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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重庆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语文考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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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深化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发

〔2019〕11 号）和《重庆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渝教基发〔2018〕24 号）的

要求，参照《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 2018

级普通高中学生课程设置及周课时安排表的通知》（渝教基发〔2018〕28 号）的有关规定，

结合我市普通高中教学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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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形式。试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90 分钟。 

二、题型 
试卷包括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古文翻译题、简答题、写作题等。 

三、试卷结构 
试卷分为阅读题和表达题两部分。阅读题约 47 分，分为两类：现代文阅读题约 18 分，

古诗文阅读题约 29 分。表达题约 53 分，分为两类：语言文字应用题约 13 分，写作 40 分。 

阅读题分为现代文阅读和古诗文阅读。现代文阅读涉及：文学类文本阅读、论述类文本

阅读、实用类文本阅读，4 题左右。古诗文阅读包括：文言文阅读、古代诗歌鉴赏、名句名

篇默写，8 题左右。 

表达题分为语言文字应用和写作。语言文字应用，4 题左右；写作，1 题。 

全卷共 17 题左右。 
 

II．考核目标与要求 

重庆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科要求考查考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

评价、表达应用和探究六种能力，表现为六个层级。具体要求如下。 

A．识记：指识别和记忆，是最基本的能力层级。要求能识别和记忆语文基础知识、文

化常识和名句名篇等。 

B．理解：指领会并能作简单的解释，是在识记基础上高一级的能力层级。要求能够领

会并解释词语、句子、段落等的意思。 

C．分析综合：指分解剖析和归纳整合，是在识记和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的能力

层级。要求能够筛选材料中的信息，分解剖析相关现象和问题，并予以归纳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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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鉴赏评价：指对阅读材料的鉴别、赏析和评说，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

在阅读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E．表达应用：指对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运用，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在表

达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F．探究：指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有发现、有创见，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

础，在创新性思维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对 A、B、C、D、E、F 六个能力层级均可有不同难易程度的考查。 

 

III．考试范围与要求 

重庆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科以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所规定的内容为考试的基本范围，重点考查必修课程“语文 1”至“语文 5”所涉

及的内容。 

一、现代文阅读 
现代文阅读考查，可选课内外文本，现代文阅读内容及相应的能力层级如下。 

（一）考试内容 
1．文学类文本阅读 
阅读和鉴赏中外文学作品。了解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

表现手法。 

阅读鉴赏文学作品，应注重价值判断和审美体验，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内涵，分

析艺术表现力。理解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探索作品的意蕴。 

2．论述类文本阅读 
阅读中外论述类文本。了解政论文、学术论文、时评、书评等文本的文体基本特征和主

要表达方式。 

阅读论述类文本，应注重文本的说理性和逻辑性，分析文本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 

3．实用类文本阅读 
阅读和评价中外实用类文本。了解新闻、传记、报告、科普文章等文本的文体基本特征

和主要写作手法。 

阅读实用类文本，应注重真实性和实用性，准确解读文本，筛选整合信息，分析思想内

容、构成要素和语言特色，评价文本的社会功用，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 

（二）能力层级 
1．理解 B 
（1）理解文中重要词语、概念的含义 

（2）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 

2．分析综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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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 

（2）归纳内容要点，理清作者思路，把握文章结构 

（3）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概括作品主题 

（4）分析文本的文体特征、语言特色和主要写作手法 

3．鉴赏评价 D 
（1）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术 

（2）鉴赏作品中的形象，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3）评价作品的主要观点及其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 

4．探究 F 
（1）发掘作品的意蕴，探究作品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 

（2）探讨作者的写作背景和写作意图 

（3）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古诗文阅读 
阅读浅易的古代诗文。 

1．识记 A 
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 

2．理解 B 
（1）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 

（2）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 

常见文言虚词：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也、以、因、于、与、则、

者、之。 

（3）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 

不同的句式和用法：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成分省略和词类活用。 

（4）了解并掌握常见的古代文化知识 

（5）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 

3．分析综合 C 
（1）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 

（2）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3）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4．鉴赏评价 D 
（1）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 

