（掌

握）

4.单句分类及小结。（理解）

（六）检查、修改语病的方法和原则（掌握）

（七）复句

1.复句的语法特征及单复句的辨析。（理解）

2.复句的类型。（掌握）

3.多重复句的分析。（掌握）

4.紧缩句。（了解）

5.复句运用中常见的错误。（了解）

六、修辞

（一）词语和句式的选用（了解）

（二）常用的修辞格和语体风格（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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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现代汉语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50分钟）

（总分：10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个空，每空 1 分，共 1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在语言的三要素中， 是语言的物质外壳， 是语言的建筑材料， 是

语言的组合规则。

2．语音属性有三个，其中 是语音的本质属性。

3．汉字的主要特点是它属于 体系的文字。

4．汉字在历史上出现过甲骨文、金文、 、 和楷书五种正式字体。

5．现代汉语基本词汇包括三个特点： 、能产性和全民常用性。

6．比拟的基本类型可分为 和 两大类。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吴方言的代表话是（ ）。

A．广州话 B．南昌话 C．梅县话 D．苏州话

2.下列选项中全是前响复元音韵母的是( )。

A．拍 且 B．给 月 C．开 配 D．求 下

3.下列选项中属于撮口呼韵母的一组汉字是( )。

A． 熊 于 B．律 东 C．学 翁 D．儿 穷

4.下列“好”字声调变为阳平的是( )。

A． 好酒 B．好听 C． 好事 D．好白

5.汉字最小的结构单位是( )。

A．部件 B．笔画 C．偏旁 D．部首

6.下列选项中属于会意字的是( )。

A．下 B．涉 C．羊 D．红

7.下列选项中属于成词语素的是( )。

A．裳 B．痪 C．轻 D．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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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摧残”和“摧毁”这组同义词的区别在于( )。

A．范围大小 B．意义轻重 C．色彩不同 D．词性不同

9.“江、河”两词原来分别指“长江”“黄河”，现在泛指“江”“河”，这属于( )。

A．词义扩大 B．词义转移 C．词义缩小 D．比喻义

10.“困难是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运用了哪种修辞手法。( )

A．比喻 B．比拟 C．借代 D．双关

三、请改正下列音节的拼写错误。（每个音节 1 分，共 5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

答。）

kù xuě rēnɡ xioù dān

桎 梏 血 液 仍 然 优 秀 牡 丹

四、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2.音节

五、分析题（本大题共 4小题，共 45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请分析下列合成词的结构类型。（每空 2分，共 10 分）

①阿姨（ ） ②耳鸣（ ） ③姐姐（ ） ④开关（ ） ⑤房间（ ）

2.请分析下列划线词的词性。（每空 2分，共 10分）

①他这个人很特别。（ ）

②地上净是水。（ ）

③我打东边来。（ ）

④我跟他都是学中文的。（ ）

⑤他会来的。（ ）

3.请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下列短语的层次和结构关系。（每小项 5 分，共 15 分）

①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②谁是最可爱的人

③去过一趟上海

4.请用划线加注法分析下列多重复句。（每小项 5 分，共 10 分）

①成功的基础是奋斗，奋斗的收获是成功，所以，天下唯有不知艰难而奋斗的人，才能

走上成功的高峰。

②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

中所不可缺少的质朴，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六、简述题（本大题共 1小题，共 1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请判断下面句子的句式，并简述此类句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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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把朋友的话放在心上。

现代汉语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每空 1分，共 10 分）

1．语音 词汇 语法

2．社会属性

3．表意体系

4．篆书 隶书

5．稳定性

6．拟人 拟物

二、单项选择题（每题 2分，共 20 分）

1. D 2.C 3.A 4.A 5.B 6.B 7.C 8.B 9.A 1O.A

三、请改正下列音节的拼写错误。（每字 1 分，共 5 分）

ɡù xuè rénɡ xiù dɑn

桎 梏 血液 仍 然 优 秀 牡 丹

四、名词解释（每小题 5分，共 10 分）

1.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

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2.音节：是由音素构成的语音片段，是听话时自然感到的最小的语音单位。

五、分析题（45 分）

1.请分析下列合成词的结构类型。（每空 2 分，共 10 分）

①阿姨（附加） ②耳鸣（主谓） ③姐姐（重叠） ④开关（联合） ⑤房间（中补）

2.请分析划线的词的词性。（每空 2 分，共 10 分）

①他这个人很特别。（形容词）

②地上净是水。（副词）

③我打东边来。（介词）

④我跟他都是学中文的。（连词）

⑤他会来的。（语气词）

3.请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下列短语的层次和结构关系。（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

① 写 出 更 多 更 好 的 作 品 ② 谁 是 最 可 爱 的 人

动 宾 主 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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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补 定 中 动 宾

联 合 定 中

状 中 状 中 状 中

③ 去 过 一 趟 上 海

动 宾

中 补

数 量

4.请用划线加注法分析下列多重复句。（每小题 5 分，共 10 分）

① ㈠成功的基础是奋斗，‖㈡奋斗的收获是成功，︱㈢所以，天下唯有不知艰难而奋斗

并列 因果

的人，才能走上成功的高峰。

② ㈠我赞美白杨树，︱㈡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㈢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

因果 递进

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少的质朴，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六、简述题 请判断下面句子的句式，并简述此类句式的特点。（10 分）

答：“他没有把朋友的话放在心上。”是“把”字句。

把字句的特点是：

（1）动词一般不能单独出现，尤其不能出现单音节动词。

（2）“把”的宾语是有定的、已知的人或事物。

（3）谓语动词有处置性，对受事有积极影响。

（4）能愿动词、否定词一般置于“把”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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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国文学

Ⅰ.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古代文学考试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和宋

辽金文学五编。主要考查学生对中国古代先秦至宋辽金文学发展脉络、重要的文学现象及流

派体式风貌的了解情况、对代表作家创作成就、文学风格及重点作品的掌握情况，以及阅读、

分析、鉴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能力。重点是知识要点的掌握和运用知识综合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对各知识点的评价要求，区分为了解、理解和掌握三个层次。了解：要求考

