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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级新生暑期综合素质提升方案

导 学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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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业 计 划 表

第一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课程讲 语文的趣和深 无学案

2 语文 课程讲 语文的广和美 无学案

3 语文 课程讲 高中基本语法上（词和短语） 10

4 数学 课程讲 高中数学：开学第一课 无学案

5 数学 课程讲 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58

6 英语 课程讲 开学第一课 英语 无学案

7 英语 课程讲 合成法 91

8 物理 课程讲 走近物理 无学案

9 物理 课程讲 学习物理 无学案

10 物理 课程讲 “奔跑吧，物体”之引入篇 无学案

11 物理 课程讲 机械运动与质点 126

12 物理 课程讲 参考系、坐标系 127

13 化学 课程讲 什么是化学 无学案

14 化学 课程讲 为什么学化学 无学案

15 化学 课程讲 怎么学化学 无学案

16 生物 课程讲 【开学第一课】为啥学生物？生物学啥？ 无学案

17 生物 课程讲 【开学第一课】生物怎么学？ 无学案

第二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课程讲 高中基本语法下（句子成分） 12

2 数学 课程讲 高次不等式 59

3 数学 课程讲 二次函数在闭区间上的最值问题 60

4 英语 课程讲 派生法 93

5 英语 课程讲 Unit1-词组短语-新高考 94

6 物理 课程讲 时间 128

7 物理 课程讲 路程与位移 130

8 物理 课程讲 标量与矢量的初步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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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化学 课程讲 制备气体的一般思路 158

10 化学 课程讲 复习及拓展：氧气的制取 159

11 化学 课程讲 复习及拓展：二氧化碳的制取 161

12 生物 课程讲 【基础精讲】细胞中的元素 无学案

13 生物 课程讲 【基础精讲】细胞中的化合物 无学案

第三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课程讲 高中易错语病 14

2 数学 课程讲 三角形的重心（1） 61

3 数学 课程讲 三角形的重心（2） 62

4 英语 课程讲 Unit2-词组短语-环游世界 95

5 英语 课程讲 Unit3-词组短语-色彩跑 96

6 英语 课程讲 Unit4-词组短语-台风海贝斯 97

7 英语 课程讲 Unit5-词组短语-英语发展史 98

8 政治 课程讲 高中政治学什么？ 无学案

9 政治 课程讲 高中政治怎么学？ 无学案

10 政治 课程讲 货币的真相—人民币可以无限地印刷吗？ 无学案

11 历史 课程讲 历史学什么 无学案

12 历史 课程讲 历史怎么学 无学案

13 历史 课程讲 中国史初见 无学案

14 地理 课程讲 了不起的地理-爱上地理 无学案

15 地理 课程讲 了不起的地理--达人养成 无学案

第四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课程讲 高中常见修辞（上） 16

2 语文 课程讲 高中常见修辞（下） 18

3 数学 课程讲 第 01讲：从完全平方公式到配方法 63

4 英语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英语词组短语新知预习测试

卷（新人教）
99

5 物理 课程讲 速度 133

6 物理 课程讲 加速度 135

7 化学 课程讲 常见离子的检验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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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化学 课程讲 探究物质的组成 164

9 生物 课程讲 【动画素养课-课本问题探讨篇】细胞中的无机物 无学案

10 生物 课程讲 【基础精讲】细胞中的水 无学案

11 生物 课程讲 【基础精讲】自由水和结合水 无学案

第五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语文初高衔接语法和语用测

试卷
20

2 数学 课程讲 第 02讲：整体代换与换元法 64

3 数学 课程讲 第 03讲：从韦达定理到待定系数法 65

4 英语 课程讲 自然灾害—Tsunami Hits Asia 100

5 英语 课程讲 自然灾害—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1) 102

6 物理 课程讲 位移-时间图像 137

7 物理 课程讲 速度-时间图像 139

8 化学 课程讲 探究物质的性质 166

9 化学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化学实验专题测试卷 169

10 生物 课程讲 【基础精讲】水的极性 无学案

11 生物 课程讲 【基础精讲】细胞中的无机盐 无学案

12 生物 课程讲 【动画素养课-拓展篇】小小盐水关乎生命？ 无学案

第六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课程讲 高中整本书阅读入门 23

2 语文 课程讲 高中散文阅读入门 25

3 数学 课程讲 分类讨论思想 66

4 数学 课程讲 数形结合思想 67

5 英语 课程讲 自然灾害—Words and Expressions 103

6 英语 课程讲 自然灾害——Language Output 105

7 政治 课程讲 国有企业——大学录取通知书为什么都是邮政送？ 无学案

8 政治 课程讲 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看不见的手 无学案

9 政治 课程讲 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看得见的手 无学案

10 历史 课程讲 三维拆解中国古代史 无学案

11 历史 课程讲 抽丝剥茧解惑中国近代史 无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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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历史 课程讲 简明扼要领略中国现代史 无学案

13 地理 课程讲 经纬网上的纬线 无学案

14 地理 课程讲 经纬网上的经线 无学案

第七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课程讲 高中小说阅读入门 28

2 语文 课程讲 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入门 31

3 数学 课程讲 函数与方程思想 68

4 数学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数学思想方法基础卷 69

5 英语 课程讲 语言学习—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106

6 英语 课程讲 语言学习—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2) 107

7 物理 课程讲 认识和使用打点计时器 141

8 物理 课程讲 打点计时器求速度 143

9 化学 课程讲 根据物质的组成分类 172

10 化学 课程讲 根据物质的性质分类 174

11 生物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生物细胞中的元素、化合物和

无机物测试卷（新人教版）
194

第八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课程讲 高中议论文入门上（思维篇） 34

2 语文 课程讲 高中议论文入门下（语言篇） 35

3 数学 课程讲 集合概念 71

4 数学 课程讲 集合的表示 73

5 英语 课程讲 语言学习—Words and Expressions 108

6 英语 课程讲 语言学习—Language Output 109

7 物理 课程讲 2.2匀变速直选运动的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无学案

8 物理 课程讲 匀变速直线运动——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144

9 物理 课程讲 匀变速直线运动——平均速度 146

10 化学 课程讲 分散系及其分类 176

11 化学 课程讲 胶体 177

12 生物 课程讲 细胞中的糖类 无学案

13 生物 课程讲 细胞中的脂质 无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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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语文初高衔接综合测试卷 36

2 数学 课程讲 集合的基本关系 74

3 数学 课程讲 集合间的关系的应用 76

4 数学 课程讲 并集 77

5 英语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英语阅读新知预习测试卷（新

人教）
110

6 政治 课程讲 民主到底是个啥？ 无学案

7 政治 课程讲 村委会和居委会到底是个啥？ 无学案

8 政治 课程讲 民族区域自治那些事儿 无学案

9 历史 课程讲 文明的发展——世界古代史 无学案

10 历史 课程讲 联系的整体——世界近、现代史 无学案

11 历史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历史初高衔接综合测试卷 201

12 地理 课程讲 地图三要素（上） 无学案

13 地理 课程讲 地图三要素（下） 无学案

14 地理 课程讲 初识等高线地形图 无学案

第十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课程讲 劝学：改变 41

2 语文 课程讲 劝学：提高 43

3 数学 课程讲 交集 78

4 数学 课程讲 全集与补集 79

5 英语 课程讲 TEENAGE LIFE AROUND THE WORLD-1 114

6 英语 课程讲 TEENAGE LIFE AROUND THE WORLD-2 115

7 物理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物理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

和时间的关系测试卷
148

8 化学 课程讲 酸、碱、盐的性质 179

9 化学 课程讲 物质的转化 181

10 生物 课程讲 蛋白质① 无学案

11 生物 课程讲 蛋白质② 无学案

12 生物 课程讲 蛋白质③ 无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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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物 课程讲 蛋白质④ 无学案

第十一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课程讲 劝学：提升 45

2 语文 课程讲 劝学：完善 47

3 数学 课程讲 充分条件，必要条件 80

4 数学 课程讲 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81

5 数学 课程讲 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 82

6 英语 课程讲 What Are You Eating in Australia?-1 116

7 英语 课程讲 What Are You Eating in Australia?-2 117

8 物理 课程讲 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与时间的关系 150

9 化学 课程讲 电解质和非电解质 184

10 化学 课程讲 电解质的电离 185

11 生物 课程讲 核酸 无学案

12 生物 课程讲 生物大分子以碳链为骨架 无学案

第十二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课程讲 赤壁赋：理清思路 48

2 数学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数学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测

试卷
83

3 英语 课程讲 美妙音乐-1 119

4 政治 课程讲 导论：课程体系及关键原理 无学案

5 政治 课程讲 疯狂又艰辛的早餐——原始社会 无学案

6 历史 课程讲 旧石器时代及代表文明 无学案

7 历史 课程讲 新石器时期代表及文明 无学案

8 地理 课程讲 等高线识别典型地形部位 无学案

9 地理 课程讲 天体与天体系统 无学案

10 地理 课程讲 地球——普通又特殊的行星 无学案

第十三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课程讲 赤壁赋：赏析语言 50



第 8页

2 语文 课程讲 赤壁赋：提出问题 51

3 数学 课程讲 等式性质与不等式性质 85

4 数学 课程讲 等式性质与不等式性质（2） 86

5 英语 课程讲 美妙音乐-2 120

6 物理 课程讲 匀变速直线运动——速度与位移的关系 151

7 物理 课程讲 匀变速直线运动——ΔX公式 153

8 化学 课程讲 电离方程式 186

9 化学 课程讲 离子反应 188

10 生物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生物细胞中的有机物测试卷

（新人教版）
197

第十四天

序号 学科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1 语文 课程讲 作文立意如何正确？ 53

2 语文 课程讲 作文立意如何深刻？ 55

3 数学 课程讲 基本不等式 88

4 数学 课程讲 基本不等式的简单应用 89

5 英语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英语阅读初高衔接提高测试

卷
122

6 物理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物理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

与时间的关系测试卷
155

7 化学 课程讲 离子方程式的书写 189

8 化学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化学离子反应测试卷(新人教

版)
191

9 生物 课程讲 【实验素养课】酿酒喽！ 无学案

10 生物 课程讲 【实验素养课】酿酒装置了解一下 无学案

11 生物 课程讲 【实验素养课】终于喝到葡萄酒啦 无学案

12 生物 课程讲 【实验素养课】果醋酿好喽 无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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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文

序号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3 课程讲 高中基本语法上（词和短语） 10

4 课程讲 高中基本语法下（句子成分） 12

5 课程讲 高中易错语病 14

6 课程讲 高中常见修辞（上） 16

7 课程讲 高中常见修辞（下） 18

8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语文初高衔接语法和语用测试卷 20

9 课程讲 高中整本书阅读入门 23

10 课程讲 高中散文阅读入门 25

11 课程讲 高中小说阅读入门 28

12 课程讲 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入门 31

13 课程讲 高中议论文入门上（思维篇） 34

14 课程讲 高中议论文入门下（语言篇） 35

15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语文初高衔接综合测试卷 36

16 课程讲 劝学：改变 41

17 课程讲 劝学：提高 43

18 课程讲 劝学：提升 45

19 课程讲 劝学：完善 47

20 课程讲 赤壁赋：理清思路 48

21 课程讲 赤壁赋：赏析语言 50

22 课程讲 赤壁赋：提出问题 51

23 课程讲 作文立意如何正确？ 53

24 课程讲 作文立意如何深刻？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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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基本语法上（词和短语）

1.下面两个“和”，哪个是介词？哪个是连词？

汪峰和．我说，他的歌很摇滚。

汪峰和．我一起听歌。

2.下面两个“啊”，哪个是助词？哪个是叹词？

好厉害的毕加索啊．！

啊．！毕加索好厉害！

3.下面三个“在”，分别是什么词？

李白在．门口。

李白在．门口喝酒！

李白在．喝美酒。

4.指出下面短语分别是什么类型？

肖申克的救赎

机器人总动员

黑客帝国

老人与海

谈 美

流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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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对加点词语“在”的词性判定正确的一项是（ ）

①我在．北京。 ②游击队员们战斗在．华北平原。

③海燕在．高傲地飞翔。 ④我们在．党的关怀下成长。

A．动词 副词 介词 介词 B．动词 副词 副词 介词

C．介词 动词 副词 介词 D．动词 介词 副词 介词

2. 对“下”的词性的分析，正确的一组是（ ）

老虎正要下
①
山，老猎人躲在石岩下

②
，抡起虎叉，突然给了老虎一下

③
。

A．①动词 ②名词 ③量词 B．①形容词 ②名词 ③量词

C．①动词 ②数词 ③量词 D．①介词 ②助词 ③量词

3. 下列各组词分别以一类词为主，其中不同的词是哪个？（ ）

A．学生 B．交通 C．秋天 D．消失

4.下列词语词性完全相同的是（ ）

A．学生 一圈 扩大 碧绿

B．善良 嫉妒 陡峭 后面

C．他们 傍晚 消失 怀念

D．河流 附近 友谊 情操

5. 下列句子中，画线词的词性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

A．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该一起抓。 我很愿意和大家讲一讲这件事情的经过。

B．这座房子朝南。 他朝北跑掉了。

C．他在学校里。 你是没看见吧，他不在那里吗？

D．运动会上，他得了百米冠军。 他的字写得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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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基本语法下（句子成分）

1.找出下列句子的句子主干。

①奥巴马疯狂地追刘慈欣的《三体》去了。

②两只黄鹂在翠柳上高兴地唱北方民歌。

③张艺谋是我国当代改革开放之后一位著名的导演。

2.指出下列句子的复句类型。

①大家都要去读书，大家都要去旅行。

②凡是每天坚持阅读的人，以后绝对是高手。

③要是我们在十一维空间，估计就能逆转时间了。

④爷爷的脸已经灰黄了，而且还有深深的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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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那场秋雨下了二十三天，于是她感到无比寂寞。

1.下列各项句子缩句正确一项是（ ）

A.科学家是在理性的最高法庭上对自然界最忠实的诠释者。缩句：科学家在法庭。

B.在这场斗争中，英国会起到伟大而崇高的作用。缩句：斗争起到作用。

C.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缩句：人感到苦恼。

D.再好的书也将失去其巨大的魅力和价值。缩句：书将失去魅力和价值

2. 对下列复句关系判断有误的一项是（ ）

A.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并列复句）

B.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假设复句）

C.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 （因果复句）

D.他抽了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承接复句）

3. 下列各组句子（①原句，②缩句）中，缩句的意思与原句的意思不相符的一项是（ ）

A.①祖父正在找五十年前的照片。 ②祖父找照片。

B.①学业的精深造诣来自勤奋。 ②学业来自勤奋。

C.①伏尔泰直接面对这种轻薄无聊而又凄惨忧郁的社会。②伏尔泰面对社会。

D.①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 ②立场是明确的。

4.主谓短语充当谓语的一项是（ ）

A.他身材高大。B.他的身材高大。C.他有高大的身材。D.身材高大的就是他。

5.下面句中“幸福”充当的句子成分，依次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①我们的生活真幸福 ②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③幸福来之不易④幸福生活万年长

A.①补语 ②谓语 ③主语 ④定语

B.①谓语 ②宾语 ③主语 ④定语

C.①谓语 ②补语 ③主语 ④定语

D.①谓语 ②谓语 ③状语 ④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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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易错语病

修改下面的病句。

1. 一个厉害的有 500多年修仙经验的武当山的剑术高手。

2.在雪山上很多志愿军战士昨天都和联合国军勇敢地拼刺刀。

3.你如果手机玩太久，北大录取通知书就没了。

4.武功练得厉不厉害，关键在于你马步蹲得好。

5.很多青少年热衷于西方文化，因而真正读书的人变少了。

6.《三国演义》里的祢衡对于很多人是陌生的。

7.张三的演艺水平似乎很一般，却偷税漏税，罚了几个亿。

8.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罗金森就特别喜欢表演，多部喜剧电影后，他塑造了“憨豆先生”这个不朽的喜剧形象。

9.莫言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的人很多。

1.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专家指出，由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感染引起的腹泻均没有特效药，因此要养成勤洗手、不喝生水等健康习惯，

切忌生熟食物分开，避免交叉污染。

B.一花独放不是春，为了让每一户贫困户都稳定脱贫长久致富，王书记针对本村资源优势和村内劳动力不足，

提出了“发展庭院经济”的方案。

C.在国内部分乳品制造企业曝出诚信危机之后，豆奶作为替代品进入了消费者的视野，从而引发了投资者对相

关行业发展前景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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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广大考古工作者要牢记嘱托，既要着眼当下，又要谋划长远，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传承好、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2.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近年来，国家旅游局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开展整治“不合理低价游”，已查处很多家违法旅行社，重拳之下，

却还有部分旅行社依然在“顶风作案”。

B.从一分一毛的“锱铢必较”，到成百上千的“大刀阔斧”，从谈判现场唇枪舌剑、以情动人，到大量的前期

调研、市场分析，医疗价格谈判体现着浓浓的人民情怀。

C.政府应转变观念，逐步放开医疗价格管制，树立医保与医院协商谈判定价机制，让医生的技术价值得到合理

回报，缓和医患关系。

D.领导们听取了研究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的总体情况汇报，结合展板和实物了解了病毒致病机理

研究、药物筛选、疫苗和抗体研制等进展情况。

3.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A.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其实有太多共通之处，只有两者改变彼此观望的状态，转为互相吸收对方优势，才能互

