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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语文学科考试说明（试行）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教育部关

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教基二〔2014〕10号）、《贵州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黔府发〔2016〕9号）》和《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黔教发〔2021〕

43号）》的精神，按照《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 2020年修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的要求，结合我省普通高中教学实际及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实际，

制定本考试说明。

Ⅰ．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答题形式，考试时间为 90分钟，全卷满分为 100分。

（二）试卷结构

试卷结构为第Ⅰ卷选择题，第Ⅱ卷非选择题。第Ⅰ卷选择题共 16题，每题 3分，共 48分；第

Ⅱ卷非选择题共 4题，共 52分。

Ⅱ．试题难度与试题比例

（一）试题难度

试题难度分为容易题、中档题、较难题三个层次。

容易题难度值为 0.85以上，中档题难度值为 0.75—0.84，较难题难度值为 0.6—0.74。

（二）试题比例

试卷容易题、中档题、较难题的比例为 7∶2∶1。

Ⅲ．考试内容与能力层级

根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对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要求及统

编《语文》（必修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规定的教学内容，能力层级与考试内容要求如下。

（一）能力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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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能力分为识记、理解、应用三个层级，分别用 A、B、C指代。

识记（A） 识别和记忆，是最基本的语文能力层级。

理解（B） 领会并能做简单的解释和分析，是在识记的基础上更高一级的语文能力层级。

应用（C） 对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运用，是以识记、理解为基础，在表达方面进一步发展的语

文能力层级。

（二）考试内容及能力层级

1.整本书阅读与研讨

（1）关于《红楼梦》：初步了解作品主要人物及其关系、重要章节内容和艺术特点，能对最

使自己感动的故事、人物、场景、语言等方面作初步赏析【B】

（2）关于《乡土中国》：初步了解本书重要观点、语言特点和论述逻辑，能用其中的主要观

点分析具体情境中的社会现象【B】

2.当代文化参与

（1）简要分析具体情境中的当代语言文化现象【B】

（2）理解语言材料中涉及的文化现象和观念，并作分析评价【B】

3.跨媒介阅读与交流

（1）初步了解常见传播媒介的特点【B】

（2）了解信息来源的多样性，辨别信息的真实性，筛选所需信息，形成合理判断【C】

（3）能正确分析网络对语言、文学的影响【C】

（4）用多种媒介形式表达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感受与思考【C】

4.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

（1）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字音【A】

（2）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汉语常用规范汉字【A】

（3）正确使用标点符号、词语（包括熟语）【C】

（4）辨析并修改病句（语序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搭配不当、表意不明）【C】

（5）扩展语句或压缩语段，恰当选用、仿用、变换句式，做到语言表达准确、连贯、得体、

简明、生动【C】

（6）理解语言情境中重要词句（含文言词句）的含义、情感和常见修辞手法【B】

修辞手法：比喻、比拟、夸张、对偶、排比、设问、反问

文言虚词：而、乃、其、且、所、为、焉、也、以、因、于、则、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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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句式和用法：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句、定语后置句、状语后置

句、成分省略句和词类活用

（7）文言句子翻译【C】

5.文学阅读与写作

（1）识记必修教材中涉及的文化常识【A】

（2）识记必修教材中的作家、作品、时代、国别、流派【A】

（3）识记必修教材中要求背诵的篇目【A】

（4）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语言、形象、思想感情及表现手法【B】

（5）能运用恰当的文体和表达方式写作【C】

6.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1）区分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理解并准确概括其内容、观点和情感【B】

（2）辨析观点与材料（道理、事实、数据、图表等）之间的联系【B】

（3）正确评价信息表述的逻辑性【B】

（4）根据提供的信息分析问题【C】

（5）表达准确，判断合理，推理有逻辑性【C】

7.实用性阅读与交流

（1）了解当代社会常用的实用文本及新的表达方式【B】

（2）把握文本的主要内容和关键信息【B】

（3）分析和评价文本所涉及的材料【B】

（4）简明介绍相对复杂的事物，说明相对复杂的事理【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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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课内选材篇目
模 块 篇 目 作者（出处）

必 修

（上册）

沁园春·长沙 毛泽东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红烛 闻一多

百合花 茹志鹃

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沈英甲

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李 斌

芣苢 《诗经·周南》

插秧歌 杨万里

短歌行 曹 操

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 白

登高 杜 甫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 轼

劝学 荀 子

* 师说 韩 愈

反对党八股（节选） 毛泽东

拿来主义 鲁 迅

故都的秋 郁达夫

我与地坛（节选） 史铁生

赤壁赋 苏 轼

* 登泰山记 姚 鼐

静女 《诗经·邶风》

涉江采芙蓉 《古诗十九首》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李 煜

鹊桥仙（纤云弄巧） 秦 观

必修

（下册）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论语》

庖丁解牛 《庄子》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

窦娥冤（节选） 关汉卿

雷雨 曹 禺

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 屠呦呦

说“木叶” 林 庚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马克思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

