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2023 年单独招生考试《数学》模拟试题 

一、判断题（每小题 1分，共 20分。） 

（    ）1.小于 5的所有正整数的集合可以表示为{1,2,3,4}。 

（    ）2.不等式两边同时乘（或除以）同一个正数，不等号的方向改变。 

（    ）3.𝑓(𝑥) = 𝑥 + 1与𝑔(𝑡) = 𝑡 + 1不是同一个函数。 

（    ）4.对数函数图像都经过点(1,0)。 

（    ）5.侧棱垂直于底面的棱柱称为斜棱柱。 

（    ）6.正棱锥的侧面是全等的等腰三角形。 

（    ）7.若直线与圆有两个公共点，则直线与圆相交。 

（    ）8.圆柱的两个底面可以不平行。 

（    ）9.函数𝑓(𝑥) = −3𝑥 + 1在(−∞, +∞)上是减函数。 

（    ）10.必然事件的概率为 1。 

（    ）11.偶函数的图像关于原点中心对称。 

（    ）12.(
1

2
)𝜋 < (

1

2
)3.14。 

（    ）13.正弦函数是周期为𝜋的周期函数。 

（    ）14.分段函数的定义域是自变量的各段不同取值范围集合的交集。 

（    ）15.简单随机抽样为等可能性抽样，即每一个个体被抽取的概率相等。 

（    ）16. 函数𝑦 = 𝑐𝑜𝑠𝑥是偶函数。 

（    ）17.棱柱的侧棱相等且平行。 

（    ）18.log3 0.7 > log3 0.9。 

（    ）19.{1,2,3,4,5}和{5,4,3,2,1}表示同一个集合。 

（    ）20.如果𝑎 > 𝑏,那么4𝑎 − 2 > 4𝑏 − 3。 

二、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40分） 

21.已知集合𝐴 = {2,4,5}, 𝐵 = {0,1,2}，则A ∩ B =（      ） 

𝐴.{0}             𝐵.{1}          𝐶.{2}          𝐷.{4} 



22.用列举法表示方程𝑥2 − 𝑥 − 6 = 0的解集为（     ） 

𝐴.{−3,2}          𝐵. {3, −2}      𝐶.{3}          𝐷.{−2}  

23.函数y = log2(𝑥 − 3)的定义域是（     ） 

𝐴.(2, +∞)          𝐵.(−∞, 2)      𝐶.(3, +∞)       𝐷.(−∞, 3) 

24.下列各指数函数中，在区间(−∞, +∞) 上为增函数的是(      )   

   𝐴. y = 1.3𝑥       𝐵.y = (
𝜋

7
)𝑥       𝐶. y = 0.5𝑥      𝐷.y = (

1

3
)𝑥 

25.已知圆柱底面直径为 8，高为 10，则该圆柱的体积为（      ） 

𝐴.16π             𝐵.64π           𝐶.160π          𝐷.640π 

26.已知两点A（1，0）和B（2，3），则直线AB的斜率为（     ） 

𝐴.
1

2
              𝐵.

3

2
            𝐶.2              𝐷.3 

27.直线x + y + 1 = 0的斜率是（      ） 

𝐴.−1             𝐵.0            𝐶.1              𝐷.2 

28.圆(𝑥 + 3)2 + (𝑦 − 2)2 = 7的圆心坐标为  （      ） 

𝐴.(3, −2)          𝐵.(−3,2)       𝐶.(3,2)            𝐷.(2,3) 

29.若直线y = 2x − 1与y = 2x − 𝑎重合，则𝑎 =（      ） 

𝐴.−1             𝐵.0            𝐶.1               𝐷.2 

30.在定义域内，下列函数既是奇函数，又是增函数的是（     ） 

𝐴.y = 5x        𝐵.y =
3

𝑥
          𝐶.y = 𝑥2          𝐷.y = √𝑥 

31.下列各点中，在函数𝑦 = 2𝑥2-5的图像上的点是（     ） 

𝐴.(−1,1)          𝐵.(0,0)         𝐶.(1,1)            𝐷.(2,3) 