生知道有关内容并准确再现；理解：要求考生理解有关知识并加以解释；掌握：要求考生理

解和掌握有关知识并能运用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现代文学的考试范围为自1917年文学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国现

代文学发展史。考试内容包括在此期间发生的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艺思潮和在此期间出

现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以及所有不同类型作家的创作。主要侧重考查学生以下两方面的能

力：（一）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系统了解在此期间的文学运动、文学思

潮和文学创作发展演变的基本情况。（二）正确理解、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代表

作品，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中国文学由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构成。考试时间为 100 分钟，课程考试总分

200 分，其中中国古代文学部分占 120 分；中国现代文学部分占 80 分。

考试既考查考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也考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题型

包括填空、单项选择、名词解释、简答、论述题。

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中国古代文学部分：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第一章 上古神话

第一节 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一、上古神话的产生（了解）

二、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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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古神话的保存（了解）

第二节 神话的内容及蕴含的民族精神

一、中国神话的内容分类（了解）

二、中国神话蕴涵的民族精神（理解）

三、中国神话的思维特征（理解）

第二章 《诗经》

第一节 《诗经》的编集、分类和流传

一、《诗经》的编定（了解）

二、风、雅、颂（理解）

三、汉代传习《诗经》的四家诗（了解）

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

一、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了解）

二、《七月》、《关雎》、《氓》、《采薇》等诗歌的题材内容（了解）

三、《诗经》的内容和现实精神（掌握）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赋、比、兴的含义（理解）

二、《诗经》的艺术特点（掌握）

第四节 《诗经》的地位和影响

一、抒情诗的传统（了解）

二、“风雅”精神（理解）

三、比兴的垂范（理解）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第一节 先秦散文的兴起

一、散文的源头（了解）

二、记言文之祖：《尚书》（了解）

三、记事简而有法：《春秋》（了解）

第二节 《左传》《国语》的叙事与记言

一、《左传》的成书（了解）

二、《左传》的叙事特征（掌握）

三、《左传》的记言艺术（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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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语》的文学成就（了解）

第三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战国策》成书及纵横家思想（了解）

二、《战国策》的文学成就（掌握）

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了解）

第四章 《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第一节 《论语》与《老子》

一、《论语》的文体特征（了解）

二、《老子》的文体特征（了解）

三、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了解）

第二节 《孟子》散文

一、孟子和《孟子》一书（了解）

二、《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掌握）

第三节 《庄子》散文

一、庄子和《庄子》一书（了解）

二、《庄子》的艺术成就（掌握）

第四节 《荀子》与《韩非子》

一、荀子与《荀子》（了解）

二、《荀子》散文的特点（理解）

三、韩非与《韩非子》（了解）

四、《韩非子》的说理特点（理解）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一节 楚辞和屈原的作品

一、“楚辞”的产生（了解）

二、“楚辞”的含义（理解）

三、《楚辞》的编纂（了解）

四、屈原的生平和思想（了解）

五、屈原作品的真伪（理解）

第二节 《离骚》

一、《离骚》的题解与主旨（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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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骚》中屈原的“美政”理想（理解）

三、《离骚》的艺术成就（掌握）

第三节 屈原的其他作品

一、《九歌》的内容与风格（了解）

二、《九章》的内容与特点（了解）

三、《天问》与《招魂》（了解）

第四节 屈原的地位及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家

一、屈原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掌握）

二、宋玉的作品（了解）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第一章 秦及两汉散文

第一节 《吕氏春秋》与《谏逐客书》

一、《吕氏春秋》的成书及多彩的寓言（了解）

二、李斯与《谏逐客书》（理解）

第二节 西汉散文

一、贾谊的政论文《过秦论》（了解）

二、晁错的《论贵粟疏》（了解）

三、《淮南子》一书（了解）

第三节 东汉散文

一、《汉书》的内容与行文笔法（了解）

二、《吴越春秋》的题材内容与人物刻画（了解）

三、东汉政论散文代表性作品（了解）

第二章 司马迁与《史记》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一、鲁迅对《史记》的评价（了解）

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与修史动机（了解）

第二节 《史记》的艺术成就

一、《史记》的体例和结构（了解）

二、《史记》的叙事艺术（掌握）

三、《史记》的人物刻画艺术（掌握）



14

第三节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一、《史记》的地位（了解）

二、《史记》的人文精神（了解）

三、《史记》对后世的影响（理解）

第三章 汉代辞赋

第一节 从贾谊赋到枚乘《七发》

一、汉赋分类（了解）

二、骚体赋的含义及代表作家作品（理解）

三、枚乘的《七发》和“七体”（理解）

第二节 司马相如与扬雄的赋

一、司马相如在汉赋创作方面的成就及代表作品（了解）

二、司马相如《上林赋》的内容特点及艺术成就（掌握）

三、扬雄的“四大赋”（理解）

第三节 西汉其它赋家的创作

一、东方朔的代表作《答客难》（了解）

二、王褒的《洞箫赋》（了解）

第四节 东汉辞赋

一、班固、张衡的京都赋（了解）

二、述行赋的代表作家作品（了解）

三、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家作品（了解）

第四章 汉代诗歌

第一节 乐府和乐府诗

一、乐府诗的含义（理解）

二、乐府诗的保存（了解）

三、乐府诗的题材内容（了解）

四、乐府诗的叙事艺术（掌握）

第二节 东汉文人五言诗

一、班固、张衡的五言诗（了解）

二、秦嘉的《赠妇诗》三首（了解）

三、郦炎、赵壹、蔡邕的五言诗（了解）



15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

一、《古诗十九首》的创作与保存（理解）

二、《古诗十九首》的题材内容（掌握）

三、《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掌握）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一章 建安诗歌和正始诗歌