（2）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三、语言文字应用 
正确、熟练、有效地使用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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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识记 A 
（1）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 

（2）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 

2．表达应用 E 
（1）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 

（2）辨析并修改病句 

病句类型：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结构混乱、表意不明、不合逻辑。 

（3）选用、仿用、变换句式，扩展语句，压缩语段 

（4）正确使用常见的修辞手法 

常见修辞手法：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反复、设问、反问。 

（5）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 

（6）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四、写作 
能写论述类、实用类和文学类文章。 

表达应用 E 
1．善于观察生活，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2．准确全面地理解作文题意要求，据此构思行文 

3．观点明确、内容充实，感情真实健康，思路清晰，能围绕中心选取材料，合理安排

结构 

4．根据表达需要，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恰当地运用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

情等表达方式 

5．根据个人特长和兴趣写作，表达有个性、有创意 

6．能修改文章 

 
文言诗文背诵篇目 
 

1．氓《诗经》 

2．赤壁赋           苏  轼 

3．劝学(君子曰：学不可以已……用心躁也)         荀  子 

4．蜀道难           李  白 

5．登高            杜  甫 

6．琵琶行           白居易 

7．念奴娇（大江东去）        苏  轼 

8．永遇乐（千古江山）        辛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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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样卷及参考答案 

样卷 

一、现代文阅读（本题 4 小题，共 18 分） 
雪夜的老人 

叶骑 

雪花平平仄仄落下来，散在我的脸上，像一根针，刺入肌肤，告诉我，自己还在这个城

市活着。 

寒冷。这是这个城市，在这个夜晚，留给我唯一真实的印记。 

三年了，一千多个日夜，我三次告别父母，远走他乡，在这个城市开始自己的事业。但

最终，三次创业换来的结局，是最初的壮志雄心成了今晚口袋里仅剩的 15 块钱。我淡淡发

笑，索性把这 15 块钱，再换成 3 罐啤酒。一无所有，大概，不过如此吧。 

我拿出手机，突然有倾诉的欲望。但打给谁呢。爸妈？万万不能。朋友？能说真心话的

又有几人。不如，就跟眼前的夜相对无言吧，何必倾诉，谁愿倾听？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看着这个城市的灯火，突然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你捂住嘴巴，它就会从眼睛里

跑出来。 

夜越来越深，气温几乎跌至冰点，整个公园除了自己这个失意人，已经找不到其他行人。 

我独自对着这茫茫夜色，雪花漫天飞舞。不知道什么时候，对面的长椅上来了一个老人。 

老实说，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老人的到来。兴许，他恰巧从这里路过，或是心里也

藏着一点心事，而我，一个年轻人在这里坐着，他干脆也坐上片刻，这么冷的天，他不会待

得太久。 

我沉浸在三年创业的岁月里，分不清哪是雪，哪是泪。老人一直在我对面坐着，偶尔用

目光打量一下我，像问候，像关怀，似乎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我渐渐对这个老人有些好奇，不知道他这样跟我面对面坐着，是巧合，还是另有用意。 

我前几天看报纸，说这附近的一个社区，成立了一个老年服务队，专门给需要帮助的陌

生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莫非，他是这个服务队的成员，怕我一时做出什么傻事？ 

或者，是我长得像他的孩子，而他也曾在深夜里，看见自己的子女在生活面前声泪俱下、

遍体鳞伤，眼前的这一幕勾起了他内心深处的回忆？ 

抑或，他是自己一个远方未曾谋面的亲人，我不认得他，而他记得我，这个孤独的夜晚，

他在无声地陪伴？ 

我黑色幽默般地放飞想象，希望求得一丝慰藉。但最终，悲伤如雪花般向我袭来，生活

的痛楚，再次将我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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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夜色已深，是离开的时候了。眼前这个老人到底是谁，又何必在意。 