32.已知函数𝑓(𝑥) = 𝑚𝑥2 − 5,若𝑓(2) = 11,则𝑚的值为（     ） 

𝐴.−1             𝐵.1           𝐶.2              𝐷.4 

33.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𝐴.任何事件的概率总是在(0,1)之间 

𝐵.频率是客观存在的，与试验次数无关 

𝐶.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频率一般会非常接近概率 



𝐷.若某种奖券的中奖率为30%，则某人买此券 10张，一定有 3张中奖 

34.同时抛掷 1元与 1角的两枚质地均匀的硬币，两枚硬币都出现正面的概率为（     ） 

𝐴.0             𝐵.0.25           𝐶.0.5              𝐷.1 

35.若样本数据2,3,4,5, 𝑥的样本均值是 4，则𝑥 =（     ） 

𝐴.2               𝐵.4               𝐶.6              𝐷.8 

36.已知点𝐴(−1,1)和𝐵(5,3),则线段𝐴𝐵的中点坐标为（     ） 

𝐴.(1,1)           𝐵.(2,2)          𝐶.(1,3)           𝐷.(2,3) 

37.已知直线的斜率为−1，则直线的倾斜角为（     ） 

𝐴.0              𝐵.
𝜋

2
            𝐶.

3𝜋

4
              𝐷.𝜋 

38.设直线𝑙的斜率是√3，在𝑦轴上的截距是−1，则直线𝑙的斜截式方程为（     ） 

𝐴.𝑦 = √3𝑥 − 1    𝐵.𝑦 = √3𝑥 + 1  𝐶.𝑦 = 𝑥 − √3     𝐷.𝑦 = 𝑥 + √3 

39. 把函数𝑦 = 𝑐𝑜𝑠𝑥的图像向右平移（     ）个单位可得函数𝑦 = 𝑠𝑖𝑛𝑥的图像。 

𝐴.
𝜋

6
              𝐵. 

𝜋

4
           𝐶.

𝜋

3
             𝐷.

𝜋

2
 

40.若log4 𝑥 = −2，则𝑥 =（     ） 

𝐴.
1

64
             𝐵.

1

16
           𝐶.8              𝐷.16 

  



附参考答案 

一、判断题 

1.√，  2.×，  3.×，  4. √，5. ×， 6. √， 7. √， 8. ×，   9.√， 10. √ ， 

11. ×，12. √，13.×，14. ×，15. √，16. √，17. √，18. ×， 19.√， 20. √ 

二、单项选择题 

21. 𝐶， 22. 𝐵， 23. 𝐶， 24. 𝐴， 25. 𝐶， 26. 𝐷， 27. 𝐴， 28. 𝐵， 29. 𝐶， 30. 𝐴，

31. 𝐷， 32. 𝐷， 33. 𝐶， 34. 𝐵， 35. 𝐶， 36. 𝐵， 37. 𝐶， 38. 𝐴， 39. 𝐷， 40. 𝐵。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2023 年单独招生考试《英语》模拟题 

一、词义配对（每题 2分，共 20分） 

（一） 

1.  pen                              A. 秘密 

2.  report                              B. 下雨 

3.  secret                              C. 钢笔 

4.  rain                                D. 智慧 

5.  wisdom                             E. 报告 

（二） 

6.  take care of                         A. 一周两次 

7.  twice a week                        B. 看牙医 

8.  get some rest                         C 照料 

9.  junk food                            D. 多休息 

10. see a dentist                           E. 垃圾食品 
[答案]  1-5  CEABD       6-10  CADEB     

二、单项选择（每题 2分，共 20分） 

11. _____ went hiking last weekend because of the bad weather. 

      A．Someone           B．No one 

      C．Everyone           D．Nothing 

[答案]  B 

[解析]  根据“because of the bad weather”可知，因为天气不

好，没有人去远足。 

12. _____China is no longer ______China of the past.  

      A. /; /  B. The; the  C. The; /     D. /; the 

[答案]  D 



 

[解析]  前者是表示国家的专有名词，其前不加冠词, 后者由

限制性定语所修饰，故应加定冠词。 

13.Where did your family go______ vacation? 

A．for     B．in     C．on     D．at 

[答案]   C    

[解析] 句意：你的家人去哪里度假了？for 为了……；in

在……里；on 在……上；at 在……； on vacation 度假，是

一个固定短语。所以选 C。 

14. The plane will _______ soon. So please be quick, driver. 

A．take on     B．put on     C．take off     D．take out 

[答案]   C    

[解析]  题干的含义是飞机就要起飞了，我们必须快点。根

据选择项的提示我们可以知道只有 take off 才有起飞之意，

故选 C。 

15. ---Why not stop _______ a rest? 