第一节 曹操与曹丕

一、曹操的文坛领袖地位与乐府诗（了解）

二、曹丕的《燕歌行》（了解）

第二节 曹植

一、曹植诗歌的创作分期及前后期诗歌内容（掌握）

二、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了解）

三、曹植诗歌的特点及后人评价（了解）

第三节 建安七子和蔡琰

一、建安七子（理解）

二、蔡琰的《悲愤诗》（了解）

三、建安风骨的内涵（掌握）

第四节 正始诗歌

一、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理解）

二、嵇康的四言诗（了解）

第二章 两晋诗坛

第一节 太康诗风

一、陆机、潘岳的诗歌（了解）

二、太康诗风（理解）

第二节 左思与刘琨

一、左思咏史诗的渊源与贡献（理解）

二、刘琨的《扶风歌》（了解）

第三节 东晋诗坛

一、王羲之与兰亭唱和（了解）

二、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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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晋玄言诗的兴盛与特点（理解）

第三章 陶渊明

第一节 陶渊明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一、陶渊明的生平、思想（理解）

二、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了解）

第二节 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他诗文

一、陶渊明诗歌的题材分类（了解）

二、陶渊明田园诗的题材内容（掌握）

三、陶渊明的咏怀、咏史诗（了解）

四、陶渊明的散文、辞赋（了解）

第三节 陶诗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一、苏轼对陶诗的评价（了解）

二、陶诗的艺术特色 （掌握）

三、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掌握）

第四章 南北朝诗歌

第一节 谢灵运与鲍照

一、 谢灵运与山水诗的兴盛（理解）

二、元嘉三大家（了解）

三、鲍照的文学成就（了解）

第二节 永明体与齐梁陈诗坛

一、永明体（理解）

二、谢眺对山水诗和新诗体的贡献（掌握）

三、宫体诗（理解）

第三节 庾信与北朝诗歌

一、“温邢”与北朝文学（了解）

二、庾信的文学成就与承前启后的地位（理解）

第四节 南北朝民歌

一、南朝民歌的保存与特点（理解）

二、抒情长诗《西洲曲》（理解）

三、北朝民歌的保存（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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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木兰诗》的艺术成就（掌握）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辞赋、骈文和散文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辞赋、骈文

一、魏晋辞赋代表作（了解）

二、南朝骈体赋代表作家作品（了解）

第二节 《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一、《水经注》的文学价值（了解）

二、《洛阳伽蓝记》的内容与特点（了解）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一节 志怪小说与《搜神记》

一、小说分类（了解）

二、志怪小说的内容（了解）

三、干宝的《搜神记》（了解）

第二节 志人小说与《世说新语》

一、志人小说分类（了解）

二、《世说新语》的编撰与内容（了解）

三、《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掌握）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第一章 初唐诗歌

第一节 初唐诗坛

一、贞观诗风及上官体（理解）

二、“初唐四杰”（理解）

三、文章四友（理解）

四、杜审言和“沈、宋”（了解）

第二节 陈子昂与唐诗风骨

一、陈子昂的诗歌理论（理解）

二、陈子昂的诗歌创作与地位（了解）

第三节 张若虚与唐诗兴象

一、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掌握）

二、刘希夷的代表作《代悲白头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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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盛唐诗人群体

第一节 王维与创造静逸明秀之美的诗人

一、山水田园诗的兴盛（理解）

二、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掌握）

三、孟浩然的诗歌特点及与王维诗歌的区别（掌握）

四、其他山水诗人（了解）

第二节 王昌龄、崔颢和创造清刚劲健之美的诗人

一、豪侠诗人（了解）

二、王昌龄的诗歌创作（了解）

三、王瀚、崔颢、李颀的代表作（了解）

第三节 高适、岑参和创造慷慨奇伟之美的诗人

一、边塞诗人（理解）

二、高适的诗歌（了解）

三、岑参的诗歌创作（掌握）

四、“高岑”（理解）

五、王之涣的诗歌（了解）

第三章 李白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思想与人格

一、李白的思想（了解）

二、李白的人格理想与个性特征（了解）

第二节 李白的乐府与歌行

一、李白的古题乐府的特点与代表作（掌握）

二、李白歌行的代表作及价值（掌握）

第三节 李白的绝句

一、李白绝句的特点（掌握）

二、李白绝句的代表作（了解）

第四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

一、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掌握）

二、李白诗歌的意象和词语色调（理解）

第五节 李白的地位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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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白的地位（了解）

二、李白对后世的影响（掌握）

第四章 杜甫

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与思想

一、社会动乱与诗人杜甫（了解）

二、杜甫的思想（理解）

第二节 杜甫的诗歌创作

一、杜诗的主要内容及代表作（了解）

二、杜诗的诗史性质（掌握）

三、杜诗的叙事艺术（理解）

第三节 杜甫的律诗

一、以律诗写时事（了解）

二、律诗组诗的代表作（理解）

三、杜甫律诗的艺术技巧（掌握）

第四节 杜诗的艺术风格

一、杜诗风格的多样化（了解）

二、沉郁顿挫 （掌握）

第五节 杜诗的地位与影响

一、杜诗的集大成性（了解）

二、杜甫的影响（掌握）

第五章 中唐诗歌

第一节 大历诗歌

一、大历诗风（理解）

二、大历诗风的代表作家（了解）

三、“大历十才子”（了解）

四、顾况和李益的诗歌（了解）

第二节 韩孟诗派

一、韩孟诗派（理解）

二、韩愈的诗歌创作（了解）

三、孟郊的苦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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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贺诗歌的特色（掌握）

第三节 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诗歌

一、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了解）

二、柳宗元的诗歌风貌（了解）

三、刘、柳诗风的比较（理解）

第六章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第一节 唐代中期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与诗歌创作

一、元白诗派（理解）

二、张籍与王建的通俗化诗风和写实表现（了解）

三、元稹的诗歌创作（了解）

第二节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及其讽谕诗

一、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理解）

二、白居易的诗歌分类（了解）

三、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解）

第三节 白居易的感伤诗与闲适诗

一、《长恨歌》与《琵琶行》（掌握）

二、白居易的闲适诗（理解）

第七章 唐代散文

第一节 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

一、古文运动（理解）

二、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了解）

第二节 韩、柳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韩、柳在散体文创作上的开拓（理解）

二、韩愈的散文成就（理解）

三、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及山水游记（掌握）

第三节 晚唐古文的衰落与骈文的复兴

一、晚唐小品的基本特点（了解）

二、李商隐等人的骈文（了解）

第八章 唐传奇与变文

第一节 唐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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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传奇的概念（理解）