我站起身，朝自己的出租房走去。 

没走几步，隐隐察觉到，身后的老人也起了身子。 

我转过头，恍惚中，看见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到长椅旁，弯腰，捡起地上的 3 个罐装啤酒

瓶，微微向我致意，然后，安静地离开了公园。 

我怔怔站在原地，突然明白过来，却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拾荒老人，他用雪地一晚的守候，换来了 3 个易拉罐。 

我望着老人远去的方向，蓦地记起他坐在公园长椅上，任由雪花飘落的那份倔强。或许，

在他的一生中，还经历过无数这样的夜晚，雪花可以落在他的头上，可以刺进他的肌肤，但

大雪，从未将他掩埋。 

风雪愈紧了。 

我拨通母亲的电话，告诉她，今年生意没做好，但自己所在的城市下了一场大雪，老家

说，瑞雪兆丰年，明年一定会是一个好年成。（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淡淡发笑、余钱换酒这两个细节写出了“我”面对创业失败的坦然平静，表现了“我”

旷达潇洒的性格特征。 

B．“我”没有注意到老人的到来，是因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也因为老人丝毫没

有打扰我。 

C．老人与“我”素昧平生，却在雪夜中默默陪伴，让“我”感受到人间温情，产生了

自我救赎的力量。 

D．文末“我”拨通母亲的电话这一细节，表明“我”明白了亲情的珍贵，突显了家是

心灵港湾的主题。 

2．下列对小说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说开头对环境的描写极富主观色彩，很好地衬托出了人物的心理，也奠定了全篇

伤感消沉的情感基调。 

B．小说叙事别具匠心，大量篇幅都在讲述“我”的故事，同时，通过“我”的转变也

突显了老人的形象。 

C．小说善用对比手法，有“我”前后心理的对比，有“我”与老人的对比，还有老人

的境遇与生活态度的对比。 

D．小说以描写风雪始，以描写风雪终，以“我”不给父母打电话始，以拨通母亲的电

话终，首尾呼应，结构严谨。 

3．请根据故事情节梳理“我”的心理变化过程。（6 分） 

4．小说中“我”对老人的身份做了种种猜测，这个情节在刻画人物方面有何作用？（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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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诗文阅读（本题 8 小题，29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5～9 题。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

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

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赵王

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

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

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

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

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

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

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 
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

十五都予赵。 
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

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

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 
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

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5．下面加点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   遗：送 
B．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    患：担心 
C．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    辞：告辞 
D．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  度：估计 

6．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

请指示王/ 
B．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

请指示王/ 
C．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

请指示王/ 
D．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

请指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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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布衣，布制的衣服，古代未做官的读书人专用服装，也用来称未做官的读书人。 

B．斋戒，古人在祭祀或行大礼前，沐浴更衣，戒其嗜欲，以表达虔诚庄敬之意。 

C．有司，主管某方面事务的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官吏为“有司”。 

D．九宾，古代外交上最隆重的礼仪，由九名礼宾人员，依次传呼接引宾客上殿。 

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蔺相如顾全大局，敢于担当。在赵国君臣为是否予秦璧左右不定，并为出使人选犯

难时，他毛遂自荐，担起了出使强秦的使命。 

B．蔺相如心思细密，应对机敏。他通过秦王得到和氏璧后的言行，看出了秦王的意图，

于是巧施计策，从秦王手中拿回了和氏璧。 

C．蔺相如能言善辩，胆识过人。他义正词严，当场揭穿秦王的用意，并表达了与璧俱

碎的决心，让秦王有所忌惮，不敢强行夺璧。 

D．蔺相如忠心报国，不惧危难。为完璧归赵，他让随从乔装成平民，带着和氏璧从小

路回到赵国，完全不顾自己会陷于危险之境。 

9．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6 分） 

（1）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 

（2）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 2 小题，共 7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 10～11 题。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0．上阕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运用的修辞手法，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拟人  借代 