---Oh, it’s so exciting that I can’t stop _______ the kite. 

A．having; flying 

B．to have; to fly 

C．having; to fly 



 

D．to have; flying 

[答案]  D 

[解析]  句意：—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息?  —哦，它是如此令

人兴奋，我忍不住放风筝。stop doing sth.是停止做某事 指停

止做原来的事情；stop to do 是停下(手头的事情)去做另外一

件事；can't stop doing 禁不住做某事；忍不住去做某事。结

合句意及语境可知选 D。 

16．---      ,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o park my car? 

---Sure. There’s an underground parking lot over there. 

A．Let it go B．Pardon me C．Excuse me D．On the way 

[答案]  C 

[解析]  句意：——打扰一下，你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停我

的车吗？——当然，在那里有一个地下停车场”。 

考查情景交际。A.随它吧；B.请再说一遍；C.打扰一下；D.

在途中。根据句意可知，表示打扰对方，用 excuse me，故选

C。 

17.This place is worth _______. 

A．visit     B．visits     C．visiting     D．Visited 

[答案]  C 

[解析]  句意：这个地方值得参观。Be worth doing 表示值得

做某事，故选择 C。 



 

18．---Listen! Tom ________ be listening to the music while 

doing his homework. 

---Let’s go upstairs to remind him to turn it off. 

A．should   B．could    C．would   D．must 

[答案]  D 

[解析]  句意：—听！汤姆一定是一边做作业一边听音乐。

—让我们上楼去提醒他把音乐关掉。 

考查情态动词用法。should 应当；could 可以，可表示婉转语

气或用于过去时；would 将会，将要；must 必须，表示猜测

时，意为“一定”。由答语中的 turn it off 可知，此句是猜测汤

姆一定是在边听音乐边做功课，应选 D。 

19．---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talk show The Readeron CCTV? 

---Sure. It's a great TV program ________ brings the habit 

of reading back into the public. 

A．that   B．what    C．who    D．whom 

[答案]  A 

[解析]  句意：——你对中央电视台的脱口秀《朗读者》感

兴趣吗？——当然。这是一个很棒的电视节目，它把阅读习

惯带回到公众之中。 

考查定语从句。分析题干可知先行词是“a great TV program”，

先行词是物，从句缺主语，指导词用 which 或 that，应选 A。 

20.  ---_______everyone here today？ 

---Yes ，we are all here． 

A ．Are  B．Is   C．Am  D. Was 



 

[答案]  B 

[解析] everyone“每个人”，当第三人称单数理解。——“每个

人都来了吗？” ——“是的，我们都在这儿。” 

三、阅读理解（每题 1分，共 10分） 

                       （一） 

Jim is an English boy. He comes to China with his father 

and mother. They come here to work. Jim comes here to study.  

He is in No. 5 Middle School. He gets up early every day. 

He isn’t late for school. He studies hard. He can read and write 

English well. He often helps us with our English, and we often 

help him with his Chinese. After class he likes playing football, 

swimming, running, jumping and riding. He makes many 

friends here. We are glad to stay with him. On Sunday he often 

helps his mother clean the house, mend something or do the 

shopping. He likes Chinese food very much.  

He likes living here. He likes Chinese students very much. 

We all like him , too.  

根据短文内容,判断以下句子的正误.对的在括号内填

“ T ”， 错的填“ F ”。  

(   )21. He gets up late every day.  

(   )22. He often teaches us English.  

(   )23. After class , he likes singing and playing basketball.  

(   )24. On Sunday he often helps his mother clean the house.  

(   )25. He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答案]  F T F T F 

[解析] 【主旨大意】简单介绍了生活在中国的英国男孩吉姆

的个人信息以及他的学习生活。 

21. F 细节判断题,由 He gets up early every day.可知。 

22. T 推理判断题,由 He often helps us with our English,可知。 

23. F 细节判断题,由 After class he likes playing football, 

swimming, running, jumping and riding. 可知。 

24. T 细节判断题,由第二段第四行可知。 

25. F 细节判断题,由第二段最后一句可知。 

                            （二）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bus. Some have seats, but 

some have to(不得不) stand. At a bus stop, a woman gets on the 

bus. An old man hears the door and tries (试着) to stand up. 