二、唐传奇的发展过程及代表作品（了解）

三、唐传奇的艺术成就（掌握）

第二节 俗讲与变文

一、俗讲（理解）

二、转变与变文（了解）

第九章 晚唐诗歌

第一节 杜牧

一、杜牧的诗歌创作（了解）

二、怀古咏史诗（了解）

三、杜牧诗的艺术特色（理解）

第二节 李商隐

一、李商隐诗歌的内容（了解）

二、李商隐的无题诗（理解）

三、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掌握）

四、李商隐诗歌多义性的形成原因（了解）

五、李商隐对诗歌发展的贡献（掌握）

第三节 晚唐其它诗人

一、苦吟诗人（了解）

二、温庭筠、韩偓的诗歌（了解）

第十章 晚唐五代词

第一节 燕乐的兴起及词的起源

一、燕乐与词的兴起（了解）

二、敦煌曲子词（了解）

三、早期文人词（了解）

第二节 温庭筠及西蜀花间词人

一、温庭筠词的题材及风格（了解）

二、韦庄的词风（了解）

三、《花间集》（理解）

四、花间词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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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李煜及其南唐词人

一、冯延巳的词（了解）

二、中主李璟的词（了解）

三、后主李煜词的内容及艺术成就（掌握）

第五编 宋辽金文学

第一章 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

第一节 宋初文学

一、宋初古文与复古思潮（了解）

二、白体诗人和王禹偁（理解）

三、晚唐体诗人（理解）

四、西昆体（理解）

第二节 欧阳修的诗文创作

一、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地位（了解）

二、欧阳修文学革新的主张（理解）

三、欧阳修的散文成就（掌握）

四、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了解）

第三节 梅尧臣与苏舜钦

一、梅尧臣的诗歌成就（理解）

二、苏舜钦的诗歌（了解）

三、梅、欧、苏对宋诗的影响（了解）

第四节 王安石的诗歌与散文

一、王安石的散文特色（了解）

二、王安石的咏史诗（了解）

三、半山体（理解）

第二章 柳永与北宋前期的词

第一节 对五代词风的继承与发展

一、“晏欧”（了解）

二、晏殊词的特点（了解）

三、欧阳修词的新变（理解）

第二节 对词境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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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仲淹的《渔家傲》（了解）

二、张先词的开拓（理解）

三、王安石的词风（了解）

第三节 柳永词的新变

一、柳永的词史地位（了解）

二、柳永对宋词的全面革新（掌握）

第三章 苏轼

第一节 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创作

一、苏轼的思想与人生态度（了解）

二、苏轼的文学创作（了解）

第二节 苏轼的散文

一、苏轼的文道观（理解）

二、苏轼的古文内容及艺术成就（了解）

三、苏轼辞赋的特点及代表作（掌握）

第三节 苏轼的诗歌

一、苏轼诗歌的题材内容（了解）

二、苏轼诗歌的艺术成就（掌握）

第四节 苏轼的词

一、苏轼诗词一体的词学观（理解）

二、苏轼对词境的开拓（掌握）

三、以诗为词的手法（理解）

四、苏词的风格（理解）

五、苏轼对词的全面革新（掌握）

第五节 苏轼的意义和影响：

一、苏轼的意义（了解）

二、苏门四学士（理解）

三、苏门六君子（了解）

四、苏轼的影响（了解）

第四章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第一节 黄庭坚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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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庭坚诗歌的题材取向（了解）

二、黄庭坚诗歌的艺术特点（掌握）

三、“山谷体”（理解）

第二节 陈师道与陈与义

一、陈师道的“后山体”（理解）

二、陈与义的“简斋体”（理解）

第三节 江西诗派及其嬗变

一、江西诗派（理解）

二、“一祖三宗”之说（理解）

三、江西诗派的演变（了解）

第五章 周邦彦及北宋中后期的词坛

第一节 黄庭坚与晁补之

一、黄庭坚的词（了解）

二、晁补之的词及词学理论（了解）

第二节 晏几道

一、晏几道的词作内容（了解）

二、小山词的艺术特色（理解）

第三节 秦观的词

一、秦观词的情韵兼胜（理解）

二、秦观词的艺术特色（掌握）

三、秦观词的地位及影响（了解）

第五节 贺铸的词

一、刚柔并济的奇特个性（了解）

二、豪婉兼备的多样词风（理解）

三、贺铸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了解）

第六节 周邦彦的词

一、周邦彦词的题材内容（了解）

二、周邦彦词的艺术成就（掌握）

三、周邦彦词的地位和影响（理解）

第六章 李清照及南渡词风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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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李清照的词

一、李清照的文学成就（了解）

二、易安词的情感内涵（理解）

三、易安体的艺术特色（掌握）

第二节 朱敦儒

一、朱敦儒的词风演变（了解）

二、朱敦儒词的自传性（理解）

第二节 张元干等人的词

一、张元干词风的转变（了解）

二、李纲、岳飞等人的词（了解）

第七章 陆游及南宋诗歌

第一节 陆游的诗歌

一、中兴四大诗人（了解）

二、陆游的生平及诗歌创作（了解）

三、陆游诗歌诗风演变与题材内容（掌握）

四、陆游诗歌的艺术成就（掌握）

第二节 杨万里和范成大

一、杨万里的“诚斋体”（理解）

二、范成大的使金纪行诗和田园诗（理解）

第三节 南宋后期诗歌

一、永嘉四灵（了解）

二、江湖诗派（了解）

三、英雄与遗民诗人（了解）

第八章 辛弃疾及辛派词人

第一节 辛弃疾的人生追求与创作

一、辛弃疾的传奇经历与人生追求（了解）

二、辛弃疾词作的题材内容（了解）

第二节 稼轩词的特色

一、辛弃疾词的词境开拓（掌握）

二、辛词的以文为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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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辛词的艺术成就（掌握）