相得益，共同提高文学的健康发展。

B.针对不同贫困区域和不同贫困农户的具体情况，地方政府对扶贫对象进行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弥补了以前

粗放扶贫的不足。

C.学者李欧梵在新近出版的《人文六讲》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要重构人文学科，对文学、音乐、艺术、

电影等进行触类旁通的研究。

D.食品安全事件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虽然有关部门采取了严厉打击措施，但谁又能防止这样的安全问题不会

再次出现？

辨识语病的窍门：

1.语感、语义、语法

2.抽取主干

3.盯住介词

4.弄清句意



第 16页

高中常见修辞（上）

1.判断下面句子的修辞手法。

北大未名湖畔的秋色，简直就是一幅画。 （ ）

浙江大学的西溪校区就豆腐块那么大。 （ ）

三月，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上结满小珍珠。 （ ）

北影墙上有红得像太阳的一行字：梦开始的地方。 （ ）

清华万人大食堂的食物在向你招手呢。 （ ）

六月，复旦大学门口挤满了学位帽。 （ ）

才考完语文，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中科大的通知书。 （ ）

2.以“希望”为话题，综合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写一段话。

1.下列各句中，没有运用比喻修辞手法的一项是（ ）

A．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天的苦心安排。

B．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的金铃铛，香雪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风中唱歌。

C．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D．秋是名花，更是美酒，令人身心愉悦。

2.下列各句中，未使用夸张修辞手法的一项是（ ）

A．这山峡，天晴的时候，也成天不见太阳，顺着弯曲的运输便道走去，随便什么时候仰面看，只能看见巴掌

大的一块天。

B．“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 十一二岁的小伙计，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就

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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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红军十五天五战五捷，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为此，毛主席写了光辉诗句：“七百里驱

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D．“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这滴泪，凄切、深挚，千年之后，于每一个朗月高悬的无眠之夜，

在相思悲愁者的眉间、心上静静流淌。

3.下列各项中，对画线部分的修辞手法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实现四化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进军，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我们要像英雄那样，心里装着大棋盘，一切

行动听从党的召唤。

A．明喻，因为句中的比喻词“像”。

B．夸张，因为实际上心理装不下“大棋盘”。

C．借代，因为“大棋盘”是用来指代实现四化这一大局的。

D．借喻，因为“大棋盘”是用来比喻实现四化这一大局的。

4.下列句子中，没有使用拟人手法的一项是（ ）

A．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正朝着质量更好、效率更高、动力更强的

发展方向阔步挺进。

B．“钢铁企业职工的精气神又回来了！”随着供求关系改善，今年钢铁行业价格恢复上涨，吃了多年苦头的钢

铁企业终于尝到了甜头。

C．曾经，一个电饭煲居然成了“中国制造”的软肋。而今，通过创新补齐质量短板，国货昂首挺胸，正努力成

为世界精品的代名词。

D．从“扫一扫”支付到“刷刷脸”买单，从共享单车到共享汽车，让外国人羡慕的新业态在大城小镇风起云

涌，延展着人们的想象空间。

5.下列诗句中，没有使用借代手法的一项是（ ）

A．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B．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C．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D．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四类比喻的区分

明喻（甲像乙）；暗喻（甲是乙）；借喻（甲说成乙）；博喻（多个比喻）

2.借喻和借代的区分

借喻（两者相似，可以换成明喻）；借代（两者相关，不可换明喻）

3.拟人和拟物的区分

拟人（把事物当人写）；拟物（把人当事物写）

4.夸张、比喻的妙用

更形象，更有文学意味

推荐阅读：顾城《生命幻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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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常见修辞（下）

1.判断下面句子的修辞手法。

夜饮客吞杯底月，春游人醉水中天。 （ ）

生命是奇妙的，是美好的，是深奥的。 （ ）

难道《战狼》可以算作史上最好的战争片？ （ ）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 （ ）

读书，可以明智；旅行，可以修心；赚钱，可以滋润。 （ ）

张飞是三国里面武功最强的人吗？不是！ （ ）

2.某普通青年写了下面这样的一句话，请用以上的 4种修辞手法进行优化。

奋斗的人生才有价值。

1.下列手法判断不正确的是（ ）

A．“冬天将我孕育，春使我开放，夏让我成长，秋令我昏昏睡去。”这是排比句。

B．“在这境界里，连骏马和大牛都有时静立不动，好像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这句话运用了比喻的手法。

C．“这，哪里还是戏剧？这，不是太像杂技了吗？”这句运用了反问的手法。

D．“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句话运用了对偶的手法。

2.对下列句子运用的手法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①书，被人们称之为人类文明的“长生果”。

②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③当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要说“谢谢”；当妨碍了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说“对不起”；当别人向自己道歉

的时候，我们要说“没关系”。

④将军白了他一眼：“吃什么？战士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A．比喻 对偶 反复 疑问 B．夸张 对仗 比喻 反问

C．夸张 对仗 比喻 设问 D．比喻 对偶 排比 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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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各句的修辞手法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1）只能看到巴掌大的一块天地。

（2）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3）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玩笑，乔装打扮而来。

（4）你的歌是唱给曾在困难中真诚地帮助过你的伙伴们听的吗？

A．比喻 夸张 比喻 反问 B．夸张 比喻 拟人 疑问

C．比喻 夸张 拟人 反问 D．夸张 拟人 拟人 疑问

4.下面各句中运用了反问的修辞手法的一项是（ ）

A.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B.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C.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D.难道《山海情》不是接地气的脱贫好剧吗？肯定是的！

（1）排比和对偶的区别：

对偶（文字不同，字数一样，有平仄）

排比（不少于三句，无明显限制）

（2）反问和设问的区别：

设问（问题本身不含观点）

反问（问题本身含有观点）

（3）修辞的妙用

对偶：凝练和谐，整齐美观

排比：层次清晰，磅礴有力

设问：强调突出，引人注意

反问：加强语气，增强感染

推荐阅读：梁衡《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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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语文初高衔接语法和语用测试卷

一、语法知识（本题共 5小题)

1.下列选项中，对选文中“下”的词性的分析，正确的一组是

老虎正要下①山，老猎人躲在石岩下②，抡起虎叉，突然给了老虎一下③。

A.①动词 ②名词 ③量词 B.①形容词 ②名词 ③量词

C.①动词 ②数词 ③量词 D.①介词 ②助词 ③量词

2.对成语结构的分析，有助于对成语的理解。成语的构成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主谓式、动宾式、并列式、

偏正式和后补式五种。下列选项中，对“藏龙卧虎 笨鸟先飞 井底之蛙 成人之美 呆若木鸡”五个成语的结

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主谓式、动宾式、并列式、后补式、偏正式

B.并列式、主谓式、偏正式、动宾式、后补式

C.主谓式、动宾式、并列式、偏正式、后补式

D.并列式、主谓式、后补式、偏正式、动宾式

3.下列句子中，主谓短语充当谓语的一项是

A.他身材高大。 B.他的身材高大。

C.他有高大的身材。 D.身材高大的就是他。

4.下列选项中，对“自然界中生物的发展终于导致人类这种能改造和征服自然的特殊生物的出现”这个句子的

主干（主谓宾）分析正确的是

A.生物发展人类。 B.人类出现。

C.生物导致人类。 D.发展导致出现。

5.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句意明确的一项是

A.从意外致残、生活无望到残奥会夺冠，并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他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

道路。 

B.该型飞机在运营成本上是其他同级别机型的 1.3至 2倍，优势明显；在商载、航程、航速等方面也极

具竞争力。

C.学校宿舍、教学楼等人群密集区，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学生掌握火灾中自救互救相

当重要。

D.央视《大国工匠》系列节目反响巨大，工匠们精益求精、无私奉献的精神引发了人们广泛而热烈的

讨论和思考。

二、修辞知识（本题共 2小题)

6.下列语句中，全都使用了比喻修辞手法的一项是

①“一带一路”是我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而提出的一项互利共赢的倡议，它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转型升

级、走出衰退困境的新引擎。

②气象部门预计，随着暖湿气流增强，我省明天会迎来一场及时雨，空气中污染物浓度将快速下降，人

们的舒适度会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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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当设计师把照片里的手机裁剪掉后，震撼人心的一幕发生了，看似正常的画面开始“怪异”起来，照

片中的人们仿佛丢失了灵魂！

④我国企业在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主动强化环保意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带动了

东道国在观念上弯道超车。

⑤一种突如其来的网络病毒如洪水猛兽般地袭击全球，导致 150多个国家受灾，我国也有近 3万家机构

的计算机受到影响。

⑥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全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

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

A.①④⑤ B.①③⑥ C.②④⑥ D.②③⑤

7.下列诗句中，没有使用比拟手法的一项是

A.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B.远山朝白帝，深水谒彝陵。

C.横空老鹤南飞去，带得钟声到海幢。 D.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三、语言文字运用（本题共 3 小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8~10题。

苏轼对我国民族文化性格的塑造形成和走向成熟，贡献巨大。文化类节目①诗意中国①第三季通过多维

剖析、新颖设计，陪伴观众进行了一场诗意对话，从东坡先生的一诗一文②一事一情中撷取今人可共情的人

生启示，带领观众领略苏东坡的文采和精神。节目延展出许多温暖的故事③曾经当过外卖小哥的④诗词大会

冠军④雷海为说，苏轼诗词中那些激励人生的诗句，a；前来深圳求学的王玉秀说，一生颠沛流离的苏轼所写

下的“此心安处是吾乡”，b；生活艺术家王昱珩说，苏轼所主张的“个人与天地自然都是共同体”的理念，

c；诗意少年蒲熠星说，苏轼用惊人的乐观拯救了无数苦闷的国人故事，d……文人学士能从他身上汲取到人

生智慧和精神力量，平民大众也能从他身上学到为人原则和处世方法。

8.下列依次填入文段的标点符号，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A.①双引号 ②顿号 ③冒号 ④书名号 B.①书名号 ②顿号 ③冒号 ④双引号

C.①书名号 ②分号 ③句号 ④双引号 D.①双引号 ②顿号 ③分号 ④书名号

9.下列句子中，依次填入文段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A.a．唤醒了他敬畏自然的意识 b．唤起了她扎根异地的勇气

c．开阔了他搏击风雨的胸襟 d．点燃了他诗意生活的信心

B.a．开阔了他搏击风雨的胸襟 b．唤起了她扎根异地的勇气

c．点燃了他诗意生活的信心 d．唤醒了他敬畏自然的意识

C.a．开阔了他搏击风雨的胸襟 b．唤起了她扎根异地的勇气

c．唤醒了他敬畏自然的意识 d．点燃了他诗意生活的信心

D.a．唤醒了他敬畏自然的意识 b．唤起了她扎根异地的勇气

c．点燃了他诗意生活的信心 d．开阔了他搏击风雨的胸襟

10.下列选项中，加横线成语使用有误的一项是

A.欧阳修、王安石等都与苏轼有交流往来，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宋代文化星空中耀眼的明

星。

B.后世画家以东坡诗篇为素材，创作了不少传世佳作。这种诗配画的再创作让诗与画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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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彰。

C.苏轼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他博采众家之长，不拘泥于一派，形成了自己富丽堂皇的

书法风格。

D.苏东坡虽屡遭贬谪，但他“判笔断案”，是一位勤政爱民、鞠躬尽瘁的好官。

四、语言文字运用题（本题共 2小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1~12题。

“细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大量的古典诗词，向我们展示了汉服的绚

丽华美，繁复多端。而最能代表汉服精粹的，当属深衣。它因“被体深邃”而得名，为古代诸侯、士大夫阶

层的居家服，也是庶人的常礼服。

“深衣”作为中国礼服的典型代表，深邃的中华文化隐含在背后。深衣在制作中，先将上衣下裳分裁，

然后在腰部缝合，成为整长衣，以示尊祖承古。袖根宽大，袖口收祛，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

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下摆平齐，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

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

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符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天然拥有恢宏大度、公

平正直、包容万物之东方美德。

11.下列各项中，和画波浪线的句子使用的修辞手法相同的一项是

A.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B.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C.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D.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2.文中画横线的语句有语病，请修改。

打开升学e网通

扫码查看试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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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整本书阅读入门

1.什么是整本书阅读

(1) 整体性、全面性（2）教材的组成部分（3）具有经典性

2. 为什么读？

通过阅读整本书，拓展阅读视野，建构阅读整本书的经验，形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提升阅读鉴赏能力，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促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入学习和思考，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课标建议书单

文化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

中外现当代诗歌

中国小说：如罗贯中《三国演义》、曹雪芹《红楼梦》、吴敬梓《儒林外史》、鲁迅《呐喊》和《彷徨》、茅盾《子

夜》、巴金《家》、老舍《四世同堂》、沈从文《边城》、周立波《暴风骤雨》、路遥《平凡的世界》

外国长篇小说：如塞万提斯《堂吉诃德》、雨果《悲惨世界》、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狄更斯《大卫·科

波菲尔》、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海明威《老人与海》

外国短篇小说：如莫泊桑短篇小说、契诃夫短篇小说、欧·亨利短篇小说等。

散文：如鲁迅杂文、朱自清散文、叶圣陶散文等

剧本：如关汉卿《窦娥冤》、王实甫《西厢记》、汤显祖《牡丹亭》、郭沫若《屈原》、曹禺《雷雨》、老舍《茶馆》、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等

语言文学理论著作：如吕叔湘《语文常谈》、朱光潜《谈美书简》、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等

从课标推荐的书单中选取一本你感兴趣的书进行深度阅读，并对此书写一段不少于 300字的精彩书评。

如何读整本书？

根据不同文本类型选择不同的阅读策略

1.粗读全书（序言、后记，了解写作背景、写作目标；目录；泛读全文，了解全文的难点与兴趣点）

2.把握逻辑（概念、思路、主旨）

3.辩驳分析（一是观点的正误，二是逻辑推演的可靠性）

例如《乡土中国》这样的学术类著作

1.关于读书的几点小建议

（1）读书时永远都要拿着一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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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完一整个段落之后再去圈点勾画重点

（3）一定要先读序言和目录（小说类除外）

（4）尝试将你读的内容讲给别人听

（5）保持与作者对话的尝试（理解、欣赏；批判、批评；保持谦虚和警惕）

2.名人读书法

(1)中国古代集大成的读书法：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学生汇集他的训导概括归纳出来的，一共有六条：

①循序渐进。首先要按一定的次序去读书。比如先读四书，然后再读史，这样胸中才有权衡，容易理解。

其次，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安排读书计划。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一个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其能力水平也是不同的。其三，要打好基础，不要急于求成。

②熟读精思。熟读也就是多读，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精思就是“无疑——有疑——解疑”的过程。

③虚心涵泳。虚心是说读书的时候不要先入为主，牵强附会，要虚怀若谷，精心思虑，仔细体会书中的意

思；涵泳是说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

④切己体察。这里是强调读书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要多实践、身体力行。

⑤着紧用力。这里说的是读书的积极性，读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有紧迫感，要勇往直前。

⑥居敬持志。居敬强调的是读书时要精神专一，集中注意力。持志强调的是在读书这件事上要坚定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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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散文阅读入门

1.什么是散文？

2.散文的特点

（1）形散神聚：散文写人写事都只是表面现象，从根本上说写的是情感体验。

（2）意境深邃：注重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抒情性强，情感真挚。

（3）语言优美：散文力求写景如在眼前，写情沁人心脾。

3. 要读的散文

课本中出现的散文：

现代散文：《故都的秋》《荷塘月色》《我与地坛》

古代散文：《赤壁赋》《登泰山记》《庖丁解牛》

《烛之武退秦师》《登岳阳楼》《人皆有不忍之心》

《大学之道》《兼爱》《老子》《过秦论》

《项脊轩志》《石钟山记》《种树郭橐驼传》

4. 散文的行文线索

（1）以核心人物为线索。 如《背影》

（2）以核心事物为线索。 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以时间为线索。 如《项脊轩志》

（4）以地点为线索。 如《荷塘月色》

（5）以作者的情感变化为线索。 如《赤壁赋》

5．散文阅读的表达技巧

表

达

技

巧

表达方式 记叙、说明、议论、抒情、描写

表现手法 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虚实结合、动静结合、正侧面描写，托物言志

结构技巧 首尾呼应、悬念、承上启下、卒章显志

材料安排 主次、详略、繁简

修辞手法
比喻、双关、借代、反复、排比、夸张、拟人、对偶、反问、设问、

互文

散

文

古代

现代

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文章。

又泛指诗歌以外的所有文学体裁。

广义：是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具有文学性的散行文章。

狭义：一种以记叙或抒情为主，取材广泛、笔法灵活、篇幅短小、情文并茂的文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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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散文的语言风格类型：

平实质朴、平淡拙朴、华丽典雅、清新自然

幽默讽刺、多用反语、简洁明快、含蓄深沉

富有诗意、富有情趣、蕴含哲理、文白夹杂

1.结合这一段文字，说一说史铁生的语言风格。

“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

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

中斜切下—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

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

——史铁生《我与地坛》

2.文学界对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评价不一，请你认真阅读以下材料，结合个人的阅读经验，从表达技巧、