“Oh, no, thank you,” the woman forces (强迫) him back 

to the seat. “Please don't do that. I can stand.” 

“But, madam(夫人), let me…,”says the man. 

“I ask you to keep your seat(坐在你的座位上)，” the 

woman says. She puts(放) her hands on the old man's 

shoulder(肩膀). 

But the man still(仍然) tries to stand up,“Madam, will you 

please let me…?”“Oh, no,”says the woman. She again(又) 

forces the man back. 

At last(最后) the old man shouts(大声喊), “I wants to get 



 

off(下车) the bus!” 

根据短文内容,判断以下句子的正误.对的在括号内填

“ T ”， 错的填“ F ”。 

(   )26.All the people have seats in the bus. 

(   )27.An old man gets on the bus at a bus stop. 

(   )28.The old man wants to give his seat to he woman. 

(   )29.The woman sits the old man's seat. 

(   )30.The old man wants to get off the bus. 

[答案]  F F F F T 

[解析] 【主旨大意】乘车时给老年人让座是我们中西方共有

的优良传统。但是文中的这个人做事有点鲁莽，好心办了一

件坏事。 

26.F 细节判断题，由 Some have seats, but some have to(不得

不)stand,可知。 

27. F  At a bus stop ,a woman gets on the bus.可知。 

28. F  细节判断题，由文章最后一句可知 The old man 想要下

车而非让座。 

29. F 整体把握题，通读全文，老人想下车，却一直没能站起

来。 

30.T 细节判断题，由文章最后一句可知。 

四、补充对话（每题 1分，共 10分） 

Li Ying:  ___31____. Are you Mr. Smith? 

Mr. Smith: Oh, yes. Simon Smith. Are you a newcomer? 

Li Ying: _____32_____. I’m a graduate from Binhai College. 



 

My major is marketing. 

Mr. Smith: Very good. ____33_____. 

Li Ying:  I’m happy to work here. I know ____34____. 

Mr. Smith: And you may also know I’m a lover of Chinese food! 

___35___ . 

Li Ying: Thank you. I don’t have mine yet, but you could have 

my e-mail address and WeChat ID. 

Mr. Smith: That’s fine. Let me take them down in my cell 

phone. 

 

A. Welcome to our company 

B. Excuse me 

C. you are the general manager 

D. Oh, yes. How do you do, Mr. Smith? My name is Li Ying 

E. Here is my card 

 

[答案]  B  D  A  C  E 

 



1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2023 年单独招生考试《语文》模拟题 

一、判断题（每题 1分，共 20分） 

1.“浩浩汤汤．”中的加点字读作“shānɡ”，该词语现在形容事物的广阔壮大，或

前进的人流声势浩大 。                                          （  ） 

2.“莘莘．．学子”中的加点字读作“xīnxīn”，该词语指众多的学生。    （  ）                       

3.“天燃气”这个词语中的“燃”字，书写正确。                   （  ） 

4.“他苦心孤诣地读了十年书，终于考上了心仪的大学。”这句话中的成语使用

正确。                                                         （  ） 

5.“我把自行车放在商店外面，等我出来时它却不胫而走了。”这句话中的成语

使用正确。                                                     （  ） 

6.“邻之厚,君之薄也”是被动句。                                （  ） 

7.“智能电视逐渐走进千家万户，况且，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智能电视机存在

开关机广告无法消除的情况。”这句话存在语病。                   （  ） 

8.“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此句既是秋景，也是抒怀，写出了杜

甫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沉郁悲凉。                                  （  ） 

9.“近年来，随着相关文件出台，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这句话的标点符号使用正确。                                     （  ） 

10.“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中的“群”是名词作状

语。                                                           （  ） 

11“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描写的主人公祥林嫂，

出自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                                   （  ）                                                        

12.“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杜甫的词作，其中“念奴娇”是词牌名。  （  ）                                         

13.“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指的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春节，“屠

苏”是一种酒，饮屠苏酒也是古代过年时的一种习俗。               （  ） 

14.《触龙说赵太后》节选自《礼记》。                            （  ） 

15.“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中的“有”是“拥有”的意思。          （  ） 

16.汉语中存在较多的谦称和敬称，其中“令尊、令母”是敬称。      （  ）                                      

17.短篇小说《变色龙》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小说栩栩如生地

塑造了虚伪逢迎、见风使舵的巡警奥楚蔑洛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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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三纲五常”中的“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达。        （  ） 