第三节 辛词的地位和影响

一、辛词的地位（了解）

二、辛派词人（了解）

第九章 姜夔及宋末词坛

第一节 姜夔

一、姜夔的生平（了解）

二、姜夔的自度曲（理解）

三、姜夔词的特点及新变（了解）

第二节 吴文英等宋末词人

一、吴文英词的艺术特点（理解）

二、其它词人词作（了解）

三、蒋捷词的别开生面（了解）

第十章 话本小说与金代文学

第一节 话本小说

一、说话四家与话本（理解）

二、小说话本（理解）

三、讲史、说经话本（了解）

第二节 元好问与金代诗歌

一、金代诗歌的发展（了解）

二、元好问的诗歌成就（理解）

三、元好问的诗论（了解）

第三节 诸宫调

一、诸宫调的概念（理解）

二、诸宫调今存作品（了解）

三、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了解）

中国现代文学部分: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

第一节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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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了解）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代表人物。

二、五四文学革命

（一）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背景、重要历史事件。（了解）

（二）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一系列的理论主张。（了解）

（三）文学革命在创作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了解）

（四）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理解）

第二节 五四文学思潮与论争

（一）与林纾的论争。（了解）

（二）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思想。（理解）

（三）甲寅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思想。（理解）

（四）鲁迅、郁达夫、成仿吾、沈雁冰、邓中夏等对守旧复古思潮的反击。（了解）

第三节 新文学社团流派

（一）1921 年后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及其原因、发展轨迹。（了解）

（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基本情况及创作倾向。（理解）

（三）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湖畔社、南国社、弥洒社、浅草—沉钟社、新月社等

的基本情况。（了解）

（四）“五四”十年文学的基本特征。（掌握）

第二章 二十年代小说

第一节 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的小说

一、叶绍钧

（一）叶绍钧创作概况。（了解）

（二）叶绍钧小说的创作风格。（理解）

二、王统照（了解）

（一）王统照小说创作概况。

（二）早年“爱”与“美”的哲理玄想及代表作品。

三、许地山

（一）许地山小说创作概况。（了解）

（二）许地山小说的代表作品及浓郁的异域情调与宗教思辨色彩。（理解）

第二节 冰心与庐隐的问题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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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冰心

（一）冰心“爱的哲学”思想。（理解）

（二）冰心小说创作概况。（了解）

（三）冰心早期小说的特点与局限。（了解）

二、庐隐

（一）庐隐小说创作概况及代表作品。（了解）

（二）庐隐小说的艺术特点。（理解）

第三节 乡土小说

（一）“乡土小说”的题材范围和创作方法。（理解）

（二）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了解）

第四节 浪漫抒情小说

一、浪漫抒情小说的特点（理解）

二、郁达夫的浪漫抒情小说

（一）郁达夫的生平与创作概况。（了解）

（二）《沉沦》篇中的“他”的形象。（理解）

（三）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理解）

（四）郁达夫小说的艺术特点。（掌握）

第三章 鲁迅

第一节 鲁迅的生平与创作道路

一、鲁迅的思想、创作道路（了解）

二、鲁迅创作的基本情况（了解）

第二节 鲁迅的《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

一、《呐喊》、《彷徨》的创作概况（了解）

二、《狂人日记》（理解）

（一）《狂人日记》深刻的思想意义。

（二）《狂人日记》独特的艺术效果。

三、《阿 Q 正传》（掌握）

（一）《阿 Q 正传》的思想内容。

（二）阿 Q形象。

（三）《阿Ｑ正传》突出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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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祝福》、《离婚》、《孔乙己》、《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小说的思想内容

及人物形象。（掌握）

五、《故事新编》

（一）《故事新编》的创作概况。（了解）

（二）《故事新编》的思想内容。（理解）

（三）《故事新编》“古今杂糅”的艺术手法。（理解）

第四章 20 年代新诗

第一节 20 年代新诗概述

一、初期白话新诗

（一）胡适等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理论建树。（了解）

（二）初期白话诗创作概况。（了解）

（三）《尝试集》及其在现代新诗发展中的地位。（了解）

（四）早期白话新诗的艺术特点。（了解）

二、20 年代的小诗

（一）小诗的概念。（掌握）

（二）小诗的代表诗人及冰心的诗集《繁星》、《春水》。（了解）

（三）湖畔四诗人的小诗。（理解）

三、象征派诗

（一）象征诗派创作特点。（理解）

（二）李金发创作概况。穆木天、冯乃超的象征诗。（了解）

四、 闻一多、徐志摩与新月派诗（理解）

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为代表的新月派的理论主张、美学原则。

第二节 郭沫若

一、郭沫若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概况（了解）

二、诗集《女神》（掌握）

（一）《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等名篇评析。

（二）《女神》的思想成就。

（三）《女神》中的现代自我形象分析。

（四）《女神》的艺术成就。

三、郭沫若的其他诗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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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闻一多 徐志摩

一、闻一多

（一）闻一多关于新格律诗的理论倡导。（理解）

（二）闻一多诗歌创作概况。（了解）

（三）《死水》篇“三美”理论的出色体现与运用。（掌握）

二、徐志摩

（一）徐志摩创作概况。（了解）

（二）徐志摩诗歌的主要内容。（理解）

（三）徐志摩诗的艺术风格。（理解）

（四）《再别康桥》审美品评。（掌握）

第五章 20 年代散文

第一节 20 年代散文创作概述

一、20 年代散文创作概况。（了解）

（一）《新青年》“随感录”创始的现代杂文。（了解）

（二）语丝社及“语丝文体”。（理解）

（三）冰心散文的风格特色。（理解）

（四）陈西滢及“现代评论”派“闲话”散文。（理解）

第二节 周作人 朱自清

一、周作人

（一）周作人生平及创作概况。（了解）

（二）“美文”概念的提出与散文理论上的贡献。（理解）

（三）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理解）

二、朱自清

（一）朱自清的生平与散文创作概况。（了解）

（二）朱自清抒情散文的艺术特色。（掌握）

第三节 鲁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

一、《野草》

（一）《野草》的创作背景、主要篇目。（了解）

（二）《野草》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理解）

（三）《秋夜》与“枣树”形象。（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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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花夕拾》（理解）