语言风格、思想内容等方面任选一个角度说说你的看法。

名家汇评：

佩弦先生的《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被称作早期散文里的代表作的，论文字，平

稳清楚，找不出一点差池，可是总觉得缺少了一个灵魂，一种口语里所包含的生气。

（唐弢《晦庵书话朱自清》）

朱文的譬喻虽多，却未见如何出色。且以溢美过盛的《荷塘月色》为例，……十一句中一共用了十四个譬

喻，对一篇千把字的小品文说来，用喻不可谓之不密。细读之余，当可发现这些譬喻大半浮泛，轻易，阴柔，

在想象上都不出色。……在想象文学之中，明喻不一定不隐喻，可是隐喻的手法毕竟要曲折、含蓄一些。朱文

之浅白，这也是一个原因。惟一的例外是以睡眼状灯光的隐喻，但是并不精警，不美。

（余光中《论朱自清的散文》）

与作品的意境，基调相一致，诗人运用了近三十个各种类型的叠词，这些叠词渲染出一种雅而不俗的语言

氛围，产生了独特的表情达意的效果。如描写荷花荷叶、运用了“曲曲折折”、“田田”、“亭亭”、“层层”、“一

粒粒”、“缕缕”、“密密”、“脉脉”等叠词，准确而又传神地描写出倾注诗人主观思想的美的形象。其中一些从

古典诗词中选用的描写香草美人的叠词，大大浓化了妙若美女的荷花形象的情态和风韵，与作品的内在抒情取

得了和谐的契合，使描写语言有一种典雅的美，清丽的美。

（吴周文《谈〈荷塘月色〉》）

在我看来，妻子从哼着眠歌到最终的入睡，这样的一个过程，恰恰是用来反衬作者的难以入眠，心绪不宁。

也就是说，当睡意袭来时，我们可以在很自然的状态中渐渐入睡，最后达到平静的状态，但当心绪不宁时，我

们却很难加以排遣，使自己趋于平静。如果说，这里同时推进的时间进展中的对比效果在全文中尚不具有本质

意义的话，那么，空间性的、以文本边缘的不宁静来与全文纾解心绪的内容进行结构性对比，才是具有本质意

义的。

因为，这篇散文的真正意义恰恰在于以文本的诗性建构方式，宣告了平抑心绪行为的失败，宣告了荷塘月

色使人沉醉的虚幻性。所以，在作者思路推进的过程中，他精心营造的刹那美感无不以节节败退的方式收场，

其最终结果是瓦解了文本的中心意义。从而把人的注意力从文本中心引向了文本边缘，使人把思考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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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从文本移向了社会现实。这样，处在文本最边缘的一句话“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成了文本中最关键的

一句话，因为他留出了一个向文本外部寻求解决方案的冲动，成了实现文本自身颠覆的最激进方式。

（詹丹：重读《荷塘月色》）

名家散文阅读推荐：

《季羡林散文选集》 《宗璞散文选集》 《金克木散文选集》

《黄裳散文选集》 《汪曾祺散文选集》 《罗大冈散文选集》

《张中行散文选集》 《魏巍散文选集》 《邓拓散文选集》

《唐弢散文选集》 《贾平凹散文选集》 《孙犁散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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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小说阅读入门

1．小说类型概览

现实主义小说：《祝福》《小二黑结婚》《包身工》《大卫·科波菲尔》《复活》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阿 Q正传》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

现代小说：《变形记》

诗化小说：《哦，香雪》

散文小说：《边城》

新闻体小说：《老人与海》

2. 要读的小说

课本中出现的小说：《祝福》《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促织》《红楼梦》《百合花》《装在套子里的人》《大卫·科波

菲尔》《复活》《包身工》《荷花淀》《小二黑结婚》

《党费》《百年孤独》《变形记》《阿 Q正传》

《边城》《秦腔》 《哦，香雪》《边城》《老人与海》

3.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

外貌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神态描写、侧面描写

4. 读小说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获得一个故事（体验层面）

小说讲了怎样的一个故事？

第二重：懂得故事的结构（分析层面）

小说使用了哪些修辞？

描绘了怎样的一个人物形象？

第三重：洞察社会环境（反思层面）

小说反映了怎样的一个时代？

主人公能够摆脱自己悲惨的命运？

例题 1

“可是人不是生来要给人家打败的，”他说，“人尽可被毁灭，可是不会肯吃败仗的。”

“想点开心的事吧，老家伙，”他说。“每过一分钟就离家更近一步。丢掉了四十磅鱼肉，船走起来更轻快

些。”请根据以上片段中的语言，分析人物形象。

例题 2

他觉得，仿佛一种陌生的、未知的力量，先是用尖尖的，现在又是用钝钝的工具在他体内转动，在他密封

的身体里，有东西被旋成一片一片，被撕成一条一条，动作不再那么剧烈，他也不再痛苦。但是里面的东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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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焦化、腐烂，在开始死去。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一切，他过去所爱过的一切统统在慢慢吞噬一切的火焰中

化为乌有。在它变软和炭化、被烧成废渣之前，还冒着黑烟，燃烧着。

请根据以上片段中的心理描写，分析人物形象。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倔三爷与二维码

许福元

倔三爷面前的青菜，新鲜水灵琐碎丰厚。小茄包、扁豆角、莴苣菜、白不老。顶花带刺的秋黄瓜一小堆，

心里美萝卜连缨子摆了一排，闪着露珠的细茴香用马兰草捆成小把，沾土气的紫根韭菜渗出水珠。还有挂白霜

的象鼻倭瓜，带软绒毛的青瓠子。

顺和花园小区东门外马路边，像倔三爷似的小地菜摊，不只七八份。都是村民利用开发区墙外的零星土地，

“捡十边”辛勤耕种收获的。

旁边卖梨卖栗子卖猕猴桃的外村人都用二维码收钱了。三蹦子车上放一块木板，上面贴着一张纸，纸上印

有“豆腐块”，“豆腐块”上是“豆腐渣”或者像是一群蚂蚁窝。买的人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嘟的一声，就算

付钱了。

倔三爷见了，觉得新鲜又怀疑，问：这就叫收钱了？那人很得意，收了。真收了？

真收了，那还有假？卖猕猴桃的人有点卖弄，倔三爷，您倔过时了。您应该与时俱进。

倔三爷呵呵一笑，用老树根似的手，指着木板上的“豆腐块”问：那叫什么玩意？二维码。

倔三爷用鼻子哼一声，我看是“二百五”。

话音刚落，真来一个“二百五”，黄毛，公鸡头，脖子上吊着金链子，臂上纹着龙，土豪范儿。骑一辆大

摩托，呜地停在车槽帮前，车也不灭火，也不问价，嚷一声，来一百块钱的！

卖主很高兴，赶紧将称好的猕猴桃用塑料袋装了，放到他摩托车前边小筐里。那买主掏出手机，划拉几下，

照二维码一扫，说了声：看好了，钱给了。一踩油门，屁股冒烟就颠了。

那卖主看一眼手机，摩托车都跑没影了，还扬手扯着嗓子喊：没扫上，没扫上！

倔三爷见了，嘿嘿一笑。

一个留着大胡子，脑后梳个马尾头，人长得圆咕隆咚像胖冬瓜，很有艺术家暴发范儿的老男人蹲在倔三爷

面前，指着象鼻倭瓜问，多少钱？两块五。大胡子又指长青瓠子问：多少钱？两块五。

那好。一共五块。大胡子掏出手机问：是我扫你，还是你扫我？倔三爷哈哈笑：我没有扫帚。我不扫你，

你也甭扫我。做买卖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面银子对面钱。你不会用二维码。也好。大胡子很大气，从

腰兜成沓的百元大票中抽出一张，捏住往空中一抖，递过去。

倔三爷没接，说：对不起，买卖刚开张，没零钱。麻烦你跟别人换一下。

旁边人很热心，立刻将整钱兑换成零钱。大胡子左手递过去五块钱，右手要抄倭瓜和瓠子。

倔三爷没接五块钱，两只手却拢住倭瓜和瓠子。一手钱，一手货，你给我两块五毛钱，我给你一根象鼻倭

瓜；你再给我两块五毛钱，我再给你一根青瓠子。这不是挺整齐的账吗？

噢！噢！大胡子给弄得哭笑不得，好！好！只好就范。

大胡子走后，旁人问：倔三爷，您干吗犯倔？

倔三爷低头眯眯眼咂滋味乐，我就瞅这小子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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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他哪儿别扭？倔三爷这才一一道出：老爷们梳个娘们头，要是我的儿子，我得给他个大脖拐；腰包里

露出零钱，偏抻出百元大票显摆嘚瑟；弄个“苹果”手机在我眼前晃悠，我还有“小米”呢。我就是没学扫二

维码。我摆的摊是鲜瓜水菜，现拔现卖。不用二维码，照样卖得快。

但很快，用现钞买菜付款的人越来越少了。倔三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压抑。

不认识倔三爷的买菜人态度很干脆，同质同价谁有二维码就扫谁的；和倔三爷半熟脸的人为了照顾一下他

的面子，也间或用现钱意思意思；当庄姑奶奶尚存老礼，不怕麻烦，坚持与倔三爷现钱交易。而那些新娶的媳

妇，新一茬的姑娘、小子可不论这些。只要方便快捷，亲爸亲妈都不论。

倔三爷搓着木锉般双手，无奈地摇头轻声叹息。

远房侄女快言快语，当面数落：三叔，只有我能当面说您，您的菜挺好，价不高，为什么卖不动？现在谁

不用手机扫码，就是老土；再说，您收钞票，怕收假钱，还要举着让阳光照一照；您数钱的时候，抠抠索索，

票子揉成苦麻菜了，多耽误工夫；您找钱时，黑手指，灰指甲，蘸唾沫……

一连三天，倔三爷没出摊。

第四天，倔三爷清清爽爽，隆重出摊了。摊位上摆着三块木板，贴有三张二维码。

旁人逗他，倔三爷，您怎么不犯倔了？是不是觉得“谁不紧跟时代，时代把谁淘汰”？倔三爷用大手搔着

花白粗硬的短发，眼神有点软，腼腆害羞般苦笑着，厚嘴唇说出掏心窝的话：为了这二维码，乡亲们都迁就我，

这是人情啊！人情重于山。我不愿欠——人情债。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开篇详细描绘倔三爷面前各种蔬菜，形象逼真，突出了蔬菜鲜嫩水灵的特点，营造了充满蓬勃朝气的氛围，

也暗示摊主倔三爷入市很早。

B.第二段内容属于插叙，交代了前文菜摊蔬菜的来历，揭示了蔬菜新鲜水灵的原因，原来是当地农民利用零星

边角土地见缝插针辛勤耕种所获。

C.小说表现骑摩托车的土豪范儿、大胡子老男人、远房侄女三个人物形象均采用了外貌、语言和动作描写，人

物形象个性鲜明，各具特色。

D.作者许福元系北京顺义区农民，农民写农民，别具匠心，不仅人物刻画生动细腻，而且将极富地方特色的生

活画面原汁原味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2）有人说倔三爷这人倔，但也不倔，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

（3）小说读来令人感到饶有趣味，请简述作品的语言特色。

1.写作时，可从语言的对比中塑造人物形象

2.鉴赏时，可从未言之言中分析人物形象

推荐阅读：贾平凹《好的语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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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入门

1.论述文三要素

2.论述文、议论文的概念和区别

论述文是说服劝导读者同意作者观点的一种说理性文章。

议论文是对某个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

区

别

论述文 议论文

宣示主张 提出主张

为了回答问题、解决问题 树立或否定某种主张，重点在于以理服人

社论、宣言、声明、报告、演讲、评论、按

语、杂感、学术论文、科普论文等等

议论文则主要分为纵式（逐层深入的论述

结构）和横式（并列展开的论述结构）

3. 论述文的结构

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4. 要读的论述文

课本中出现的论述文：

现代论述文：《反对党八股（节选）》《拿来主义》《说木叶》

《中国建筑的特征》《读书：目的和前提》《不同媒介的语言特征与网络语言的发展》 《传播媒介变迁的社会影

响》 《媒介素养的概念》

古代论述文：《劝学》《师说》《六国论》《阿房宫赋》《谏太宗十思疏》《过秦论》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

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

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

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

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

——鲁迅《拿来主义》

上述这段文字中，鲁迅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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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儒家哲学思想长期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或许有以下四个方面，即空想的理想主义、实践的道德观念、统

一的思维方式、直观的理性主义。

儒家哲学中的主要哲学家大都对现实社会抱着一种积极的热诚的态度，企图用他们的学说、他们的理想来

转化现实政治。然而他们的学说、理想不仅转化不了现实政治，而且往往被用来作为粉饰现实政治的工具。“大

同”或“致太平”的思想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一种理想。儒家思想中有，道家的思想中也有。

统治阶级希望有“太平盛世”，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也期望有“太平世界”。但真正的“太平盛世”从来就没有

实现过。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想的“理想主义”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那些先哲们虽然可能是真诚地提倡他们

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可是他们的那一套并没有现实的可能性。不仅如此，所谓“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归

根结底不过是理想化的皇权专制社会。

儒家哲学有着人本主义的倾向，但和西方近世的人本主义有区别。西方的人本主义把“人”作为单个的个

人，强调个性解放，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而中国过去社会里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人本主义”。

它把“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因此，有所谓君臣、父于、夫妇、兄弟、朋友五伦，讲什么“君义臣

忠”“父慈子孝”等等。不仅如此，儒家哲学还把“人”作为植心，从“人”的方面来探讨人和宇宙的关系，

特别强调天人合一。在中国过去的社会里，往往把医学、天文历算、农业技术等等看成是“小技”，而“身心

性命之学”才是“大道”。不大重视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因此认识论方面的理论不发展，甚至可以说没有建立

起完整的系统的认识论体系，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分析也较为笼统，逻辑学也很不发展，缺少系统的推理理论。

儒家哲学中的重要哲学家大都把建立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虽有丰

富的辩证法思想，但往往以矛盾的调和为终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注重一对概念的统

一关系或诸种概念的相互关系。《易经》系统以乾、坤（后来以阴、阳）为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而《洪范》则

以五行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立论。这种思想方式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人们注意研究

事物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缺陷。过分地强调社会的和谐和统一，是使我们的专制社会

长期停滞、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缓慢的一个原因。

儒家哲学强调“心”（理性）的作用，人的理性又是带有道德性的，宋儒认为“仁”是“心”（理性）之

体，可见儒家哲学有道德主义的倾向。儒家对理性的作用过程缺乏具体分析，致使儒家哲学成为一种直观的道

德理性主义。

儒家哲学之所以缺乏系统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就在于它的理论思维往往是一种没有经过分析的总体观，它

虽包含着相当丰富的真理颗粒，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分析和论证，因而不容易发展成现代科学。因此，必须对儒

家哲学的思维方式加以改造，继承和发扬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强调事物之间的统一与和谐等思维传统，并把

它建立在坚实的逻辑论证和科学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同时应该注意分析，把西方现代哲学的某些方法吸收过来，

取中西哲学之长，避中西哲学之短，建立新的现代儒家哲学体系。

（摘编自汤一介《论儒家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儒家哲学思想从四个方面长期对中华民族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B.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把“大同”或“致太平”的思想作为普遍追求的理想。

C.儒家哲学理论体系中不够重视认识论和逻辑学，这影响我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D.古代专制社会长期停滞、资本主义萌芽缓慢是因为受到儒家统一思维的人影响。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在论证思路上，先引出论题，再提出观点，接下来再深人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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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文章在论证时，主要运用了比喻论证、举例论证和对比论证的论证方法。

C.文章论证严密，如在论述儒家哲学统一思维方式时既肯定其作用，也指出它的局限性。

D.文章结尾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是要选取中西哲学之长，建立现代儒家哲学体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人的“理想主义”有很大的空想成分，所以真正的“太平盛世”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B.孔子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把“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加以考察的。

C.儒家哲学虽然强调“心”即理性的作用，但是对理性的作用过程又缺乏具体的分析。

D.儒家哲学的思维方式需要改造、辨析和论证，从而形成儒家哲学的理论思维系统。

推荐阅读：人民网《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既“活”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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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议论文入门上（思维篇）

记叙文和议论文的区别

记叙文：记事、写景、状物、抒情

议论文：发表意见、提出主张、论述事理

议论文如何说理

1.基本原则：目标明确、逻辑合理

2.确立目标的做法：结合材料，把核心观点提炼为一句简明而有意义的话。

3.理顺逻辑的做法：

是什么（限定其性质，说清楚特点）

为什么（分点、正反、举例论述）

怎么办（意识和现实，个人和社会）

1.为下面的文段确立一个明确的观点。

常听有同学说：我很烦恼，因为生活中总能遇到困难；我很焦虑，因为学习总能带给我压力；我很迷茫，

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些事情让我不知所措。

这时候需要调节自己，相信自己一定能走出阴霾，心里充满阳光。

2.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路，为下面这个观点扩写理顺逻辑。

无论何时，不管身处顺境逆境，都要自信、旷达。

为下面的文段确立一个明确的观点。

“突围”本是军事用语，指“突破对方的包围”。其实生活中也会有各种“包围”，需要我们去突破。你有

过或见过身陷“围城”的苦恼困扰和“突围”的经历吗？你对“突围”有什么感悟或看法？

建议阅读方向——报刊社论 名人演讲 议论散文 文艺评论

推荐阅读：《思路一打开，说理自无碍——议论文如何有效展开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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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议论文入门下（语言篇）

记叙文

特点：写美景、编假事、抒真情

语言：感性、松散、温婉

议论文

特点：立观点、引材料、讲道理

语言：理性、严谨、有力

熟悉议论语言

说事理，言之有物

书面语，逻辑严密

关联词，排比强调

1.很多学生喜欢对课本里的人物进行涂鸦，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恶俗，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创意，你怎么看？