19.《威尼斯商人》 是法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是一部具有讽

刺性的喜剧。                                                   （  ） 

20.“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周易》。    （  ） 

二、单选题（每题 2分，共 36分） 

1. 宋词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以下诗人中属于豪放派的是（    ） 

A.晏殊     B.李清照     C.柳永     D.苏轼 

2.下列是儒家代表人物的是（    ） 

A.孔子   B.韩愈      C.老子    D.庄子 

3. 下面搭配正确的一项是（    ） 

A.《师说》——欧阳修            B.《兰亭集序》——王羲之       

C.《庖丁解牛》——荀子           D.《鸿门宴》——班固 

4.《师说》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是一篇（    ） 

A.说明文     B.记叙文     C.议论文     D.应用文 

5.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唐突     犀利     门可罗雀     寥寥无几 

B．储藏     抱负     思辨         苦思瞑想 

C. 伶俐     报道     迁徙         良晨美景 

D. 陷井     甄别     蝉联         旁征博引 

6.下列注音正确的一项是（    ） 

A.淬 ( z ú) 炼           B.偌 ( nuò) 大 

C.熏陶 (tāo )           D.强劲 (jìng)  

7.下列诗人中，被称为“小李杜”的诗人是 

A.李白和杜甫      B.李商隐和杜牧 

C.李白和杜牧      D.李商隐和杜甫  

8.《春江花月夜》是张若虚的名作，以下对作者和作品陈述中正确的是（    ） 

A.张若虚是明代著名诗人。 

B.诗的题目以春、江、花、月四种事物体现了人生动人的良辰美景。 

C.《春江花月夜》在内容上是游子思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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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整首诗充满着欢快的感情色彩。 

9.下列作家作品对应有误的一项是（   ） 

A.《项链》莫泊桑               B.《最后一课》都德 

C.《故都的秋》老舍              D.《朝花夕拾》鲁迅 

10. 《劝学》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文学家荀子创作的一篇论说文，以下关于这篇

文章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这篇文章较为系统地体现了荀子的教育思想。 

B.文章代表了先秦论说文成熟阶段的水平。 

C.文章全面而深刻地论说了有关学习的问题。 

D.文章出自《道德经》。 

11. 《从军行七首》其四是王昌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七言绝句，以下句子不

是出自这首诗的是（    ） 

A.青海长云暗雪山     B.孤城遥望玉门关 

C.黄沙百战穿金甲     D.不与秦塞通人烟 

12.以下关于《蜀道难》这首诗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此诗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代表诗作。 

B.全诗律体与散文间杂，文句参差，以变幻莫测的笔法展现了蜀道峥嵘、高峻、

崎岖的面貌。  

C.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 

D.诗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13.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一位优秀的有 20 多年教学经验的国家队的篮球女教练。 

B.进入 WTO是我国本世纪初要实现的目标。 

C.留在幼儿园的孩子们，都一个一个甜蜜地睡在新钉起来的木版床上。 

D.在休息室里许多老师昨天都同他热情地交谈。 

14.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上世纪初，十三、四岁的胡适沿着崎岖艰险的小路走进上海，漂洋过海到美

国，又回到北京，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成为国人敬仰的国学大师。 

B.小明不明白，为什么要辛辛苦苦读书？更不明白，怎么样把书读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5%9B%BD%E6%97%B6%E6%9C%9F/9451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80%E5%AD%90/28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A%E8%AF%B4%E6%96%87/89734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7%99%BD/104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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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您是喝可乐，还是果汁，还是白开水？ 

D.建筑的美感是朦胧的、但又可以是明确的、建筑的美感是抽象的，但又可以是

具体的。 

15.夸张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以下句子中没有使用夸张修辞手法的是（    ） 

A.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B.看见这样翠绿的麦田,就嗅出白面包子的香味来了。 

C.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D.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16.以下句子中，关联词语使用错误的是（    ） 

A.虽然天气已晚，然而老师仍在灯下伏案工作。 

B.小明自己不跟老师说，却要我说。 

C.因为不努力学习，所以他考不好。 

D.只要多读多背，就能取得好成绩。 

17.从句式的角度看，填入横线上的句子，最恰当的一项是（  ） 

①老师非常严厉地对他说：“这样糟蹋，太不像话了，________________。” 