《朝花夕拾》的主要内容及各类人物形象。

第六章 20 年代话剧

第一节 20 年代话剧概述

一、20 年代现代话剧的基本发展历程。各种戏剧团体、刊物。不同风格作家及其代表

剧目。（了解）

二、“社会写实剧”、“爱美剧”、世态讽刺喜剧。（理解）

第二节 田汉 郭沫若

一、田汉

（一）田汉的生平与创作概况。（了解）

（二）田汉早期浪漫主义剧作特点。（理解）

（三）田汉早期剧作的“艺术家”形象系列。（掌握）

（四）《回春之曲》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理解）

二、郭沫若的戏剧（了解）

《三个叛逆的女性》。

第七章 30 年代文学思潮

一．左翼文学运动

（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基本理论

主张。鲁迅、茅盾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了解）

（二） “左联”的成立及其主要文学活动。（掌握）

二、自由主义作家及其文艺观（了解）

三、两大文艺思潮的对立（了解）

（一）左翼文学与“新月派”的论争。

（二）与“论语派”关于“性灵文学”的论争。

（三）与“京派”的论争。

（四）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

第八章 30 年代小说概述

一、蒋光慈的“普罗小说”（了解）

二.、柔石、胡也频的小说（了解）

三、丁玲前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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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丁玲小说创作概况。（了解）

（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思想内容及莎菲女士形象。（掌握）

四、张天翼、艾芜的小说创作

（一）张天翼小说的讽刺主题。（了解）

（二）张天翼小说的艺术特点。（理解）

（三）艾芜的早期小说创作概况。（了解）

（四）艾芜早期小说的艺术特点。（理解）

五、 吴组缃等作家的社会剖析小说（了解）

六、叶紫等作家的创作

（一）叶紫等小说创作概况。（了解）

（二）短篇小说《丰收》及云普叔形象。（了解）

七、萧军、萧红和“东北作家群”

（一）“东北作家群”。（理解）

（二）萧军、萧红的代表作品及题材内容。

（三）萧红小说的艺术特点。（理解）

八、京派小说

（一）京派小说创作概况。（了解）

（二）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理解）

（三）废名小说的艺术特色。（理解）

九、“现代派”（“新感觉派”）小说（理解）

十、李劼人等作家的小说（了解）

十一、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

（一）张恨水生平与创作概况。（了解）

（二）《金粉世家》的主要内容及人物形象。（理解）

（三）《啼笑因缘》的思想、艺术特点。（掌握）

第九章 茅盾

一、茅盾的生平与创作概况（了解）

二、《蚀》与《虹》（了解）

（一）《蚀》三部曲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人物形象。

（二）《虹》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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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夜》

（一）《子夜》的思想内容。（掌握）

（二）吴荪甫形象。（掌握）

（三）《子夜》的艺术成就。（掌握）

四、《林家铺子》、《春蚕》等短篇小说（了解）

五、《腐蚀》（了解）

第十章 巴金

一、巴金的生平与创作概况（了解）

二、《灭亡》和《爱情三部曲》（了解）

三、《激流三部曲》

（一）《激流三部曲》创作概况。（了解）

（二）《家》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掌握）

（三）觉新、觉慧、高老太爷形象意义。（掌握）

四、《憩园》与《寒夜》

（一）《憩园》的题材内容及杨梦痴形象。（理解）

（二）《寒夜》的思想内容及主要人物形象。（理解）

（三）《寒夜》的艺术特色。（理解）

（四）巴金前后期小说艺术风格的变化。（掌握）

第十一章 老舍

一、老舍的生平与创作概况（了解）

二、《骆驼祥子》（掌握）

（一）《骆驼祥子》三起三落的悲剧故事及主题思想。

（二）祥子、虎妞人物形象分析。

三、《四世同堂》（掌握）

长篇中各类人物形象具有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内容。

第十二章 沈从文

一、沈从文的生平与创作概况（了解）

二、《边城》

（一）《边城》的思想内容。（理解）

（二）翠翠的形象分析。（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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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城》的艺术风格。（掌握）

第十三章 30 年代诗歌

一、殷夫的诗歌创作（了解）

二、中国诗歌会（理解）

三、臧克家前期诗歌

（一）臧克家前期诗歌创作概况。（了解）

（二）臧克家诗歌艺术特点。（理解）

四、 戴望舒和现代派诗（了解）

（一）现代诗派创作概况。

（二）戴望舒的诗歌创作概况。

第十四章 30 年代散文

第一节 30 年代散文概述

一、李广田、何其芳的抒情散文概况（了解）

二、丽尼、陆蠡的抒情散文概况（了解）

三、丰子恺的叙事散文

（一）丰子恺的叙事散文概况。（了解）

（二）丰子恺早期散文的艺术特色。（理解）

四、林语堂的幽默小品及其他创作（了解）

五、30 年代游记散文题材内容、形式风格。（了解）

六、瞿秋白和“鲁迅风”杂文（了解）

六、报告文学（了解）

第二节 鲁迅的杂文

（一）鲁迅杂文创作概况。（了解）

（二）鲁迅杂文丰富的思想内容。（掌握）

（三）鲁迅杂文的审美特质。（理解）

第十五章 30 年代戏剧

第一节 30 年代戏剧概述

一、30 年代戏剧运动和创作概况（了解）

二、洪深的创作概况（了解）

三、李健吾等作家的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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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健吾创作概况。（了解）

（二）李健吾剧作的特点与贡献。（理解）

第二节 曹禺的剧作

一、曹禺的生平与创作概况（了解）

二、《雷雨》

（一）《雷雨》的主要矛盾冲突及深广的思想内容。（理解）

（二）周朴园形象。（掌握）

（三）繁漪的形象。（掌握）

（四）鲁侍萍、周冲、周萍形象。（理解）

（五）《雷雨》的艺术特色。（理解）

三、《日出》

（一）《日出》“不足者”与“有余者”的基本戏剧冲突。（了解）

（二）陈白露多重复杂的形象特征。（掌握）

（三）《日出》其他人物形象。（了解）

（四）《日出》的结构方法。（了解）

四、《原野》（了解）

《原野》的题材、主要人物形象，以及《原野》中的表现主义手法。

五、《北京人》

（一）《北京人》的主题。（理解）

（二）愫方形象。（理解）

（三）各类人物形象的特点和象征意蕴。（理解）

六、曹禺剧作的艺术成就与贡献（掌握）

第十六章 40 年代文学思潮

一、战争时空下的文学格局和文学进程（了解）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的《讲话》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背景。（了解）