2.围绕下面这个话题，写一段论述性的语言。

热爱劳动，从我做起

围绕下面这个话题，写一段论述性的语言。

有人怨恨，说“父母皆地狱”；有人眷恋，说“家是最温暖的港湾”。那么，即将离开父母，进入大学独自

生活的你，对父母，对家又会有怎样的认知？你的大学生活愿不愿意和父母分享？

请围绕这个话题，谈谈你的感悟，并以此写一篇文章。

1.感性语言转为理性语言的路径

别写感觉写观点，别说印象说道理

2.温婉语言转为有力语言的路径

修辞（排比，反问）关联词 语气坚定

推荐阅读：蒋勋《孤独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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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语文初高衔接综合测试卷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题。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作为民族历史文化遗存，在漫长的岁月传承中，一些

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例如本来是象征

驱除侵害人类生活的力量与因素的仪式，在反复举行之后，就变得别有意味了。端午节就是例子。为避萌动

的邪气，需以沐浴兰草汤、采药、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

系的活动，就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这一人类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

处，因为所有的节日都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清明节扫墓祭拜，是追念自家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

所归依的魂灵也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

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

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凄美

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是通过人的行为方式流传下来的。但这些节日能够作为民族文化的物化形式得以保存并成为中

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更依赖文学书写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

咏和描写，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乃至只要提到某个节日，人们就会立即联想到某一首诗词或某一篇文章。

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可以说，历代有关传统节日的文学作品，装点了

传统节日，强化了民族的集体记忆，牢牢绾结起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里值得珍存的部分。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

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祛魅”，其结果是提高了人类掌握对象世界和

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

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贪恋于高速交通工具和钢筋水泥的森林，就难以驻足花前月下，

感受自然之美，以至于再好酒的人，也领略不到李白的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妙处。科学的祛

魅，使人类心灵里的形象世界日益干瘪无味。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

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就是弥

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变得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节日体系是

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毕光明《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节日产生后即具有原初的实用功能和审美作用，但在传承过程中，前者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

异，后者却一直保留着。

B.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的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同时也产生了牛郎织女鹊

桥相会的凄美爱情故事。

C.传统节日通过文学作品流传下来，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强化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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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儿女的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

D.只要提到某个节日，人们就会立即联想到某一首诗词或某一篇文章，因此产生了大量吟咏和描写传

统节日的诗词歌赋。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从传统节日与文学相通之处谈起，接着论述两者的产生与传承的相互关系，最后归结论点。

B.文章第二段阐述七夕节的相关故事，论证了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的观

点。

C.文章第三段通过阐述传统节日对文学所起到的方方面面的作用，论述了传统节日与文学作品的紧密

关系。

D.文章第四段列举了李白的诗句和有关月亮的传说，论证了中华传统节日是值得珍存的民族文化的观

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节日带有的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可见，在审美这一人类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

学有相通之处。

B.清明节扫墓祭拜，中元节送河灯，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启发了文学作品对生者与死

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

C.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既提高了人类掌握对象世界和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

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D.保留传统节日以及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文学形象，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变得丰富起

来，从而促使文学在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

(一)文学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题。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美】欧·亨利

证券事务所的机要秘书皮彻，在上午九点半的时候，看到他的老板经纪人哈维·麦克斯韦尔和那个年轻

的女速记员一起匆匆进来，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诧异和惊奇。麦克斯韦尔飞快地说了声“早

上好，皮彻”，就朝他的办公桌冲去，仿佛要跳过它似的。接着，他就埋头在一大堆等着他处理的信件和电

报里。

那个年轻姑娘已经替麦克斯韦尔当了一年速记员。她的美丽是一般速记员所没有的。她并不采用那种华

丽诱人的庞巴杜式的发型，也不戴什么项链、手镯、鸡心之类的东西。今天上午，她身上有一种温柔而羞怯

的光辉。她的眼睛梦也似的晶莹，她的脸颊桃花般的娇艳，脸上还带着幸福的神色和追怀的情调。

皮彻仍旧有点好奇，注意到她今天早晨的举止有些异样。有一次，她挨近麦克斯韦尔的办公桌，近得仿

佛要让他知道自己在场。

“哦——怎么？有事吗？”麦克斯韦尔粗声粗气地问道。他那些拆开了的信件堆在那张杂乱的办公桌上，

好像舞台上的假雪。他那锐利的灰色眼睛唐突而不近人情，有点不耐烦地扫了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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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速记员回答道，微笑着走开了。

“皮彻先生，”她对机要秘书说，“麦克斯韦尔先生昨天有没有对你说起另请一个速记员？”

“说过。”皮彻回道，“他吩咐我另找一位。昨天下午我就通知了介绍所，让他们今早送几个来看看。”

“那么，在有人顶替之前，”那年轻女人说，“我照常工作好啦。”她说罢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对经纪人来说，不但时辰是忙碌的，他的每一分每一秒也都忙碌不堪，仿佛挤满了乘客的车厢，前后站

台都没有立足的余地。今天正是哈维·麦克斯韦尔的忙日。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开始痉挛地吐出一卷卷的纸

条，电话机犯了不断营营发响的毛病。送信的小厮捧着信件和电报奔进奔出。事务所里的办事员跳来跳去，

活像风暴发作时船上的水手。连皮彻那不露声色的脸上也泛起了近似有生气的神态。

麦克斯韦尔把椅子往墙边一推，腾出身子来处理业务，忙得仿佛在跳脚尖舞。他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

跳到电话机旁，从办公桌边跳到门口，灵活得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小丑。

正在忙得不可开交，愈来愈紧张的当口，经纪人忽然瞥见一个从容不迫的年轻姑娘，皮彻正准备介绍。

“速记员介绍所派来的小姐，来应聘的。”皮彻说。

麦克斯韦尔打了半个转身，双手还捧着一堆纸张和股票行情的纸条。

“应什么聘？”他皱皱眉头说。

“应聘当速记员。”皮彻说。“昨天你吩咐我打电话，叫他们今早晨派一个来。”

“你头脑搞糊涂了，皮彻。”麦克斯韦尔说。“我干吗要这样吩咐你？莱斯利小姐在这儿的一年里工作

令人十分满意。只要她愿意继续干下去，这个职位永远是她的。皮彻，赶快向介绍所取消要人的话，别再引

谁进来啦。”

那个姑娘愤愤离去。皮彻在百忙中对速记员说，老板近来好像越发心不在焉，越发容易忘事了。

将近午餐时间，喧嚣暂时平静下来。

麦克斯韦尔站在办公桌边，手里满是电报和备忘便条，右耳上夹着一支自来水笔，一绺绺的头发凌乱地

垂在前额上。他的窗子是打开的，因为可爱的女门房，春天姑娘，已经在大地的暖气管里添了一些热气。

窗口飘进了一股迷惘的气息——或许是失落了的气息——一股紫丁香优雅的甜香，刹那间使经纪人动弹

不得。因为这种气息是属于莱斯利小姐的；是她的，只是她一个人的。

“天哪，我现在就去。”麦克斯韦尔脱口说了出来。“我现在就去要求她。我不明白为什么早不去做。”

他一股劲儿冲进里面的办公室，像一个做空头的人急于补进一样。他向速记员的办公桌冲过去。

“莱斯利小姐，”他匆匆开口说，“我只有一点空闲。我利用它来说几句话。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我

实在没有时间用普通的方式跟你谈情说爱，但是我确实爱你。请你快回答吧——那帮人正在抢购太平洋铁路

的股票呢。”

“喔，你说什么？”年轻女人嚷道。她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他。

“你不明白吗？”麦克斯韦尔着急地说，“我要求你跟我结婚。我爱你，莱斯利小姐。我早就想对你说

了。所以事情稍微少一点时就抽空跑来。他们又打电话找我了。皮彻，让他们等一会儿。你肯不肯，莱斯利

小姐？”

速记员的举动非常蹊跷。起先她似乎诧异得愣住了；接着，泪水从她惊讶的眼睛里流下来；之后，她泪

花晶莹地愉快地笑了，一条胳臂温柔地勾住经纪人的脖子。

“我现在懂得啦，”她柔声说，“这种生意已经使你把什么都忘了。起初我吓了一跳。难道你不记得了

吗，哈维？我们昨晚八点钟在街角的小教堂里举行过婚礼啦。”

（节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4.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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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作者笔下的麦克斯韦尔精力充沛，行动迅速忘我地工作状态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情；结尾的求婚也

体现出爱情上对莱斯利小姐感情专一。

B.莱斯利小姐温柔、多情、善良、通情达理的形象，与麦克斯韦尔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反差，从而产生

悬念，有利于引导读者进一步探究两人非同寻常的关系。

C.办事员“跳来跳去，活像风暴发作时船上的水手”，经纪人“忙得仿佛在跳脚尖舞”，作者通过夸

张的手法勾勒出证券交易所里“机械人”的形象。

D.小说一共有两条情节主线，分别是“浪漫”和“忙碌”，证券经纪人的忙碌生活，为后面故事结局

中的“浪漫”情节的描写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5.请结合文本分析“皮彻”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作用。

6.有人说欧·亨利的小说常以“诙谐的笔墨写尽荒诞的悲凉”，请分析本文是如何体现“荒诞的悲凉”这一特

点的。

三、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

阅读下面这首明诗，完成 7~8题。

观书

于谦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

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7.下列选项中，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这首诗写诗人春日一次具体的自我观书经历和感受，形象地说明开卷有益之理，抒发了对读书生活

的喜爱之情。

B.“直下”“三千”两词，写出了书的吸引力之大和读书速度之快，生动形象地描绘出诗人如饥似渴

的读书情状。

C.“活水源流随处满”化用了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诗句，形象地写出了坚持

读书的作用。

D.这首诗运用了拟人、夸张、对偶、用典、借代等表现手法，盛赞读书之好处，极写读书之乐趣，十

分有感染力。

8.诗人认为读书有哪些乐趣？请简要概括。

四、微写作（本题共 1 小题)

9.阅读下列文字，按要求写作。

跨越，是一种梦想；跨越，是一种期盼;跨越，是一种成长。学会了坚持，是一种跨越;战胜了自傲，是一

种跨越;收获了成功，是一种跨越;由懵懂幼稚迈向成熟，变得有担当，也是一种跨越……

请以“跨越”为题,抒写你对即将到来的高中生活的期待、憧憬和打算。

要求:内容充实，感情真挚;不得抄袭、套作，不少于 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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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升学e网通

扫码查看试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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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改变

重点字词句：

1.君子：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2.已．：

（1）停止：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2）已经：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

（3）然后：庭中始为篱，已为墙。

3.中．：

（1）zhòng 符合：木直中绳。

射中目标：百发百中。

（2）zhōng 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

内心：信不由中，质无益也。

一半：中道而返。

中等：才能不及中人。

适中：文质之宜，取其中则。

4.輮．以为轮：通“煣”，以火烘木，使其弯曲。

理解性默写练习：

1.《劝学》开篇就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即“ ”。在后面又阐明了学习要持之以恒的句子是：

“ ， ； ， 。”

2.刘禹锡诗云“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韩愈《师说》中“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

子”，这些观点与荀子《劝学》中的“ ， ”表达的思想一致。

3.荀子在《劝学》中，用“冰寒于水”的比喻，说明客观事物经过一定的变化，可以有所发展和提高的三句是：

“ ， ， 。”

4.荀子在《劝学》中，用“以木为轮”的比喻，说明学习对于人的巨大改造作用的三句是：

“ ， ， 。”

5.荀子《劝学》中说将直木烤成符合圆规的曲度，“ ”，也不能够再使其恢复原状的原因是

“ ”，告诫我们只有经过学习才能增长知识。

6.荀子在《劝学》中，用树木为喻，从反面说明学习可以使人产生本质变化的三句是：

“ ， ， 。”

劝学诗

【宋】赵恒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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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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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提高

重点字词句：

1.金就．砺则利：接近

2.日．参省乎己：名词作状语，每天

3.则知．明而行无过矣：通“智”

4.而行无过．矣：过错

（1）责备：无乃尔是过与？（宾语前置句，恐怕应该责备你吧）

（2）拜访：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

（3）过分，过于：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

5.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一会儿

6.声非加疾．也：声音洪亮

（1）常病、轻病：夙婴疾病

（2）痛心、痛恨：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3）锐利：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4）通“嫉”：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

7.而闻者彰．：清楚

1.下列句子中加点字的读音，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木直中．绳（zhōng） B.吾尝跂．而望矣（qǐ）

C.声非加疾．也（jí） D.假舆．马者（yú）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吾尝终日而．思矣/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

B.青，取之．于蓝/则群聚而笑之．

C.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犹且从师而问焉．

D.故木受绳则．直/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3.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知：智慧

B.而闻者彰． 彰：清楚

C.而绝．江河 绝：横渡

D.君子生．非异也 生：习惯

劝学

【唐】孟郊

击石乃有火，不击元无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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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

万事须己运，他得非我贤。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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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提升

重点字词句：

1.假．：

（1）不真：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

（2）假如，如果：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

（3）代理的：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

（4）“假借”，宽容原谅：愿大王少假借之

（5）假期：十旬休假，胜友如云；

2.而致．千里：到达

3.君子生．非异也：通假字，通“性”，天赋

4.无以．．至千里：没有用来……的办法

1.下列两个句子在文中意思，正确的一项是（ ）

①学不可以已 ②金就砺则利

A.①学习是不可以成为过去的事情 ②刀斧等拿到磨刀石上去磨就会锋利

B.①学习不可以停止 ②金属靠近磨刀石就会锋利

C.①学习不可以停止 ②刀斧等拿到磨刀石上去磨就会锋利

D.①学习是不可以成为过去的事情 ②金属靠近磨刀石就会锋利

2.下列加点词语的解释，错误的一项是（ ）

A.善假．于物也 借助 B.而绝．江河 横渡

C.非能水．也 江河 D.而闻者彰． 清楚

3.下面对课文的分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先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来举例说明任何人通过发愤学习都能进步，今日

之我可以胜过昨日之我，学生也可以超过老师。

B.荀子发展了儒家的“劝学”传统，认为礼义道德和系统知识，只有靠后天学习才能获得，把学习的重要性提

到一个新的高度。

C.文中阐述的要重视学习以及学习必须“善假于物”、逐渐积累、持之以恒等见解，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一

定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D.随着作者设喻的连续和手法的变换，文章形成整齐而又富于变化的句式，产生铿锵起伏的节奏，表现出荀子

谆谆劝学的激情。

劝学

【宋】张咏

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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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

世上百代名，莫遣寒如灰。

晨鸡固自勉，男子胡为哉。

胸中一片地，无使容纤埃。

海鸥尚可狎，人世何嫌猜。

勤慎君子职，颜闵如琼瑰。

克薄小人事，斯辈真可哀。

放荡功不遂，满盈身亦灾。

将心须内疚，祸福本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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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完善

重点字词句：

1.定语后置句：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

2.判断句：用心一也/用心躁也

3.上．食埃土，下．饮黄泉：名词作状语，向上，向下。

指出句式特点并翻译

1.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2.虽有槁暴,不复挺者, 輮使之然也。

3.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

4.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5.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戏答赵伯充劝莫学书及为席子泽解嘲

【宋】黄庭坚

平生饮酒不尽味，五鼎馈肉如嚼蜡。

我醉欲眠便遣客，三年窥墙亦面壁。

空余小来翰墨场，松烟兔颖傍明窗。

偶随儿戏洒墨汁，众人许在崔杜行。

晚学长沙小三昧，幻出万物真成狂。

龙蛇起陆雷破注，自喜奇观绕绳床。

家人骂笑宁有道，污染黄素败粉墙。

诚不如南邻席明府，蛛网锁砚蜗书梁。

怀中探丸起九死，才术颇似汉太仓。

感君诗句唤梦觉，邯郸初未熟黄粱。

身如朝露无牢强，翫此白驹过隙光。

从此永明书百卷，自公退食一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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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赋：理清思路

特殊句式：

1.状语后置句：

（1）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2）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2.宾语前置句：

（1）何为其然也

（2）而今安在哉

（3）而又何羡乎

3.定语后置句：

（1）凌万顷之茫然

（2）客有吹洞箫者

4.主谓倒装句：

渺渺兮予怀

5.判断句：

（1）固一世之雄也

（2）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6.被动句：

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1.下列语句中加点的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纵一苇之所如．:往 B.正襟危．坐而问客曰:端正

C.而今安．在哉:哪里 D.相与枕藉．乎舟中:凭借

2.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词类活用与例句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例句:舞．幽壑之潜蛟

A.项伯杀人，臣活．之 B.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C.皆白衣冠．．．以送之 D.吾得兄．事之

3.翻译下面句子。

①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②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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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天晓角·赤壁

辛弃疾

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赋写曹刘兴废，千古事、泯陈迹。

望中矶岸赤，直下江涛白。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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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赋：赏析语言

赤壁赋的行文思路：

第一段写赤壁之景。时间顺序，纵横交错，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儒道合一。

第二段抒赤壁之情。转得自然，表明心迹，比喻惊心！

第三段抒赤壁之情。怀古伤今，解构英雄，由儒入道。

第四段说赤壁之理。由道入释，禅宗里的水和月象征了宇宙永恒与短暂之看法。

第五段说赤壁之理。睡在赤壁是解构梦想，还是超越苦难？

如何理解《赤壁赋》中“主客对话”这一写法？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宋】苏东坡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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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赋：提出问题