B．夸张  比喻 

C．比喻  借代 

D．夸张  排比 

11．词中用周瑜的典故，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请简要分析。（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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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篇名句默写（4 分） 
12．补写出下列句中的空缺部分。 
（1）静言思之，             。(《诗经·氓》) 
（2）无边落木萧萧下，             。(杜甫《登高》) 
（3）君子生非异也，             。（《荀子·劝学》） 
（4）元嘉草草，封狼居胥，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三、语言文字运用（本题 4 小题，共 13 分） 
13．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3 分） 

①道路扩建作为一种公共事务，很容易遭遇“搭便车困境”，人人都想，却不愿意为此

支付成本，最终可能导致公共事务困难重重、不了了之。 
②多一点理性与权衡，多一些为自己考虑，本来，可是，心中只有自己却没有他人的位

置，满腹得与失的算计，却很有可能因小失大甚至得不偿失。 
③在孩子眼中，自然可能是有着美丽叶脉的落叶，是金色阳光下振翅的蝴蝶，是一下午

才爬出一米远的毛毛虫。这样一个的世界，教孩子们如何不爱它？ 
A．坐收渔利  不容置疑  变幻莫测 
B．坐享其成  无可厚非  变幻莫测 
C．坐享其成  不容置疑  变幻无常 
D．坐收渔利  无可厚非  变幻无常 

1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3 分） 
A．《经典咏流传》采用“和诗以歌”的形式，流行音乐和经典诗文相结合，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递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 
B．除了要在食品安全方面继续细化监管,如何保证网上订餐平台所掌握的大量用户信

息，也是加强网络餐饮监管所应该关注的问题。 
C．影片《春江水暖》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生活经历，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当代

中国的市井风貌和人们之间的情感状态。 
D．法国巴黎圣母院的失火，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关注，仅当日，各大网络媒体上关于这

一新闻的点击量都超过了 91.2 万次以上。 
15．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最恰当的一句是（3 分） 

随着网络信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读写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以前的以纸质

为载体的读写方式逐渐转变为以电脑、手机为载体的读写方式，          。“微写作”

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写作的主要方式。 
A．随着微博与微信的蓬勃发展，“微”与读写方式已密不可分 
B．微博与微信的蓬勃发展，已让读写方式与“微”密不可分 
C．特别是随着微博与微信的蓬勃发展，“微”与读写方式已密不可分 
D．特别是随着微博与微信的蓬勃发展，读写方式已与“微”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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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仿照下面的句子，在横线上续写两句话。要求：语意连贯顺畅，与前面的句子一起构成

排比。（４分） 

种子如果害怕埋没，那它就永远不能发芽;       ，        ； 

       ，         。 

 

四、写作（40 分） 

17．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要求：根据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

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600 字。 

 
参考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本题 4 小题，共 18 分） 

1．B   

2．A 
3．失意消沉—渴望慰藉—悲伤痛楚—重燃希望 

4．①突出“我”渴望获得安慰的心理。 

②与后文老人的真实身份和意图形成反差，突出老人孤独而又坚强的形象。 

 

二、古代诗文阅读（本题 8 小题，共 29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 5 小题，共 18 分） 

5．C 

6．B 

7．A 

8．A 

9．（1）计策还没有确定，寻找能够出使回复秦国的人，没有找到。 

（2）最终在朝堂上接见了相如，结束礼仪后让他回去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 2 小题，共７分） 

10．Ｂ 

11．①对周瑜儒雅风度和丰功伟绩的赞美和景仰之情。 

②对自我人生坎坷、壮志难酬的感慨之情。 
（三）名篇名句默写（4 分） 

12．（1）躬自悼矣 

（2）不尽长江滚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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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善假于物也 

（4）赢得仓皇北顾 

 

三、语言文字运用（本题 4 小题，共 13 分） 

13．B   

14．C   

15．D   

16．答案示例：鲜花如果害怕凋谢，那它就永远不能绽放；航船如果害怕风浪，那它就

永远不能到达彼岸。 

 

四、写作（40 分） 

17．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