（二）《讲话》的主要内容。（理解）

第十七章 国统区与沦陷区的小说

一、张天翼与讽刺暴露小说

（一）张天翼小说创作概况。（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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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威形象的典型意义。（理解）

二、沙汀、艾芜和社会分析小说（了解）

三、路翎

（一）路翎小说创作概况（了解）

（二）《财主底儿女们》众多的人物形象、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理解）

四、钱钟书

（一）钱钟书创作概况。（了解）

（二）长篇小说《围城》的思想意蕴。（理解）

（三）方鸿渐形象。（掌握）

（四）《围城》的艺术特色。（理解）

五、徐讦、无名氏与现代罗曼司（了解）

六、张爱玲与上海沦陷文学

（一）张爱玲小说创作概况。（了解）

（二）张爱玲小说的题材内容、艺术特色。（理解）

（三）曹七巧形象。（掌握）

第十八章 解放区小说

一、赵树理小说

（一）赵树理的生平和创作概况。（了解）

（二）赵树理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掌握）

二、孙犁的短篇小说

（一）孙犁的小说创作概况。（了解）

（二）孙犁小说独特的美学追求、鲜明的艺术风格。（理解）

三、其他短篇小说创作（了解）

四、丁玲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了解）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题材内容及主要人物形象。

五、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了解）

《暴风骤雨》的题材内容及主要人物形象。

第十九章 四十年代诗歌

第一节 国统区诗歌

一、民族的战歌——田间、光未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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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沉思的诗——冯至（了解）

三、讽刺的诗——袁水拍与臧克家

（一）国统区讽刺暴露文学创作概况。（了解）

（二）《马凡陀的山歌》（了解）

四、艾青的诗

（一）艾青的创作历程及其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了解）

（二）艾青诗歌的主导意象和基本主题。（掌握）

（三）艾青诗歌的艺术成就。（掌握）

五、“七月派”与“九叶派”的诗

（一）“七月派”（理解）

（二）“九叶派”（理解）

第二节 解放区诗歌

一、解放区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与晋察冀诗人群（了解）

二、《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等民歌体叙事诗（了解）

第二十章 四十年代戏剧

第一节 国统区戏剧

一、抗战初期的抗敌宣传剧（了解）

二、夏衍

（一）夏衍创作概况。（了解）

（二）《上海屋檐下》的基本情节及主要人物。（理解）

（三）夏衍剧作独特的风格。（理解）

三、于伶、吴祖光（了解）

四、 郭沫若等的历史剧

（一）郭沫若等的历史剧创作概况。（了解）

（二）郭沫若本时期历史剧的主要特征。（理解）

（三）《屈原》中的屈原形象。（掌握）

五、陈白尘和讽刺喜剧创作潮。（了解）

第二节 解放区戏剧

一、新秧歌剧和传统戏曲改革（了解）

二、《白毛女》与其他新歌剧（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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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的艺术成就。（理解）

第二十一章 四十年代散文

一、报告文学的繁荣（了解）

二、《鲁迅风》杂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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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中国文学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100 分钟）

（总分：20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中国古代文学部分

一、填空题（本大题共 15 个空，每空 1分，共 15 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是 。

2、《诗经》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 多年间的作品。

3、在先秦历史散文中， 突出表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和人生观。

4、司马相如的 是两汉骚体赋中最具情境的一篇。

5、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 。

6、曹丕的 是我国今见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

7、建安七子包括孔融、陈琳、 、徐干、阮瑀、应玚、 。

8、永明体又称为 ，其最重要的特点是讲究 和对偶。

9、白居易的感伤诗以 和《琵琶行》为代表。

10、李商隐抒情之作中，最为杰出的是他的“ ”诗。

11、 诗歌的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都具有得宋诗风气之先的意义。

12、在两宋词坛上， 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

13、 的诗歌特色鲜明，因此被称为“山谷体”。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下列作品中属于先秦历史散文的是（ ）

A．《老子》 B．《左传》 C．《汉书》 D．《吕氏春秋》

2、在先秦说理文中，最有文学价值的是（ ）

A．《论语》 B．《老子》 C．《庄子》 D．《孟子》

3、《七发》的作者是（ ）

A．扬雄 B．贾谊 C．司马相如 D．枚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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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人是（ ）

A．班固 B．曹丕 C．曹植 D．谢朓

5、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山水诗人是（ ）

A． 陶渊明 B．谢灵运 C．谢朓 D．王维

6、魏晋南北朝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志怪小说是（ ）

A．《搜神记》 B．《幽冥录》 C．《博物志》 D．《世说新语》

7、下列作家中属于初唐四杰的诗人是（ ）

A．杜审言 B．沈佺期 C．宋之问 D．王勃

8、柳宗元散文中成就最高的一类是（ ）

A．论说文 B．寓言 C．传记 D．山水游记

9、宋代最大、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是（ ）

A．西昆派 B．江西诗派 C．四灵诗派 D．江湖诗派

10、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的宋代词人是（ ）

A．晏殊 B．苏轼 C．李清照 D．姜夔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5分，共 15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风雅”精神

2、太康诗风

3、半山体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古诗十九首》的题材内容

2、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

3、简析杜诗的叙事艺术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结合作品，分析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2、结合作品、论述辛弃疾对词境的开拓

中国现代文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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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个空，每空 1分，共 10 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1917 年 1 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________________》，这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

文章。

2.在初期象征诗派诗人中，________________是全面探索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并全力创作、

实验象征主义诗歌的探路者。

3.甲寅派主要人物是________________。

4.1907 年 2 月，由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组织成立的________________大力倡导

和上演“文明新戏”。

5.《海滨故人》的作者是________________。孙柔嘉是小说《________________》中的人物。

6.1930 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在会上做了《______________》的重要讲