苏轼《赤壁赋》一文景、情、理相交融，在对赤壁那优美的山水风月的描绘中蕴含丰富的儒道释思想，这

些思想几乎贯穿苏轼一生。

《赤壁赋》作者在第 4自然段中是从哪两个角度阐发自己的人生感悟的？

苏东坡突围（节选）

余秋雨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之后，他从监狱里走来，被人押

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他不知道，

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他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

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

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

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

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

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

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

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

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

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

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

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

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

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

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

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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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

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

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

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

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

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

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

多是我的弱项所在。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

正的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

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

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

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

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

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

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

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

要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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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立意如何正确？

符合主流价值观：

道义 务实 梦想

利他 宽容 儒法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完成题目。

材料一：网络时代，生活愈发便利，动动手指便可享受购物、缴费、挂号等服务，然而在我们感受互联网

科技带来的便利时，老年人群体却逐渐与“时代”脱节。

材料二：担心日渐衰老的父母看病不方便，一位北漂女孩儿今年中秋节回家探亲时，为父母从手机上下载

了看病软件，又手绘了 8页示意图，帮助老人熟悉掌握软件操作流程。

根据上述材料的内容及含意作文，体现你的思考，提出 3个可供参考的立意。

正确立意的两种办法：

1.符合材料

（1）符合材料的倾向性；

（2）符合材料的限定性；

2.符合主流价值观：考虑主流价值观，尊重个人选择；

总结：紧扣题目，紧贴材料；思想端正，辩证中庸。

关于“奋斗”话题的范文

奋斗的青春是时代的注脚

千万快递小哥们尽心尽责，织起了世界的快递网络；千万青年科学家撑起中国科技的未来；年轻的边防战

士守卫着 14亿人民的平安生活……在伟大时代建设中，青年建设者在平凡的岗位上，用青春汗水，用奋斗拼搏，

给时代做了的注脚。

青春是美好的，但是，没有使命感的青春便是贫血的青春。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在任何一

个时代，青年都是社会上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兴则国兴。

任何一个伟大时代的背后，必然有一群富有责任感、使命感，勇于担当的青年，他们用行动阐释着时代的伟大。

用奋斗的青春做时代的注脚，需要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认真负责，将简单的事情认真做好。

送快递看似没有技术含量，但是需要体力、记忆力和良好的服务意识，快递小哥们顶烈日冒严寒，有时还

要面对客户的冷言冷语，但他们依然坚守岗位，把苦累留给自己，把方便和幸福留给用户。那些年复一年在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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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检修铁轨线路的年轻人，用青春的坚守、认真负责的态度，呵护着火车的安全，他们燃烧青春，把舒适和

安全留给乘客。

谁说平凡的岗位就一定是平凡的工作，这些默默无闻的青年们，用一份份坚守执着、认真负责诠释着青年

的责任与担当。平凡的工作，因为呵护了他人的幸福安宁而伟岸，虽默默无闻却充满力量。

用奋斗的青春做时代的注脚，需要我们能在岗位上坚守，怀一颗攻坚克难、自强不息的报国心。

老一辈人总担心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被上一代称为“垮掉的一代”，正在撑起祖国现代

化建设的大厦。探月工程科研团队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三岁，而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航天工业的中流砥柱;扫雷英雄

杜富国为国排雷，舍己为人，彰显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英雄本色；海军飞行员张超，为强我国防，高强度练习

飞行技术，即使在最后关头，还想着为祖国保护战机。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怀报国之志，攻坚克难，自强不息，用坚守和汗水，实现中国的飞天梦，用生命守

卫着祖国的安全，为美好幸福中国保驾护航。他们奋斗的身影、他们淋漓的汗水，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注脚。

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富裕安康，需要很多代人的共同努力。艰苦能磨炼人，创业能造人。我辈青年，

只有做到艰苦奋斗、爱岗敬业、爱国奉献，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才能真正做到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国

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为时代激扬青春！

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而青春则是这仅有的一次生命中十分易逝的一段。我坚信：流星虽然短暂，但在

它划过夜空的一刹那，已经点燃了最美的青春。让我们肩负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让身体里流淌的血液迸发出

激情！让我们都做夜空下那颗闪亮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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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立意如何深刻？

阅读下面的作文材料，给出你的立意。

家住天津市河北区的赵春华，因为在射击摊位上摆的 6支枪形物被鉴定为枪支，2016年 12月 27日，河北

区法院一审判她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针对这件事情网络上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赵春

华触犯法律，理应受到惩罚；有人认为老人没有文化，无意犯罪，不知者不怪罪；有人认为法律应当讲人情，

赵春华没有给别人带来威胁，理应法外开恩……

立意深刻的六种技巧：

1.亮明观点，下好定义；

2.两面思维，稳住阵脚；

3.连续追问，穷究因果；

4.聚焦人性，写真善美；

5.虚实结合，多维探讨；

6.胸怀天下，提升境界。

总结：

观点站住脚；因果要知晓；人性探究到；虚实把握好；境界要拔高。

范文：

达者成人 穷者示法

——输赢自有价值

伦敦奥委组官员曾用“如何去赢”和“如何体面而有尊严地去输”来回应怎样影响一代人。人生在世，输

赢必不可免，每一次的输赢都在告诫你，竞技的输赢自有价值——达者成人，穷者示法！

“达者兼济天下”，以身示人，温暖世间的正能量——前人良法，让来者有迹可循。达者是得志而遂志的人，

其功成名就那已定格，而其成功的方法则更为后人以重视和学习，才是后人尊奉的原因和内核。后浪之所以超

越前浪，后者之所以超越前者，那是后来者站在了前人的肩上——吸收了前者的经验，让自己事半功倍，功业

遂成。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而能赢得成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成功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刻苦钻研实践，勇往

直前锐意进取，固不可少；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拓宽加深——发扬光大，这是明确的方向，也是捷径；借鉴他

人之优，弥补自身之短，增益自身之能，这是让自我强大的秘钥；科技时代，善假于物，能让你插上腾飞的翅

膀。“得志，与民由之”，故前人成就之道，为后人铺坚实而笔直大路，让后来者路路畅通。

“穷者独善其身”，以法为戒，人生常遇滑铁卢——前车之鉴，为后者警钟长鸣。人生在世，与长青而永恒

的自然相较，人的生命是渺小而短暂的，但人却为地球的精灵和主宰，何哉？人类善用头脑而已。“人生不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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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七八九，”常胜将军没有，失利人士常见，失败实为人生常态，再则，“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谁的人

生不是一波三折的，对待失败切不可捶胸顿足，哀天嚎地，哭死觅活的，况且“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用心尽

力了，即便是事不如我意——输了，只要是输得体面而有尊严，对己无憾，便足矣。失败乃成功之母，对于失

败，决不能听之任之，失利之后理应秉持豁达的态度和积极之心态，体察自身的不足，总结失败的原因，此路

不通别路通，那就另辟蹊径，重整士气，卷土重来以期东山再起。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穿前人的鞋子，

不走前人走过的路，尽管波折些，那是不同寻常路。风雨之后，才有彩虹，颠沛顿踣，才有滋味——人生的厚

度和精彩！

人生在世，有些事比如生死那样无法预料和掌控，参与能赢，就要以身为法，木铎醒世助人为善；即便铩

羽失利，也可以法示人，警钟长鸣友好提示：身在其间，不管输赢，皆有价值，这样的人生才有厚度！

古人有仁人之心，常以法助人，以人弘道，得志者开启后继者的阳光大道，免于荆棘坎坷；失利者总结自

己的教训，以防重蹈覆辙，使后继者站在巨人之肩上，不仅让人名垂青史，而且还可令薪火长传。而伦敦举办

的奥运会颇有现代理性之光，旨在以勇敢去赢和体面而有尊严地去输的方式来教育和影响下一代青少年的人生，

这种以成功者的方法为青少年或其他失败者提供的获取胜利的法则，以输得体面而有尊严的失利者的事例来告

诫生活中的不幸者——要勇于正视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生而为人，不当匍匐爬行的虫而要做奋力腾飞的龙

——人生即使不幸被对手打败但不能被打倒。人生过程中的得志与失利，这是生活的必要内容，也是人生的必

修课，透视当今开放而充满诱惑的社会，不管是行业抑或是个人，要想获得热血和激情，步于低谷和陷于困境

之际，唯有循前人之案例——借成者之法助力前行和鉴败者之式免蹈覆辙，不论成败，皆取心得，化为良方，

方可脱身于泥淖，扭自身之格局，成个人的理想，建繁荣之社会，强民族之国家！

行人生之大道，鉴前人之足迹，成自我之独方，开现世璀璨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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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形如��2 + �� + � > 0(或< 0)(其中� ≠ 0)的不等式称为关于�的一元二次不等式.一般地，一元二次不等式可

以结合相应的二次函数、一元二次方程求解，步骤如下:

（1）将二次项系数先化为正数;

（2）观察相应的二次函数图象.

例题 1 求解下列不等式：

（1）�2 − 3� − 18 ≤ 0

（2）2�2 − � − 1 > 0

（3）− �2 + � ≥ 3� + 1

例题 2 解不等式�2 − � + 1
�
� + 1 < 0

练习 1 不等式− �2 + 5� − 6 ≤ 0 的解集为（ ）

A．x ≤− 6或 x ≥ 1

B． − 6 ≤ x ≤ 1

C. x ≤ 2或 x ≥ 3

D. 2 ≤ � ≤ 3

练习 2 当� < 0 时，关于�的不等式�2 − 4�� − 5�2 > 0 的解是( )

A．� > 5a 或� <− �

B．� < 5a 或 � >− �

C． − � < � < 5�

D．5� < � <− �

练习 3 若关于�的不等式 (1 + �)�2 + �� + � < �2 + 1 无解，则实数�的范围为( )

A．� ≥ 4
3

B．� > 0 C．� ≥ 0 D． − 1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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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次不等式

穿根引线法(零点分段法)

用穿根引线法解一元高次不等式非常方便，因此应熟练掌握.其解题步骤如下:

1 分解因式，将不等式转化为一端为 0，另一端为若干个因式(一次或二次不可约因式)的乘积的形式，并将各

因式中 x最高次数的项的系数化为“+”.

2 求各因式的根，并在数轴上表示出来(从小根到大根按左至右的方向表示)

3 由数轴右上方穿线，经过数轴上表示各根的点.穿线时要遵循“奇穿偶不穿”的原则(即某个因式是奇数次时，

就从数轴的一侧穿到数轴的另一侧;某个因式是偶数次时，则不穿过数轴).

若不等式(x最高次数的项的系数符号化“+”后)“＞0”，则找“线”在数轴上方对应的取值范围若不等式“＜0”，则找

“线”在数轴下方对应的取值范围.

例题 1 求解下列不等式

（1）− 5�2 + � − 6 �2 − 2� − 8 > 0

（2）(�2 − 1)(�2 − 5� + 6) < 0

（3） −1+ 2� − �2 �2 + 5� + 4 � − 3 3 > 0

练习 1 关于高次不等式 �2 − �3 + 2� �2 − 1 − �2 + 4� − 8 ≤ 0, 求�的取值范围.

练习 2 若高次不等式 − �3 + �2 + 2� �2 − 1 ≥ 0, 则�的取值范围为（ ）

A．x<0 B．� ≤ 0 C．� ≤ 0或 1 ≤ � ≤ 2 D．1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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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函数在闭区间上的最值问题

二次函数在闭区间上的最值问题是二次函数最值问题的典型代表，其问题类型通常包括不含参数和含参数

二次函数在闭区间上的最值问题、二次函数在闭区间上的最值逆向性问题以及可转化为二次函数在闭区间上最

值的问题，在此类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涉及数形结合、分类讨论等重要数学思想与方法.

二次函数的区间最值问题，核心是函数对称轴与给定区间的相对位置关系的讨论一般分为：对称轴在区间的左

边，中间，右边三种情况.

例题 1 当 1t x t   时，求函数 21 5
2 2

y x x   的最小值（其中 t 为常数）；

例题 2 已知关于 x的函数  2 2 2 5 5y x ax x      ，当 a 为任意实数时，求函数的最大值；

思考 1 当� ≤ � ≤ � + 1 时(�为常数)，求函数 21 5
2 2

y x x    的最小值.

思考 2 当� ≤ � ≤ � + 1 时(�为常数)，求函数 21 5
2 2

y x x    的最大值.

练习 1. 求函数� = 1 − 2� − �2(� ≤ � < � + 2)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练习 2. 当−2 ≤ � ≤ 1时，二次函数� =− � − � 2 +�2 + 1有最大值 4，则实数�的值为（ ）

A. −
7
4

B. 3或 − 3 C. 2 或 − 3 D. 2或 − 3或 −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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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的重心（1）

重心是三角形的三条中线的交点，它到顶点的距离等于它到对边中点的距离的 2倍，重心和三个顶点的连

线将△ ���的面积三等分，重心一定在三角形内部.

例题 1 求证三角形的三条中线交于一点，且这一点到顶点的距离与到对边中点的距离之比为 2: 1.

练习 1 在 △ ��� 中，∠� = 90∘, �� = 9, �� = 12, 点 O为 △ ���的重心，则�� = _____________.

练习 2 在△ ���中, �� = �� = 10, ���� = 3
4
,点�为 △ ��� 重心, 则 AG=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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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的重心（2）

例题 1 如图，��, ��是△ ���的中线，�, �分别是��, ��的中点，则��: ��等于___________.

例题 2 如图，点�是△ ���的重心，过点�的直线�交��于点�，交��于点�，求
��
��

+ ��
��
的值.

例题 3 求证三角形的三条中线交于一点，且这一点到顶点的距离与到对边中点的距离之比为 2: 1.

练习 1 如图，等腰直角 △ ��� 的中线��, ��相交于点�，若斜边��的长为 6，则��长为___________.

练习 2 如图，点�在△ ���的边��上，已知点�、点�分别为△ ���和△ ���的重心，如果�� = 12，那么两个

三角形重心之间的距离 EF的长等于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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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完全平方公式到“配方法”的应用

把代数式通过配凑等手段得到完全平方式，再运用“完全平方式非负”这一性质增加问题条件，这种解题方法叫

配方法.

配方法的作用在于改变代数式的原有结构，是求解变形的一种手段;配方法的实质在于改变式子的非负性，是挖

掘隐含条件的有力工具，在化简代数式、解方程、解最值问题、讨论不等关系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运用配方法解题的关键是恰当地“配凑”，应具有整体把握题设条件的能力，即将某项拆开又重新组合，得到完

全平方式.

例题 1. 求函数� = 1
�2−2�+3

的最大值.

例题 2. 已知 �2 + �2 + �2 + 2� − 4� + 6� + 14 = 0, 求 � + � + � 的值.

例题 3. 求函数 � = 4� + 9
�
(� > 0) 的最小值.

练习 1. 已知 �2 + 2�2 = 4�,求 � = �2 + �2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练习 2. 已知实数 �, b 满足 : �2 − �b + b2 = 2. 求证 : − 2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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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元法与整体代换

换元法是将一个较复杂的代数式中的某一部分看作一个整体，并用一个新的字母替代这个整体来运算，从而使

运算过程简明清晰.

换元是一种代数变换.在比较复杂的代数变形中，如果发现其中某一个代数式多次出现，我们常把这种代数式看

成整体，用另外的字母表示，使原来的代数式得到简化.我们称代数式中的字母为“元”，用新的字母代替原式中

的部分代数式，就是选择了新的“元”，这种代数变换称为换元.

例题 1. 解方程 �4 − 3�2 + 2 = 0 .

例题 2. 求函数 � = 4� + 9
�
(� > 0) 的最小值.

例题 3. 化简： 20 + 2 19 − 20 − 2 19.

例题 4. 解方程 : �+4
�−8

− �−8
�+4

= 3
2
.

练习 1. 已知 � > 1, 求 � = � + 1
�−1

+ 3 的最小值.

练习 2. 解方程组 : � − 5 + � + 4 = 3
�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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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韦达定理到待定系数法

使用待定系数法解题的一般步骤是:

（1）确定所求问题含待定系数的一般解析式;

（2）根据恒等条件，列出一组含待定系数的方程;

（3）解方程或消去待定系数，从而使问题得到解决.

例题 1. 若��2 + �� + � = 0 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1和�2，则�1+�2 = ____________，�1�2 = ____________.

例题 2. 关于 � 的方程 45�2 − 6�� + 3� − 5 = 0 的一个根是另一个根的两倍，求�的值.

例题 3. 已知 �2 + 2� + 1 是多项式 �3 − �2 + �� + � 的因式,求 �, � 的值.

练习 1. 已知多项式 �4 + 6�3 + 7�2 + �� + � 是一个关于 � 的完全平方式,求 �, � 的值.

练习 2. 已知二次函数的对称轴为 � = 2, 二次函数的图像与 � 轴的交点为 � �1, 0 , � �2, 0 , 与 � 轴的交点

为 �(0,3), 且 �12 + �22 = 10. 求这个二次函数的解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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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想方法—分类讨论思想

分类讨论思想是将一个较复杂的数学问题分解或分割)成若干个基础性问题，通过对基础性问题的解答来实现解

决原问题的思想.对问题实行分类与整合，分类标准等于是增加的一个已知条件，实现了有效增设，将大问题(或

综合性问题)分解为小问题(或基础性问题)，优化解题思路，降低问题难度.

例题 1. 若�� ≠ 0，则
a b ab
a b ab
  的取值共有________个.