谏逐客书 李 斯

祝福 鲁 迅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施耐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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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篇 目 作者（出处）

促织 蒲松龄

谏太宗十思疏 魏 征

阿房宫赋 杜 牧

* 六国论 苏 洵

登岳阳楼 杜 甫

桂枝香·金陵怀古 王安石

念奴娇·过洞庭 张孝祥

游园（【皂罗袍】） 汤显祖

说明：篇名前标有*的为自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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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考试样卷及参考答案

（一）样 卷

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语 文 试 卷
注意事项：

1. 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共 20小题，考试时间 90分钟，满分 100分。

2. 答题前，考生务必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将条形码横贴在答题卡“考生条形码区”。

3. 选择题选出答案后，用 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

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非选择题按各题答题说明，用黑色字迹的

钢笔或签字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

4. 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Ⅰ卷 选择题
选择题共 16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一、（每小题 3分，共 24分）

1．下列加点字的读音，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A．疟．疾（nüè） 疫．情（yù） 繁芜．丛杂（fú）

B．冰屑．（xiè） 拜谒．（yè） 百舸．争流（ɡě）

C．罪愆．（yán） 惩．创（chénɡ） 否．极泰来（fǒu）

D．孝悌．（tì） 忖度．（dù） 叱咤．风云（chà）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A．膺品 畏葸 不加思索

B．嗔目 斑斓 秋豪之末

C．谬种 央娩 粹琼乱玉

D．艰辛 和蔼 变本加厉

3．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A．唯有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坚守美德，方能成仁。

B．如何预测疫情发展趋势，医学专家感到炙手可热．．．．。

C．他若不改正作文时文不加点．．．．的坏习惯，终要吃亏。

D．当前，汛情防控形势依然很严峻，很难一挥而就．．．．。



第 7页（共 13页）

4．对下列各句使用的修辞手法，依次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①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②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③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A．夸张 设问 比喻 B． 对偶 反问 对比

C．对偶 设问 对比 D． 夸张 反问 比喻

5．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A．各种语言媒体无一不是建立在语言媒介物质基础之上。

B．能否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早日实现。

C．所有艺术作品本身都有完整的有着内在联系有机统一体。

D．我国在农业文明进程中，产生、发展和继承了许多节日。

6．对下面语段中必须删去的词语的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民法典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大成果，为国家治理能力①现代化贡献作出②了民事法律③制度的

基本规范，它一定④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完备的法治保障。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7．依次填入下面横线上的句子，最恰当的一项是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 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

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 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

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 不是浅尝辄止。

A．即使 甚至 都 B．即使 甚至 也

C．甚至 即使 也 D．甚至 即使 都

8．下列语句，表述最为得体的一项是

A．拜读您的拙作，收获颇多。 B．明天我定到贵府当面酬谢。

C．我有几个问题想垂询老师。 D．如需指点，本人不吝赐教。

二、（每小题 3分，共 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9～11题。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给予人类的一份珍贵礼物。和植物化学的其他发现在药物开发中的应用相比，

从青蒿提取物到青蒿素的研发历程相当快速，然而，这绝不是中医药智慧的唯一果实。中国的基础

和临床研究还发现，具有悠久应用历史的中药砒霜，用于治疗白血病颇具疗效，已经成为治疗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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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重要选择。对治疗失忆有效的石杉碱甲，也是从中草药“千层塔”中提取的，是我国用于治疗老

年性精神障碍的一种临床用药。

然而，单一药物治疗某一特定疾病的现象在中医实践中非常少见，复方用药才是中医几千年来

的主要用药形式。通常，中医师按中医理论和方法诊断病人症候，对症开出由多种中药按君臣佐使

组成的处方，并随着病情的发展和症候的变化，随时调整处方的药味和剂量，以达到良好的疗效。

这样的辨证施治疗法．．．．．．和有效方药的积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从中药青蒿研

发出抗疟药物青蒿素，仅是发掘中医药宝库的努力之一。

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也受益于中医药学。中医的一个治则是活血化瘀，这一治则也适用于冠心病

的术后维护。中药提取的芍药苷等被用于防止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的血管再狭窄，临床显示再

狭窄率大幅降低。还有许多其他证据支持中医活血化瘀的临床疗效。

和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的一个新领域也正在发展，即所谓的生物力药理学，旨在将中药的药效和

血流的生物力学影响相结合，用于防病治病。实验研究表明，保健运动可提高血流剪应力，再联合

使用某些活血中药，可以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这里所举中医药对人类健康的贡献，不过沧海一粟。我的梦想是：在同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的

疾病的斗争中，中医药学进一步发挥威力，为维护世界人民的健康与福祉作出新贡献！

（节选自屠呦呦《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

9．下列不属于“辨证施治疗法”的一项是

A．中医师按历史悠久的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来诊断病人症候。

B．中医师按君臣佐使的原则，对症开出由多种中药组成的处方。

C．中医师根据病情的相应变化，来随时调整处方的药味和剂量。

D．用从中药青蒿中研发出的青蒿素，来为世界的抗疟事业服务。

10．下列对相关信息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青蒿提取物到青蒿素的研发属于植物化学领域的研究。