话。

7.《雷雨》中最具“雷雨”式激情的人物是________________。

8.张恨水的小说《________________》以金燕西和出身寒门的女子冷清秋的婚姻悲剧为主线。

9.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的民歌体叙事诗取得了较高成就，出现了李季的

《________________》和阮章竞的《漳河水》等著名叙事长诗。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体现着非常明显的（ ）

A.进化论思想 B. 阶级论思想

C.泛神论思想 D.无政府主义思想

2．郁达夫表现“五四”青年性苦闷的小说是（ ）

A.《薄奠》 B.《沉沦》

C.《春风沉醉的晚上》 D.《迟桂花》

3．鲁迅的《秋夜》中，抗击黑暗势力力量的象征物是（ ）

A.奇怪而高的天空 B.直刺的枣树

C.小粉红花 D. 窘得发白的月亮

4．下列作家中属于文学研究会的是（ ）

A.郭沫若 B.冯至

C.闻一多 D.叶绍钧

5．冰心的小说《超人》中的“超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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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颖铭 B.颖石

C.何彬 D.爱牟

6.《沉思》、《微笑》等王统照早期小说，主要表现（ ）

A.北方农民的现实生活 B.社会现实的弊端

C.“爱”与“美”的追求与幻灭 D.浓厚的佛教思想

7.梅行素是茅盾哪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

A.《幻灭》 B.《虹》

C.《腐蚀》 D.《子夜》

8.三十年代，大力倡导幽默闲适小品文的作家是（ ）

A.林语堂 B.陈西滢

C.梁实秋 D.何其芳

9．《边城》中，翠翠所爱的人是（ ）

A.天保 B.顺顺

C.柏子 D.儺送

10.《鬼恋》、《风萧萧》的作者是（ ）

A. 无名氏 B.路翎

C. 徐讦 D.张爱玲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5分，共 1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乡土小说

2.诗歌“三美”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简述“五四”十年文学的基本特征。

2.简述老舍小说的艺术特色。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1小题，共 2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论述《寒夜》深刻的思想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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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参考答案

中国古代文学部分：

一、填空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1、《山海经》 2、五百 3、《战国策》 4、《长门赋》 5、《咏史》 6、《燕歌行》

7、王粲、刘桢 8、新体诗 9、《长恨歌》 10、无题 11、梅尧臣 12、柳永 13、王安石

二、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B 2.C 3.D 4.C 5.B 6.A 7.D 8.D 9.B 10.C

三、名词解释（每小题 5分，共 15 分）

1、“风雅”精神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

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2、太康诗风

太康诗风指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诗风，总体特征是繁缛。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

尽，大量运用排偶。

3、半山体

王安石晚年号半山，其后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写景抒情的绝句，精雅绝伦，丰神远韵，人称“王

荆公体”，或“半山体”。

四、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1、《古诗十九首》的题材内容

其基本内容是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的闺愁。其次，透彻揭示人生哲理。第三，表现游

子痛苦的体验和独特的感受。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

自然，是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诗歌是其日常生活的诗化。其次，情、景、理相融相生。另

外，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3、简析杜诗的叙事艺术

首先，杜诗用叙事手法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新的高峰。其次，杜诗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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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既叙事件经过，又着力于细节描写，从细微处见出真实、展开画面，把人引入某种氛围、

某种境界。另外，杜诗叙事，融入了强烈的感情。这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种转变，是杜诗异

于盛唐诗歌的地方。

五、论述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答题要点）

1、结合作品，分析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首先，李白诗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

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描绘。

其次，李白诗歌的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

第三，李白诗歌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也不乏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

2、结合作品、论述辛弃疾对词境的开拓

辛词内容广博丰厚，其开拓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辛词拓展出一类虎啸风生、气势豪迈的自我英雄形象，是唐宋词史上独一无二的个性

鲜明丰满的英雄形象。

其次，对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有深广的拓展。

第三，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乡村风景与乡村人物。

中国现代文学部分:

一、填空题（每空 1分，共 10 分）

1.文学改良刍议 2.李金发 3.章士钊 4.春柳社 5.庐隐；围城

6.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7. 繁漪 8.金粉世家 9.王贵与李香香

二、单项选择题（每题 2分，共 20 分）

1.A 2. B 3.B 4.D 5.C

6.C 7.B 8.A 9.D 10.C

三、名词解释题（每题 5分，共 10 分）

1.乡土小说

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兴起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大约形成于二十年代中期。成员以文学研

究会作家为主，也包括语丝社、未名社的一部分青年作家，主要代表有潘训、许杰、许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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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彦、彭家煌、台静农、蹇先艾、王任叔、黎锦明等。他们以记忆中的故土乡镇作为创作背

景，大多以客观写实的方法揭示农民的悲剧命运，描绘故乡风土人情，映现了鲜明的具有特

异性的地方色彩。

2.诗歌“三美”

由闻一多倡导。 “三美”理论主张诗歌创作要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

乐的美，主要是指音节和韵脚的和谐。绘画的美，主要是指诗的词藻要力求美丽、富有色彩。

建筑的美，主要是指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均齐。这一主张奠定了新格律学派的

理论基础，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简答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1. 简述“五四”十年文学的基本特征。

思想启蒙的倡导和理性精神的张扬；“乡愁”、“自叙”的苦闷和感伤情调的流行；艺术

风格的个性化追求；创作方法的多样化探索等。

2.简述老舍小说的艺术特色。

老舍善于以幽默的笔调和喜剧性的手法反映市民社会平凡日常的生活，运用纯熟的北京

话，侧重从文化风俗和世态人情方面反映社会现实。

五、论述题（20 分）

论述《寒夜》深刻的思想意蕴。

巴金的小说《寒夜》通过性格悲剧和家庭悲剧写社会时代的悲剧，控诉黑暗社会制度毁

灭人的罪恶，替小人物，特别是那些平凡的知识面分子喊出痛苦的呼声。汪文宣、曾树生、

汪母三人都是“好人”，但黑暗的社会制度和战时苦难的生活，毁灭了他们曾有的理想和抱

负，扭曲了他们的性格，导致他们相互伤害。在性格悲剧、家庭悲剧的背后，实际是一出社

会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