例题 2. 求方程��2 + 2� + 1 = 0的解.

例题 3. 一个三角形有两边长分别为 15和 20，第三边上的高为 12，则第三边的长为__________．

例题 4. 已知函数� � = �2 − 2 2� + 1 � + 3，求当 0 ≤ � ≤ 1时，�(�)的最小值.

练习 1. 若 �, �, � 是三个非零有理数, 则
a b c
a b c
  的值是（ ）

A.3 B.±3 C.3或 1 D.±1或 ± 3

练习 2. 函数 �(�) =− 2�2 − (2� + 1)� + 3 在区间 2,3 上是增函数, 则 � 的取值范围是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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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想方法—数形结合思想

数形结合是把数或数量关系与图形对应起来，借助图形来研究数量关系或者利用数量关系来研究图形的性质，

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思想.它可以使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数时难入微.”

利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可以揭示数学问题的本质.数形结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形助数，即借助“形”

的直观性来阐明“数”之间的联系常用的方法有:借助数轴、借助函数图像、借助几何图形等.二是以数助形，即借

助“数”的精确性来阐明“形”的某些属性.常用的方法有:借助恒等变形、建立方程组)、面积转换等.由“形”到“数”

的转化，往往比较明显，而由“数”到“形”的转化却需要转化的意识，因此，数形结合思想的使用往往偏重于由“数”

到“形”的转化.

例题 1. 已知圆心为(0,0),半径� = 1的圆，判断过点( 3
4
, 3
4
)的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例题 2. 已知函数� � = �2 − 2 2� + 1 � + 3，求当 0 ≤ � ≤ 1时，�(�)的最小值.

例题 3.求� = �2 + 2� + 5 + �2 + 6� + 25的最小值.

练习 1. 已知函数 �(�) = �2 + 2�, � < 1
4 − �, 1 ≤ � ≤ 4

画出此函数的图象,根据实数 � 的范围，试讨论方程 �(�) = � 解的个数.

练习 2. 已知� ∈ �,求� = �2 + � + 1 − �2 − � + 1 的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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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想方法—函数方程思想

函数思想是指用函数的概念和性质去分析问题、转化问题和解决问题，方程思想是从题的等量关系入手，运用

数学语言将问题中的条件转化为数学模型(方程或不等式)，然后通过解方程(组)或不等式(组)来解决问题，方程

是从算术方法和代数方法中寻找等量关系的一种质的飞跃，有时，还可以将函数与方程互相转化、接轨，达到

解决问题的目的.列方程、解方程和研究方程的特性，都是应用方程思想时需要重点考虑的.

函数与方程的思想在解题中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助有关初等函数的性质，解有关求值、解(证明)

不等式、解方程以及讨论参数的取值等问题;二是在问题的研究中，通过建立函数关系式或构造函数，把所研究

的问题转化为讨论函数的有关性质，达到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的目的.因此，许多有关方程的问题可以用函数的

方法解决;反之，许多有关函数的问题则可以用方程的方法解决.总之，在学习中要注意领悟蕴含在知识和解题过

程中函数与方程的思想，用它来指导解题，在解题中，同时要注意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探索，寻求多种方法，

从而得到最佳解题方案.

例题 1. 非负实数 , ,x y z满足：
1 2 3

4 3 2
x y z  

  ,求 2 2 2x y z  的最小值.

例题 2. 已知 为锐角，
7sin cos
5

   ,求 cos 的值.

例题 3. 求方程 32 3 1 0x x   的根的个数

练习 1. 已知非负实数 , ,x y z满足
1 2 3

2 3 4
x y z  

  , 记 3 4 5M x y z   , 则M 的最大值减去最小值的差为

____________.

练习 2. 求方程 2 32x x
x

  的根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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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数学思想方法基础卷

一、单选题（本题共 6 小题)

1.设函数 ，则当 y=2时，x的取值为（ ）

A.-4 B.4 C.-10 D.10

2.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通过观察一次函数 的图象，我们可以得到方程�� + � = 0的解为� = 1，

这一求解过程主要体现的数学思想是（ ）

A.数形结合 B.分类讨论 C.类比 D.公理化

3.数形结合是数学解题中常用的思想方法，使用数形结合的方法，很多问题可迎刃而解，且解法简洁．如图，

直线 y＝3x和直线 y＝ax+b交于点（1，3），根据图象分析，方程 3x＝ax+b的解为（ ）

A.x＝1 B.x＝﹣1 C.x＝3 D.x＝﹣3

4.用换元法解方程
3�

�2−1
+ �2−1

�
= 7

2
，设 ，那么换元后，方程可化为整式方程正确的是（ ）

A.3� + 1
�
= 7

2 B.2�2 − 7� + 2 = 0

C. D.

5.用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时，方程可变形为（ ）

A. B.

C. D.

6.不等式��2 + 4� + 3 ≥ 0的解范围是全体实数，则实数 a的取值范围是（ ）

A.� < 0 或 0 < � < 4
3

B.� ≤ 4
3

C.� ≥ 4
3

D.� >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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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本题共 2 小题)

7.小明用下面的方法求出方程 2 � − 4 = 0 的解，请你仿照他的方法求出下面方程� + � − 2 − 4 = 0 的解为

1 ；

方程 换元法得新方程 解新方程 检验 求原方程的解

令 ，

则 2� − 4 = 0
� = 2

所以

8.已知关于 x的方程 一个根大于 2，另一个根小于 2，则实数 a的取值范围为 1

三、解答题（本题共 2 小题)

9.利用配方法求方程 的解．

10.作出函数� = �2 − 4|�|的图像，并求出函数的最小值.

打开升学e网通

扫码查看试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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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概念

1.集合的概念：

一般地，我们把研究对象统称为元素，把一些元素组成的总体叫做集合（简称为集）.

2.集合的性质：

（1）确定性：集合中的元素必须是确定的.

（2）互异性：集合中的元素是互不相同的.

（3）无序性：两个集合的元素一样，两个集合相等.

3.集合的相关符号：

集合用大写字母�，�等表示，元素用小写字母�，�等表示.

如果�是集合�中的元素，称为�属于集合�，记作：� ∈ �；

如果�不是集合�中的元素，称为�不属于集合�，记作：� ∉ �.

4.一些常见的数集：

实数集：�

有理数集：�

整数集：�

正整数集：�+或�∗

自然数集：�

例题 1. 判断下列是否能组成集合：

（1）成绩优异的高中学生；

（2）总分 680以上的学生；

（3）本年度某中学三好学生的全体;

（4）某次考试中选择题全部正确的学生；

（5）某次考试中选择题做的不好的学生.

例题 2. 用符号“∈”或“∉”填空

（1）−3__________N 0.5________N

（2）1.5_________Z −5_________Z

（3）−0.2________Q �_________Q

（4）1.5_________R −1.2_________R

练习 1. 下列各组对象不能构成一个集合的是( )

A．不超过 20的素数

B．方程�2 − 9 = 0 在实数范围内的解

C． 3的近似值的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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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南昌 17中 2020年在校身高超过 170厘米的同学

练习 2. 下面给出的四类对象中，构成集合的是( )

A．某班个子较高的同学 B．大于 2的整数

C． 2的近似值 D．长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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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的表示

1.列举法：

把集合的所有元素一一列举出来，并用{ }括起来表示集合的方法叫做列举法.

2.描述法：

一个集合�，我们把集合�中所有具有共同特征� � 的元素�所组成的集合表示为 � ∈ � � � ，这种表示

集合的方法称为描述法.

例题 1. 用适当的方式表示下列集合

1．方程�2 − 2� − 8 = 0的解集.

2．偶数集.

3．第二象限内的点集.

例题 2. 讨论区分下列集合

1． � � = �2 + 1

2． �|� = �2 + 1

3． �, � � = �2 + 1

例题 3. 用列举法表示下列集合

1．{�|� = �−2
�+1

, � ∈ �+, � < 5}

2．{� ∈ �| 6
2−�

∈ �}

3． � ∈ �+ � =− �2 + 6, � ∈ �+

4．{(�, �)|� =− �2 + 6, � ∈ �+, � ∈ �+}

练习 1. 方程组
� + � = 0
�2 + � = 2

的解集是( )

A．{(1, − 1)，( − 1,1)} B．{(1,1)，( − 2,2)}

C．{(1, − 1)，( − 2,2)} D．{(2, − 2)，( − 2,2)}

练习 2. 10的所有正因数组成的集合用列举法表示为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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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的基本关系

1.子集：

一般地，对于两个集合�，�，如果集合�中任意一个元素都是集合�中的元素，则称集合�为集合�的子集，记

作� ⊆ �（或� ⊇ �），读作“A包含于 B”（或“B包含 A”）.

2.Venn图：

在数学上，我们经常用平面上封闭曲线的内部代表集合，这种图称为 Venn图.

例如集合�为集合�的子集，可以表示为下图.

3.集合相等：

一般地，如果集合�的任何一个元素都是集合�的元素，同时集合�的任何一个元素都是集合�的元素，那么集合

�与集合�相等，记作� = �.也就是说，若� ⊆ �，且� ⊆ �，则� = �.

4.真子集：

如果集合� ⊆ �，但存在元素� ∈ �，且� ∉ �，就称集合�是集合�的真子集，记作�⫋�.

5.空集：

一般地，我们把不包含任何元素的集合称之为空集，记做∅，并规定空集是任何集合的子集.

例题 1. 判断下列集合之间的关系

（1）� = {�|� = 5� + 2, � ∈ �} � = {�|� = 5� − 3, � ∈ �}

（2）� = {�|� = 5�−3
2�−1

, � ∈ �} � = {�|� = 5�+2
2�+1

, � ∈ �}

例题 2. 写出集合{1，2，3}的所有子集，并指出其中的真子集.

例题 3. {1，2}⫋� ⊆ {1，2，3，4}，则�有多少个？

练习 1. 已知集合� = {�| − 1 ≤ � ≤ 3}，� = {�| �−3
�+1

≤ 0}，则用韦恩图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正确的是(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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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练习 2. 设集合� = {�|� = 2� − 1，� ∈ �}，� = {�|� = 4� − 1，� ∈ �}，则( )

A．�⫋� B．�⫋� C．� ∈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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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间的关系的应用

例题 1. 下列两个集合中相等的有___________.

①� = {�|� = 2�, � ∈ �} � = {�|� = 2(� − 1), � ∈ �}

②� = {�|� = 2� − 1, � ∈ �∗} � = {�|� = 2� + 1, � ∈ �∗}

③� = � �2 − � = 0 � = {�|� =
1 + −1 �

2
, � ∈ �}

例题 2. 若集合� = { − 1，1}，� = {0，2}，则集合� = {�|� = � + �, � ∈ �, � ∈ �}的真子集的个数为__________.

例题 3. 设集合� = {�|�2 + 4� = 0}，集合�是方程�2 + 2 � + 1 � + �2 − 1 = 0 的根组成的集合，若� ⊆ �，求

实数�的取值范围.

例题 4. 已知集合� = {�| � + 3 � − 5 ≤ 0}，� = {�|� − 2 < � < 2� − 3}，且� ⊆ �，求实数�的取值范围.

练习 1. 已知集合� = {�|1 ≤ � ≤ 2}，� = {�|� = 2� + �，� ∈ �}，若� ⊆ �，则实数�的取值范围为( )

A．[1,2] B．[ − 2,−1] C．[ − 2,2] D．[ − 1,1]

练习 2. 已知集合�满足{1，2} ⊆M⫋{1，2，5，6，7}，则符合条件的集合�有______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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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集

1.并集：

一般地，由所有属于集合�或属于集合�的元素所组成的集合，称为集合 A与集合 B的并集，记作� ∪ �（读作“�并

�”），即� ∪ � = {�∣� ∈ �,或 � ∈ �}，可用 Venn图表示.

例题 1. � = {1，4，5，�}，� = {�2，5}，� ∪ � = {1，4，5，�}，求�.

例题 2. 已知集合� = {�|�2 − 2� − 8 = 0}，� = {�|�2 + �� + �2 − 12 = 0}，若� ∪ � = �，求�的取值范围.

例题 3. 设集合� = {�| − 2 ≤ � ≤ 5}，� = {�|� + 1 ≤ � ≤ 2� − 1}，且� ∪ � = �，求实数�的取值范围.

练习 1. 已知集合� = {� ∈ �|0 < � < 4}，� = {�|(� − 1)(� + 2) < 0，� ∈ �}，则�⋃� = ( )

A．{1} B．{1，2} C．{0，1，2，3} D．{ − 1，0，1，2，3}

练习 2. 已知集合� = {�|0 < 1 − � ≤ 2}，� = {�| − 1 < � ≤ 1}，则�⋃� = ( )

A．{ − 1} B．{�| − 1 ≤ � ≤ 1}

C．{�| − 1 < � < 1} D．{ −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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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集

1.交集：

一般地，由所有属于�且属于�的元素组成的集合，称为集合�与�的交集，记作� ∩ �（读作“�交�”），

即� ∩ � = {�∣� ∈ �,且� ∈ �}，可用 Venn图表示.

例题 1. 设集合� = { − 1，1，3}，� = {� + 2, �2 + 4}，� ∩ � = {3}，求实数�.

例题 2. 设� = {�|�2 + 4� ≤ 0}，� = {�|�2 + 2�� + �2 − 1 < 0}，其中� ∈ �，如果� ∩ � = �，求实数�的取值范

围.

练习 1. 已知集合� = {�|�2 − 2� − 3 < 0}，� = { − 1，1，2}，则�⋂� = ( )

A．{1，2} B．{ − 1，1，2} C．{0，1，2} D．{ − 1，0，1，2，3}

练习 2. 设集合� = {�|(� + 1)(� − 5) < 0，� ∈ �}，� = {�|�(� − 2) ≥ 0，� ∈ �}，则�⋂� = ( )

A．{0，2，3，4} B．{0，2}

C．{3，4} D．{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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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和补集

1.全集：

一般地，如果一个集合含有所研究问题中涉及的所有元素，那么就称这个集合为全集，通常记作�.

2.补集：

对于一个集合 A，由全集 U中不属于集合 A的所有元素组成的集合称为集合 A相对于全集 U的补集，简称为

集合 A的补集，记作∁��，即∁�� = {�∣� ∈ �,且� ∉ �}，可用 Venn图表示.

例题 1. 若全集� = { − 1，0，1，2}，� = {� ∈ �|�2 + � ≤ 0}，则���=( )

A．{2} B．{1，2} C．{ − 1，2} D．{ − 1，1，2}

例题 2. 设全集� = �，� = {�|�2 + �� + 12 = 0}，� = {�|�2 − 5� + � = 0}，

若 ��� ∩ � = {2}，� ∩ C�� = {4}，求� ∪ �.

练习 1. 已知集合� = {�| − �2 + 2� + 3 > 0}，全集为�，则��� = ( )

A．( − ∞, − 1]⋃[3, + ∞) B．( −∞, − 3]⋃[1, + ∞)

C．[ − 1,3] D．[ − 3,1]

练习 2. 已知集合� = {� ∈ �|�2 − 3� − 4 ≤ 0}，� = {1，2，3}，� = { − 1，1，2}，则��(�⋂�) = ( )

A．{0，3} B．{ − 1，1，2，3}

C．{ − 1，0，3，4} D．{0，1，2，3}



第 80页

充分条件、必要条件

1.充分条件、必要条件：

一般地，“若�，则�”为真命题，是指由�通过推理可以得出�.这时，我们就说，由�可以推出�，记作� ⇒ �，并

且说，�是�的充分条件，�是�的必要条件.

如果“若�，则�”为假命题，那么由条件�不能推出结论�，记作� ⇏ �.此时，我们就说�不是�的充分条件，�

不是�的必要条件.

2.充分必要条件：

如果“若�，则�”和它的逆命题“若�，则�”均是真命题，即既有� ⇒ �，又有� ⇒ �，就记作� ⇔ �.

此时，�既是�的充分条件，也是�的必要条件，我们说�是�的充分必要条件，简称为充要条件.显然，如果�是�

的充要条件，那么�也是�的充要条件.

例题 1. 若�，� ∈ �，则“ � + � ≤ 1”是“�2 + �2 ≤ 1”的( )

A．充分不必要条件 B．必要不充分条件

C．充分必要条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练习 1. “0 < � + � ≤ 4”是“�� ≤ 4”的( )

A．充分不必要条件 B．必要不充分条件

C．充分必要条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练习 2. (� − 3)(� + 2) > 0 的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是( )

A．� ≥ 4 B．� ≤ 0 C．� > 1 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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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1.全称量词：

短语“所有的”“任意一个”在逻辑中通常叫做全称量词，并用符号“∀”表示.

2.全称量词命题：

含有全称量词的命题，叫做全称量词命题.

全称量词命题“对�中任意一个�，� � 成立”可用符号简记为∀� ∈ �, � � .

3.存在量词：

短语“存在一个”“至少有一个”在逻辑中通常叫做存在量词，并用符号“∃”表示.

4.存在量词命题：

含有存在量词的命题，叫做存在量词命题.

存在量词命题“存在�中的元素�，� � 成立”可用符号简记为∃� ∈ �, � � .

例题 1. 判断下列是全称量词命题，还是存在量词命题，并判断真假.

1.所有的素数都是奇数；

2.∀� ∈ �， � + 1 ≥ 1;

3.对任意一个无理数�，�2也是无理数；

4.∃� ∈ �，使�2 + 2� + 3 = 0；

5.平面内存在两条相交直线垂直于同一条直线；

6.有些平行四边形是菱形.