②他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太可惜了，由于最后一个球没有踢好，

________________。” 

A.①难道你不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吗？②我们的球队被他们打败了。 

B.①难道你不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吗？②他们打败了我们的球队。 

C.①你知道粮食是来之不易的。②我们的球队被他们打败了。 

D.①你知道粮食是来之不易的。②他们打败了我们的球队 

18.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下面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就我国而言，夏至和冬至时分别是白天最长和最短的节气。     

B.紧随秋分之后的节气是白露。 

C.谷雨取自“雨生百谷”之意，此时降水明显增加，谷类作物能茁壮成长。 

D.春分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阳光明媚。春分时节，中国民间有放风筝、吃

春菜、立蛋等风俗。 

三、多选题（每题 3分，共 2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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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叙文是以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为主，以写人物的经历和事物发展变化为

主要内容的一种文体形式。记叙文六要素包括（    ） 

A.感情变化           

B.事件的起因 

C.时间               

D.人物 

2.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唐代和宋代八位散文家的合称，

以下属于唐宋八大家的是（    ） 

A.韩愈    B.柳宗元    C.欧阳修     D.苏洵 

3.《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词作，以下关于这首词作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 

A.《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 

B.该词是对月夜江上壮美景色的描绘。 

C.全词借古抒怀，雄浑苍凉，大气磅礴，笔力遒劲。 

D.曾被誉为“古今绝唱”。 

4.以下关于年龄的文化常识中，对应正确的是（    ） 

A.豆蔻——女子十三四岁           

B.加冠——女子二十岁 

C.而立之年——三十岁 

D.不惑之年——四十岁  

5.孟子是孔子之后、荀子之前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论著作收录于《孟

子》一书，以下出自《孟子》的是（    ） 

A.《鱼我所欲也》 

B.《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C.《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D.《庖丁解牛》 

请阅读以下诗词，回答 6-8题： 

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 

 少⑴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9%E4%BA%8B/337633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9%E6%99%AF/54975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AE%8B%E6%95%A3%E6%96%87%E5%85%AB%E5%A4%A7%E5%AE%B6/808914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4%90%E4%BB%A3/3453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7%E9%98%B3%E4%BF%AE/1278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6%B4%B5/5972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4%BB%A3/98601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8%BD%BC/539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1%AA%E6%94%BE%E8%AF%8D/14529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4%E5%AD%90/158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80%E5%AD%90/28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E%B6%E5%AD%A6%E6%B4%BE/340554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F%E5%AD%90/1085586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F%E5%AD%90/1085586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1%BC%E6%88%91%E6%89%80%E6%AC%B2%E4%B9%9F/49279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97%E9%81%93%E5%A4%9A%E5%8A%A9%EF%BC%8C%E5%A4%B1%E9%81%93%E5%AF%A1%E5%8A%A9/325285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4%BA%8E%E5%BF%A7%E6%82%A3%EF%BC%8C%E6%AD%BB%E4%BA%8E%E5%AE%89%E4%B9%90/1095526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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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⑵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⑶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⑷。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6.下列关于陶渊明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 

B.自号五柳先生，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C.《山居秋暝》、《桃花源记》是其代表作。 

D.其诗多写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生活以及恬静的心境。 

7.对文中字词或句子解释正确的是（    ） 

A.⑴少指幼儿时代。       

B.⑵守拙的含义即守正不阿。 

C.⑶依依指轻柔的样子。     

D.⑷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全是化用汉乐府《鸡鸣》篇的“鸡鸣高树颠，犬吠

深宫中”之意。 

8.以下对诗词的理解中，正确的一项是（    ） 

A.陶渊明的这首诗呈现了浮夸奢侈的面貌。 

B.最后一句复得返自然是指诗人不想再重返大自然。 

C.起首四句，先说了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 

D.这首诗体现了陶渊明对官场的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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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二、单选题（每题 2分，共 36分） 

1．D    2．A    3．B    4．C    5．A    6．D 

7．B    8．B    9．C    10．D   11.D   12．C 

13.B    14.C    15.C    16.A    17.A    18.B 

三、多选题（每题 3分，共 24分） 

1.BCD      2.ABCD     3.ABCD     4.ACD     

5.ABC      6.BD      7.BCD       8.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