B．相关研究发现，中药砒霜用于治疗白血病有显著的疗效。

C．活血化瘀这一中医治则对于冠心病的术后维护同样适用。

D．保健运动通过提高血流剪应力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11．下列对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青蒿素的研发绝不是中医药智慧的唯一果实，说明中医药智慧的博大精深。

B．在中医实践中，复方用药和单一药物治疗特定疾病一样都是主要用药形式。

C．中药提取的芍药苷，可显著降低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的血管再狭窄率。

D．中医药学不仅助力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而且惠及世界人民的健康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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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小题 3分，共 15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2～15题。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

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

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

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

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

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

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

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节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

12．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错误的一项是

A．敢以．烦执事 以：介词，用

B．又欲肆．其西封 肆：延伸、扩张

C．若不阙．秦，将焉取之 阙：侵损、削减

D．吾其．还也 其：代词，他们

13．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与现代汉语相同的一项是

A．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 B．若舍郑以为东道主．．．

C．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 D．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14．下列各句中，不属于烛之武说服秦伯退兵的理由的一项是

A．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 B．邻之厚，君之薄也

C．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D．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

15．下列对文中画线句子的翻译，正确的一项是

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

A．我不能早重用您，现在紧急地赶来求您，这是我的过错。

B．我没有早重用儿子，现在紧急地赶来求儿子，是我的过错。

C．我没有早重用儿子，如今形势危急才来求他，是我错了。

D．我不能早重用您，如今形势危急才来求您，这是我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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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的题目。

送 魏 二

王昌龄

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

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16．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错误的一项是

A．首句叙事写景蕴含了依依惜别之情，其中的“醉”字暗示“酒深情亦深”。

B．第二句写登舟送客，江雨入舟，“凉”字既写身体感受，也暗表离别的感伤。

C．第三句实写一个情境：在不久的将来，朋友夜泊湘江，孤月高照，满怀凄凉。

D．末句用“长”字作结，既形象地描写了猿啼声的凄凉，又有余韵不绝之感。

第Ⅱ卷 非选择题

非选择题共 4小题，共 52分。

四．（每空 1分，共 4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4分）

（1） ，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

（2）羽扇纶巾，谈笑间，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3）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杜牧《阿房宫赋》）

（4）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 。（苏洵《六国论》）

五、（每小题 4分，共 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19题。

宝黛初会是《红楼梦》的经典片段之一。“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

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又

胡说了！你何曾见过？’”

18．这段文字揭示了宝黛怎样的心理？运用了哪些人物描写方法？（4分）

19．这段文字与前后文在情节上有怎样的关联？请简要回答。（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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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40分）

20．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40分）

家乡总在牵动着我们的情思：名山大川、寻常巷陌、小桥人家……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经历鲜

活体验，留下生命印痕，镌刻美好记忆。家乡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我们精神生

活的重要依托。积极参与家乡文化生活，有助于我们寻找情感归宿，增进对家乡文化的认同。

上述文字引发了你哪次美好回忆？触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题目自拟，立意自定，文体自选；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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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答案

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语文参考答案

第Ⅰ卷 选择题

一、（每小题 3分，共 24分）

1． B 2． D 3． A 4． C 5． A 6． D 7． A 8． B
二、（每小题 3分，共 9分）

9． D 10． D 11． B
三、（每小题 3分，共 15分）

12．D 13． A 14． D 15． D 16． C

第Ⅱ卷 非选择题
四、（每空 1分，共 4分）

17．（1）无边落木萧萧下 （2）樯橹灰飞烟灭

（3）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4）是又在六国下矣

五、（每小题 4分，共 8分）

18．①宝黛初会时似曾相识、一见如故的心理；②心理描写和语言（对话）描写。

19．①与第一回中“木石前盟”神话相呼应；②为后文宝黛爱情的发展作铺垫。

六、（40分）

20． 按《作文等级评分标准》评分

作文等级评分标准

类 型 内 容 结 构 语 言 卷 面

一类卷

（40—35分）

立意有深度

内容充实

感情真实

切合作文要求

结构严谨

条理清晰

语言流畅

用语准确

简洁得体

卷面整洁

书写工整

二类卷

（34—26分）

中心明确

内容具体

感情真实

符合作文要求

层次分明

结构完整
语言通顺

用语较准确

卷面整洁

书写规范

三类卷

（25—18分）

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比较具体

感情较真实

不偏离作文要求

层次清楚

结构较完整

语言较通顺

有个别语病
卷面较整洁

书写较规范

四类卷

（18—0分）

中心不明确

内容不具体

层次欠清楚

结构欠完整

语句不通顺

有不少语病

卷面较零乱

字迹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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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没有标题扣 2分。

2．每 2个错别字扣 1分，重复不计，扣满 3分为止。

3．每少 50字扣 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