练习 1. 如果∃�0 ∈ �，使�02 + ��0 + 1 < 0成立，那么实数�的取值范围为( )

A．( − ∞, − 2] B．( −∞, − 2)⋃(2,+∞)

C．[2, + ∞) D．∅

练习 2. 已知对∀� ∈ {�|1 ≤ � < 3}，都有� > �，则�的取值范围为( )

A．� ≥ 3 B．� > 3 C．� > 1 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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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

1.全称量词命题的否定：

对于含有一个量词的全称量词命题的否定，有下面的结论：

全称量词命题：

∀� ∈ �, � � .

它的否定：

∃� ∈ �,¬� � .

也就是说，全称量词命题的否定是存在量词命题.

2.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

对含有一个量词的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有下面的结论：

存在量词命题：

∃� ∈ �, � � .

它的否定：

∀� ∈ �,¬� � .

也就是说，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是全称量词命题.

例题 1. 判断下列命题是全称量词命题还是存在量词命题，并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定.

（1）所有的正方形都是矩形；

（2）∃� ∈ �，�2 − � + 1 ≥ 0.

练习 1. 若命题“∀� ∈ [1，4]时，�2 − 4� − � ≠ 0”是假命题，则�的取值范围（ ）

A．[ − 4,−3] B． −∞, − 4 C．[ − 4,+∞) D．[ − 4,0]

练习 2. 若命题“∃� ∈ �，使得 3�2 + 2�� + 1 < 0”是假命题，则实数�的取值范围是( )

A．− 3 < � < 3 B．� ≤− 3或� ≥ 3

C．− 3 ≤ � ≤ 3 D．� <− 3或�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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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数学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测试卷

一、单选题（本题共 6 小题)

1.下列集合与集合� = {2,3}相等的是（ ）

A.{(2,3)}

B.{ �, � |� = 2, � = 3}

C.{�|�2 − 5� + 6 = 0}

D.{� = 2, � = 3}

2.已知 ��� ∩ � = ∅，则下面选项中一定成立的是（ ）

A.A ∩ B = A B.� ∩ � = �

C.� ∪ � = � D.� ∪ � = �

3.如图，阴影部分所表示的集合为（ ）

A.� ∩ (���) B.� ∩ ���

C.� ∪ ��� D.� ∪ ���

4.命题“∀� ∈ 1,2 ，3�2 − � ≥ 0”为真命题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是（ ）

A.� ≤ 4 B.� ≤ 2

C.� ≤ 3 D.� ≤ 1

5.有下列命题：①mx2＋2x－1＝0是一元二次方程；② 抛物线 y＝ax2＋2x－1与 x轴至少有一个交点；③ 互相

包含的两个集合相等；④ 空集是任何集合的真子集.其中真命题有（ ）

A.1个 B.2个 C.3个 D.4个

6.命题 p:“∀� ≥ 0，2x-sinx≥0”的否定为（ ）

A.∀� ≥ 0，2x-sinx<0

B.∀� < 0，2x-sinx<0

C.∃�0 ≥ 0，2�0 − sin�0 < 0

D.∃�0 < 0，2�0 − sin�0 < 0

二、填空题（本题共 2 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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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已知集合 A＝{a＋2，(a＋1)2，a2＋3a＋3}，且 1∈A，则 2017a的值为 ________ ．

8.已知 A={x|-1<x<3}，B={x|-1<x<m+1}，若 x∈B成立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是 x∈A，则实数 m的取值范围是

________ .

三、解答题（本题共 2 小题)

9.已知非空集合 A={x|2a+1≤x≤3a-5}，B={x|3≤x≤22}．

(1)当 a=10时，求 A∩B，A∪B；

(2)若 A B，求 a的取值范围．

10.已知命题 p：“关于 x的方程 x2-2x+m=0有实数根”，命题 q：“-2<m<3”，命题 r：“t<m<t+1”．

(1)若 p∧q是真命题，求 m的取值范围；

(2)若 r是 q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求 t的取值范围．

________

打开升学e网通

扫码查看试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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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性质与不等式性质

1.作差比较实数大小：

关于实数�，�的大小比较，有以下基本事实：

如果� − �是正数，那么� > �；如果� − �等于 0，那么� = �；如果� − �是负数，那么� < �，反过来也对.

这个基本事实可以表示为

�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 < 0.

从上述基本事实可知，要比较两个实数的大小，可以转化为比较它们的差与 0的大小.

2.重要不等式：

一般地，∀�, � ∈ �，有�2 + �2 ≥ 2��，当且仅当� = �时，等号成立.

例题 1. 已知�, � ∈ �，比较�2 + �2与�� + � + � − 1的大小.

练习 1. 已知� = �2 + 4� + 1，� =− �2 + 2� − 4，则( )

A．� > � B．� < � C．� ≥ � D．� ≤ �

练习 2. 某钢铁厂要把长度 4000��的钢管截成 500��和 600��两种．按照生产的要求，600��钢管的数量

不能超过 500��钢管的 3倍．写出满足上述所有关系的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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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性质与不等式性质（2）

1.等式的基本性质：

性质 1 如果� = �，那么� = �；

性质 2 如果� = �，� = �，那么� = �；

性质 3 如果� = �，那么� ± � = � ± �；

性质 4 如果� = �，那么�� = ��；

性质 5 如果� = �，� ≠ 0，那么
�
�
= �

�
.

2.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性质 1 如果� > �，那么� < �；如果� < �，那么� > �.即

� > � ⇔ � < �.

性质 2 如果� > �，� > �，那么� > �.即

� > �, � > � ⇒ � > �.

性质 3 如果� > �，那么� + � > � + �.

性质 4 如果� > �，� > 0，那么�� > ��；如果� > �，� < 0，那么�� < ��.

性质 5 如果� > �，� > �，那么� + � > � + �.

性质 6 如果� > � > 0，� > � > 0，那么�� > ��.

性质 7 如果� > � > 0，那么�� > ��（� ∈ �，� ≥ 2）.

例题 1. 若� > � > 0，� < � < 0，则一定有（ ）

A．
�
�
> �

�
B．

�
�
< �

�
C．

�
�
> �

�
D．

�
�
< �

�

例题 2. 如果一杯糖水里加糖，糖水变甜了，此糖水浓度问题能提炼出怎样的不等式呢？试加以证明.

练习 1. 已知实数�，�在数轴上对应的点如图所示，则下列式子中正确的是( )

A．
1
�
> 1

�
B．�2 > �2 C．� − � > 0 D．|�|� < |�|�

练习 2. 下列四个命题：

①若� > |�|，则�2 > �2

②若� > �，� > �，则� − � > � − �

③若� > �，� > �，则�� > ��

④若� > � > 0，� < 0，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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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正确命题的个数有（ ）

A．1个 B．2个 C．3个 D．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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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不等式

1.基本不等式：

�� ≤
� + �
2

（1）基本不等式成立的前提条件: � > 0，� > 0.

（2）等号成立的条件：当且仅当 � = � 时等号成立.

（3）其中
�+�
2
称为正数�，�的算术平均数， ��称为正数�，�的几何平均数.

基本不等式表明：两个正数的算术平均数不小于它们的几何平均数.

例题 1. （1）� > 0，求函数� = � + 1
�
的最小值.

（2）� > 1
2
，� = 2�2−�+1

2�−1
的最小值.

（3）0 < � < 2，求函数� = � 4 − 2� 的最大值.

（4）1
2
< � < 5

2
，� = 2� − 1 + 5 − 2�的最大值.

练习 1. 已知� > 0，� > 0，2� + 3� = 6，则��的最大值为( )

A．1
2

B．3 C．3
2

D．1

练习 2. 已知实数� > 3，则 4� + 9
�−3

的最小值是( )

A．24 B．12 C．6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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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不等式的简单应用

1.利用基本不等式求最大、最小值问题：

（1）如果�, � ∈ 0, + ∞ ，且�� = �（定值），

那么当� = �时，� + �有最小值 2 �（简记：积定和最小）；

（2）如果�, � ∈ 0, + ∞ ，且� + � = �（定值），

那么当� = �时，��有最大值
�2

4
（简记：和定积最大）.

例题 1. 某工厂要建造一个长方体无盖水池，其容积为 4800立方米，深为 3米，如果池底每平方米的造价 150

元，池壁每平方米的造价为 120元，怎样设计水池能使总造价最低？最低造价多少？

例题 2. �, � > 0，� + 2� = 1，求
1
�
+ 1

b
的最小值.

例题 3. 正数�, �, �满足�2 − 3�� + 4�2 − � = 0，当
��
�
取最大值时，求

2
�
+ 1

�
− 2

�
的最大值.

练习 1. 已知�，�为正实数，且 2� + � = 1，则
2
�
+ 1

�
的最小值为( )

A．4 B．7 C．9 D．11

练习 2. 港珠澳大桥通车后，经常往来于珠港澳三地的刘先生采用自驾出行．由于燃油的价格有升也有降，现刘

先生有两种加油方案，第一种方案：每次均加 30升的燃油；第二种方案，每次加 200元的燃油，则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A．采用第一种方案划算 B．采用第二种方案划算

C．两种方案一样 D．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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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语

序号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2 课程讲 合成法 91

3 课程讲 派生法 93

4 课程讲 Unit1-词组短语-新高考 94

5 课程讲 Unit2-词组短语-环游世界 95

6 课程讲 Unit3-词组短语-色彩跑 96

7 课程讲 Unit4-词组短语-台风海贝斯 97

8 课程讲 Unit5-词组短语-英语发展史 98

9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英语词组短语新知预习测试卷（新人教） 99

10 课程讲 自然灾害—Tsunami Hits Asia 100

11 课程讲 自然灾害—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1) 102

12 课程讲 自然灾害—Words and Expressions 103

13 课程讲 自然灾害——Language Output 105

14 课程讲 语言学习—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106

15 课程讲 语言学习—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2) 107

16 课程讲 语言学习—Words and Expressions 108

17 课程讲 语言学习—Language Output 109

18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英语阅读新知预习测试卷（新人教） 110

19 课程讲 TEENAGE LIFE AROUND THEWORLD-1 114

20 课程讲 TEENAGE LIFE AROUND THEWORLD-2 115

21 课程讲 What Are You Eating in Australia?-1 116

22 课程讲 What Are You Eating in Australia?-2 117

23 课程讲 美妙音乐-1 119

24 课程讲 美妙音乐-2 120

25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英语阅读初高衔接提高测试卷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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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法

定义：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连在一起合成一个新词，这种构词法叫合成法(compounding)。

形式：有的可以直接写在一起构成一个新单词，还有的在词与词之间用连字符“-”构成一个新单词。

例 1. 推测下列单词的词性和词义。

1. mobile-phone _____________

2. watermelon _____________

3. download _____________

4. sleep-walk _____________

5. five-hour _____________

6. hardworking _____________

7. kind-hearted _____________

8. furthermore _____________

9. throughout _____________

例 2. 推测下列文本中划线单词的词性和词义。

1. like fingerprint scans _____________

2. come up with a low-cost device（装置） _____________

3. a smart keyboard _____________

4. gets the password right _____________

5. the keyboard should be pretty straightforward _____________

例 3. Tom正计划参加一个夏令营。请从下面几个夏令营的介绍中选出符合需求的最佳选项。

Tom is a sports fan and a lover of the outdoors. Besides water sports, he enjoys horse-racing and hiking. He

would like to go to a camp which offers a great variety of sport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choice for Tom? __________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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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FORNIA: Log Cabin Wilderness Camp Getaway: Backpacking (背包徒步旅行) is the top activity

at this camp, including classes in backpacking stove (火炉) operation, back country first aid, water purification

(净化), and map and compass skills.

B

☆WISCONSIN: Gardner Dam Scout Camp: Whitewater canoeing (激流独木舟运动) is offered if you want

to have fun on the river. A 35-mile overnight mountain biking trip is for those who prefer to stay on dry land. The

camp is for boys and girls 12-18.

C

☆ IDAHO: Camp Aspen: Horseback riding and hillwalking are popular on the paths. Swimming,

canoeing, rowing and fishing activities are offered on the lake. Learn about the culture and have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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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生法

定义：在单词前面加上前缀或在后面加上后缀而构成新词，这种构词法叫派生法(derivation)。

形式：通常词形都会发生变化，词性有时也会发生变化。

注意：中学英语中以派生法生成的词汇约占整个中学词汇总量的 25％。

例 1. 推测下列单词的词义。

1. disappear v. _______________

2. independent adj. ______________

3. unfriendly adj. ______________

4. enable v. ________________

5. predict v. ________________

6. confirm v. ________________

例 2. 推测下列单词的词性和词义。

1. adjustment _______________
2. chemist _______________
3. fasten _______________
4. firmly _______________
5. cheerful _______________
6. optional _______________
例 3. 语法填空（请根据所给词的适当形式填空）。

When they were free from work, they invited us to local events and let us know of an interesting 1.

_______________ (compete) to watch, together with the story behind it. They also shared with us many 2.

_______________ (tradition) stories about Hawaii that were 3. _______________ (huge) popular with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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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1-词组短语-新高考

例 1. You can sign up for courses that you like or you’re good at.

例 2. You could sign up for advanced physics course if you are attracted to physics.

例 3. In an advanced course, it will be a bit hard to keep up with others.

例 4. Focusing on both studies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s a big challenge.

例 5. In addition to studying harder in senior high school, we have to get used to being responsible for a lot more.

例 1. 选词填空（词汇见思维导图）

It’s a little hard to choose suitable courses, so we are allowed to try a course for two weeks after we ___________

it. After that, we cannot change it. Here is some advice for you to pick up your senior high school courses: First,

choose a course that you ____________. Interest can be very important in learning. Second, attend a course that

you are good at, which will make it easy for you to _____________ others. Third, take part in a course that is

relevant (相关的) to your future work.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ake som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_______________ busy.

例 2. 写作练习

翻译划线部分：我从小就喜爱中国画, 所以我对中国画很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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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2-词组短语-环游世界

例 1. You need to apply for a visa in advance.

例 2. Some useful travel tips may help you take control of your travel.

例 3. Remember to check in at the reception(接待) desk.

例 4. Remember to bring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before you check out of the hotel.

例 5. Credit cards can be valuable tools for traveling.

例 1. 写作练习

翻译：我写信是想申请成为校英语协会（association）的志愿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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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3-词组短语-色彩跑

例 1. The Color Run is a unique event that celebrates healthiness and happiness rather than a competition.

例 2. Even though/if there is no winner in the game, color runners are all on top of having fun.

例 3. The Color Run has donated millions of dollars to children who have cancer and give up hopes in life.

例 4.We should not lose heart in face of difficulties.

例 5. The color run is making a difference to the world in its own way.

例 1. 选词填空（词汇见思维导图）

1. Do not ____________. You should work ha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2. ____________ we will certainly fail at times, learning from the mistakes we make will be invaluable.

3. If you could choose to remember only five words in your life, remember these:“Never _____________. Keep

trying.”

例 2. 写作练习

改写：Experts say that the quality of prais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quantity. （提示：rather th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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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4-词组短语-台风海贝思

例 1. Typhoon Hagibis Slams Japan; At Least One Dead, Dozens Injured.

例 2. Typhoon Hagibis looked as if it was a huge whirlpool(漩涡) on earth.

例 3. Thousands of Japanese were in great danger.

例 4. They also suffered from flood, earthquake during the typhoon.

例 5.With the help of troops, firefighters and other workers, Japanese believe they will go through the disaster

and recover very soon.

例 1. 选词填空（词汇见思维导图）

A super typhoon hit East China in July 2016, which was a time of great sadness. The floods and landslides caused

by typhoon killed __________100 people, left 60 miss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____________

and victims who lived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__________ the greatest loss. Luckily, much has been done to help

people ________ the sadness and rebuild their homes.

例 2. 写作练习

翻译：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我们仍然充满希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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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5-词组短语-英语发展史

例 1. The history of English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例 2. For this reason, English absorbed millions of words from other languages.

例 3. England had trouble with the standard (标准) of word spelling.

例 4. BTW, new words concerning internet appeared.

例 5. From my point of view, English has shown a great ability to absorb and evolve(进化).

例 1. 选词填空（词汇见思维导图）

Amy: Hey, what are your problems with learning English?

Jackson: Hi! I’ve been studying English since primary school. I used to get high marks in English, but now I’m

_______________my listening. When I listen to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alking in a video, I can catch only a few

words. ____________, I can never quite get the main idea. ____________, vocabulary is also a problem—there

are just SO MANY new words! I can’t keep all of them in my head, and I can’t remember how to use them.

HELP!

例 2. 写作练习

翻译：在我看来，听英语广播节目可以帮助你习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说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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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英语词组短语新知预习测试卷（新人教）

一、语法填空（本题共 10 小题)

请结合句意，在空白处填入 1个适当的单词或括号内单词的正确形式。 

1. Do you suffer 1 headaches？

2. 2 my point of view, it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learn English.

3. The reason 3 which he refused to go to the party was that they had not invited him.

4. I'm 4 (apply) for a part-time job at a foreign company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5. He failed in his attempt 5 (take) control of the company.

6. Guests must check 6 before noon, or they will be charged for the day.

7. I'd prefer to work in the office rather than 7 (stay) at home watching TV.

8. I waited for an hour to sign up 8 distance learning course.

9. It is obvious that babies 9 (attract) to bright colours.

10. I don't think I could ever get used to 10 (live) in a big city after living in the country.

二、翻译（本题共 5 小题)

汉译英（整句）。

11.当唐山地震发生的时候，仿佛这个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as if）

________

12.难以想象他们将怎样熬过这段艰难的时光。（go through）

________

13.我以前英语成绩很好，但现在我的听力有很多问题。（have trouble with）

________

14.即使你输了这场比赛也不要灰心。（even if /though）

________

15.我想当一个志愿者，影响他们的生活。（make a difference to）

________

打开升学e网通

扫码查看试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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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Tsunami Hits Asia

Brainstorm
1. What is a tsunami?
2. What causes it?
3. Will it cause great damage to human beings?

DAILYNEWS POST
Thursday 28 February 2007

Earthquake Strikes!
Earlier today an earthquake hit this Mediterranean town. The earthquake came with no warning to the residents so
they had to flee from their homes if they could. A survivor reported “We have a community centre designed to
shelter people as it’s a known hot spot for earthquakes but there was no warning whatsoever.” Homes in this small
community suffered enormous damage currently estimated at $24,850. Most recent estimates show the death toll
has raised to 11 and a further 307 seriously injured. We have launched a ful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or planning.
Our recently appointed town planner has been suspended pending the results of the report.
4. What are the main points of a news report about natural disasters?

The most powerful earthquake in the past 40 years caused a tsunami that crashed into coastlines across Asia
yesterday, killing more than 6,500 people in Indonesia, India, Thailand, Malaysia, and at least four other countries.
Fishermen, tourists, hotels, homes, and cars were swept away by huge waves caused by the strong earthquake that
reached a magnitude of 9.0. The undersea quake struck around 7:00 a.m., Sunday off the west coast of Indonesia’s
Sumatra Island. In that area alone, at least 1,870 people were killed.
In Sri Lanka, some 1,600 kilometres west of the quake centre, the number of deaths stood at 2,498, and one
million more were affected by the tsunami, government officials said. Indian officials said as many as 1,900 had
been killed along the southern coast. Another 254 were found dead in Thailand and 54 in three other countries. In
southern Thailand, 1,900 people were hurt and many more were missing, local officials said.
“I was having breakfast with my three children when water started filling my home. We had to leave everything
and run to safety,” said Chandra Theeravit, a local Thai woman.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still missing, and the
number of deaths is expected to grow even higher over the next few days. Foreign aid is being organised for the
tsunami-hit countries. However, dangerous conditions and damaged roads will make it difficult to deliver food
and supplies.
Read for Details
5. Scan the news report and fill in the table.

date disaster place damage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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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26 December 2004, a tsunami killed more than 6,500 tourists, fishermen, and other locals in Southeast
Asia.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missing and the number of deaths is expected to grow. The damage caused by
the tsunami i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rescue workers to help the survivors.

6. Read the summary of the news report above. Check the main points it includes.

date time place event

cause effect following events

7. Read the following news report and try to write a short summary.
A heavy rainfall hitting central China’s Henan Province since Friday has left at least 25 dead, seven missing, more
than 160,000 displaced and more than 1.2 million affected in the third most populated province with more than 99
million people, according to a press conference held by local officials on Wednesday afternoon.
Provincial capital Zhengzhou City witnessed its heaviest rainfall in decades on Tuesday. The city registered 201.9
millimeters (mm) of precipitation between 4 p.m. and 5 p.m. on Tuesday, a record hourly high for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city also broke its single-day precipitation record, hitting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Zhengzhou’s
weather st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51, according to Xinhua.
The record torrential rainfall left at least 16 dead in Zhengzhou, where multiple train stations and roadways were
submerg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Wednesday stressed saving people’s lives as a top priority in flood prevention and
rescue.
China’s State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lief Headquarters lifted the emergency response to Level II, the
second-highest level in the response system, starting at 3 a.m. on Wednesda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MOF) and the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MEM) on Wednesday allocated a
total of 100 million yuan (about $15 million) for disaster relief to Henan. The funds include 60 million yuan
allocated by the two ministries for natural disaster relief and 40 million yuan from the MOF alon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disaster relie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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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1)

1. What does “that” refer to in the two sentences?
2. What’s the function of “that” in the two sentences?

The most powerful earthquake in the past 40 years caused a tsunami that crashed into coastlines across Asia
yesterday, killing more than 6,500 people in Indonesia, India, Thailand, Malaysia, and at least four other
countries. Fishermen, tourists, hotels, homes, and cars were swept away by huge waves caused by the strong
earthquake that reached a magnitude of 9.0.

3. Supposing you were trapped at home by flood, what would you do?

4.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that-clause in the following phrases?

◎water and food that help you survive
◎a flashlight that provides light when there’s no electricity
◎something that can float on the water
◎a phone that you can use to get in touch with people

5.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whom, that, whose and which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The victims to whom the flood brought death or great loss were mainly in Henan province. In the days that
have passed since then, much has been done to make things better and help thousands of people whose homes
were destroyed, which shows the unity of our country.

6. To show your gratitude, you want to write a thank-you post for all the rescue workers with 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in the following post.

#thanks
Dear XX,
You may not know me. I lived in a house __________ floor had been flooded when you arrived. I’m the little
girl __________you saved. I’d like to give you the deepest gratitude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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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Words and Expressions

1. Watch a short video and write down the names of the disasters.

(1). 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

2. What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do you know?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1)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

3. What damage will a volcanic eruption cau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What damage will earthquakes cause?

5. How can we prepare for an earthquake?
Prepare for an earthquake

Before an earthquake

Identify the (1)__________ inside your house or
building.
(2)__________all shelves that may fall during the
shaking.
Clear doorways and exits to ensure quick
(3)__________ .
Establish a family earthquake plan.
Prepare an (4) _____________.

During an earthquake (5)__________ down
(6)__________ your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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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_________ onto sth.

After an earthquake

Watch out for (8)_______________ the have become
loose and might fall.
Be on the alert for (9) _______________ and damage
to electrical systems.
Slowly and calmly (10) _______________ using stairs
or emergency exits.
(11)_______________ at a place clear from tall
structures such as power lines and buildings.
(12)_______________ if there are missing people in
your group so authorities can be alerted immediately.

6.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suitable words.

When an earthquake happens, it will do (1)___________(损害) to us, (2) d__________(摧毁) almost
everything. Worse still, those who (3)_________(幸存) the disaster may (4)___________(遭受) from mental
damage, which may even cause (5)___________(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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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Language Output

1. Match each word with its definition.

electricity A long period of time with little or no rain
volcano The falling of a lot of earth and rocks down a mountain
flood A large amount of water overflowing and causing a lot of damage
landslide A form of power for lightning, heating, machines, etc.
drought A place built to give protection, especially from danger or bad weather
shelter Amountain from which gas, ash, and hot rocks sometimes burst out

2. How can we prepare for an earthquake? Listen to a short audio and fill in the blanks.

Before an earthquake
Make a safety list of (1)_______, (2)_______, and (3)_______.

During an earthquake
(in a building)

Remember to “(4)_______, (5)________, and (6)_________”.

During an earthquake
(outdoors)

Go to an (7)_______space away from (8)_______, (9)_______, or
power lines.

After an earthquake
(if you are trapped)

Use a (10)_______to get help. Tap on a pipe or (11)_______, or whistle
for help.

3.Complete the passage with that, which, who, whose, or prep+whom
For people (1) ______ love the sun, summer is a time of fun. But for people (2) ________ families were destroyed
by the super typhoon (3) ___________ hit East China in July 2016, that summer was a time of great sadness. The
floods and landslides caused by the typhoon killed 161 people, left 61 missing, and forced the evacuation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he victims (4) _________ the typhoon brought death or great loss were in
several provinc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months (5) ___________ have passed since then, much has been
done to make things better and help the thousands of people (6) _________homes were destroyed, although the
sadness will never leave those (7) __________ summer now marks the death of a loved one.

4.Add more information to the passage by using restrictive clauses that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brackets.
Example:
Who should be warned?
people who might be in danger
Tornadoes are strong winds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kind of winds are they?). It is not
easy to know where they will go, so it can be difficult to warn people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o should be warned?). In order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tornadoes
form and move, some brave researchers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is their job?) do what
most of us would not. They chase (追赶) storms in order to collect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first hand. Of course,
the researchers have special equipment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kind of equipment?),
but they need to get close enough to use it and still keep safe from the 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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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Watching and Thinking
1. Watch a short video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1). What is the earliest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2). Wh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nification (统一)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At the beginning, written Chinese was a picture-based language. It dates back several thousand years to the use of
longgu—animal bones and shells on which symbols were carved by ancient Chinese people. Some of the ancient
symbols can still be seen in today’s hanzi.
By the Shang Dynasty (around 1600-1046 BCE), these symbols had become a well-developed writing system.
Over the years, the system developed into different forms, as it was a time when people were divided
geographically leading to many varieties of dialects and characters. This, however, changed under Emperor
Qinshihuang of the Qin Dynasty (221-207BCE).
Emperor Qinshihuang united the seven major states into one unified country where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began to develop in one direction. That writing system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uniting the Chinese people and
culture. Even today, no matter where Chinese people live or what dialect they speak, they can all still
communicate in writing.

Reading and Thinking
2. Rea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 and draw a mindmap.
3. How can we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4. Why do you think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5. Search online for more tales or legends about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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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2)

Observing and Thinking
1. Read the following story of Jenny and find the relative clauses in the text.

Hello there! My name is Jenny. I am an exchange student who comes from Britain.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kid, I have been fascinated by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which has continued all the way through into
modern times. Therefore, I am working hard to learn Chinese now, and I have to admit it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language that I have ever learnt. Luckily, I have a great Chinese teacher whom I respect a lot. As
my teacher puts it, a language whose history dates back to thousands of years ago is a treasure to all human
beings.

2. Read another part of Jackson’s story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ich day is unforgettable for Jackson?
(2). Why is Jackson so fascinated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
(3). What is Jackson’s expectation?
(4). What does the words in italics（斜体）refer to?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day when I entered my Chinese class for the first time. At first I felt a little
uncomfortable and couldn’t follow the teacher. But with time passing by, now I enjoy every Chinese class
where I am not afraid of making mistakes and begin to learn more and more about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behin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 am such a big fa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ight now I
am eager to make more Chinese friends from whom I can learn more about China and I am hoping we can
build a bridge through which foreigners can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3. Complete the passage with the correct relative adverbs or pronouns. Add a preposition where necessary.
When I started studying German, it was a struggle. The words felt strange on my tongue, and the grammar would
not stay in my head. I told my mum that I wanted to give up, and that I would never live in a country (1)
_____________ German was spoken. My mum told me that studying a language was not just for my future. It was
exercise for the brain: the more I learnt of a language, the more my brain would grow. And I remember that day (2)
_______________ I suddenly felt like German was no longer a foreign language. It felt like my brain had doubled
in size. I had finally come to a place (3) _________________ I could think in this foreign language, and I could
see the world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I felt as if I had reached the goal (4) _________________ I had been
fighting for. I could open a book and see meanings, not just a sea of words. I finally understood the reason (5)
_________________ my mum had encouraged me not to giv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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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Words and Expressions

1. Read the following passage and draw a mindmap of the structure.
2. Read the passage to find key information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nd summarize key expressions on the
topic.
(1). Why Chinese civilisation continued all the way through into modern times?
(2).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Draw a timeline to get inspired.
(3).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written Chinese?

China is widely known for its ancient civilisation which has continued all the way through into modern times,
despite the many ups and downs in its history.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y this has been possible, but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has been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At the beginning, written Chinese was a picture-based language. It dates back several thousand years to the use of
longgu—animal bones and shells on which symbols were carved by ancient Chinese people. Some of the ancient
symbols can still be seen in today’s hanzi.
By the Shang Dynasty (around 1600-1046 BCE), these symbols had become a well-developed writing system.
Over the years, the system developed into different forms, as it was a time when people were divided
geographically leading to many varieties of dialects and characters. This, however, changed under Emperor
Qinshihuang of the Qin Dynasty (221-207BCE).

Emperor Qinshihuang united the seven major states into one unified country where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began to develop in one direction. That writing system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uniting the Chinese people and
culture. Even today, no matter where Chinese people live or what dialect they speak, they can all still
communicate in writing.

Written Chinese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by which China’s present is connected with its past. People
in modern times can read the classic works which were written by Chinese in ancient times. The high regard for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can be se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an art form, known as
Chinese calligraphy,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Today,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is still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As China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global affair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beginning to appreciate China’s culture and
history through this amazing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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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Language Output

Blank-filling
1.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following words.

system carving means dates back classic civilisation

Chinese calligraphy has developed along with China’s (1) _____________. It is difficult to say when exactly
calligraphy started. Chinese writing was first done by (2) ___________symbols onto bones and shells, but as it
developed into a writing (3) ____________, it also developed as a form of art done with a brush. It is believed that
Chinese calligraphy (4) ______________to at least the Han Dynasty (202 BCE-220 CE). Soon after that, the idea
developed that calligraphy was not only a beautiful art form but also a (5) __________of show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man behind the brush”. Today, anyone from small children to old people can enjoy practising the (6)
____________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Brainstorming
2. How can we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speaking another language?

3. Complete the passage with the correct relative pronouns or adverbs below.

that when where (in) which who why

The United Nations (UN) is an organization (1) ______________aim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
was founded in 1945 and has about 190 member states. This is the reason (2) ______________the UN has a huge
number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since international meetings in the UN are attended by people (3)
______________speak so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Translators are people (4) ______________ usually work
with written language, while interpreters work with spoken language. Meetings (5) ______________ only two
languages are used may need only one interpreter, while larger events (6) ______________leaders from many
countries gather may need over 70 interpreters.
There are two main ways that an interpreter can provide spoken translation. First is the method (7)
______________requires the speaker to stop every few sentences, so the interpreter can translate those sentences
for the audience. The second method is the one (8) ______________the interpreter listens and translat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second method is more difficult, but the place (9) ______________the interpreter is located is not
so important. The interpreter can be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location from the speaker, listen through headphones,
and translate for an audience sitting in another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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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英语阅读新知预习测试卷（新人教）

一、阅读理解（本题共 11 小题)

A

Every winter, the coldest places are often the hottest tourist spots. Being the famous "Ice City", Harbin attracts

visitors from home and abroad. Here are some places for you.

Ice and SnowWorld

The famous seasonal attraction is by far the largest ice and snow art exhibition in the world. The ice carvings at

the Ice and SnowWorld are regarded some of the world's finest examples of ice art. One of the highlights for visitors

is the popular "super ice slide" attraction extended to 423 meters.

Yabuli International Ski Resort

The ski resort provides great skiing with high mountains and good snow. The period from November to late

March of the next year is the best time to ski at Yabuli Ski Resort. Built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t

provides an excellent environment for professional skiers. There is also a slide where visitors can enjoy sliding down

from the top of the snowy mountain. Doing skiing on the slide is easy and safe, bringing visitors a thrilling

experience.

China Snow Town

It's a good place for visitors to view the splendid snowscape. In winter, houses there are covered by snow with

an average thickness of 6.6 feet, just like a white fairy wonderland. In addition to the beautiful natural scene, visitors

can also enjoy the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such as skiing, snowballing, and horse-sledding. At night, it must be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to sleep on the traditional heated Kang bed piled up with bricks and warmed by fire in

northern China.

Zhaolin Park

Located at the bank of Songhua River, it is the first park in Harbin. The ice festival and the ice lantern show

renowned（著名的） at home and abroad are held every winter here. When the night falls, the ice lanterns in the park

combine light, sound and action in one, brilliant with a great variety of colors. The charming scenery makes visitors

immerse in fantasies and forget to return home.

1.Where should visitors go to experience super ice slide?

A.Zhaolin Park.

B.Ice and Snow World.

C.China Snow Town.

D.Yabuli International Ski Resort.

2.What's the best time to ski at Yabuli International Ski Resort?

A.In April. B.In October. C.In September. D.In December.

3.What do China Snow Town and Zhaolin Park have in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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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y help you have a good sleep.

B.They hold an ice lantern show.

C.They provide attractive scenery.

D.They offer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B

Over the last two days in December last year, nearly 30 tornadoes caused great damage across six states—from

Arkansas in the south to Illinois in the midwest. More than 100 tornado warnings were issued—the most ever for a

day. The tornado in Kentucky caused at least 50 people's deaths, which was described as the worst in this state's

history.

As one of the lar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geographically various

countries—from deserts to forests to miles of coast line. While this comes with many advantages, it unfortunately

leaves the country easily damaged by all kinds of natural disasters.

Different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ace different types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 west coast is at risk of wildfires,

earthquakes, and even volcanic eruptions.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is frequently hit by tornadoes, and the east

coast faces the threat of serious hurricanes every year. Midwestern areas near rivers are often flooded by huge floods,

and these are the worst floods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governments reviewed the weather event in each state's history that caus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deaths to

determine the worst natural disaster in every state, Thanks to their location and geographic research, some states

made preparations ahead of time to avoid mass-casualty (重大伤亡的) weather events.

However,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have been less fortunate, experiencing massive storms and floods.

Many such events, like the 1900 hurricane that hit Galveston of Texas, killed so many people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get an exact number of final deaths, especially during that time.

American weather continues to become more changeable. In 2018, there were 14 weather events that caused

over $ 1 billion in damage. And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se weather events could become even more

destructive (毁灭性的) because of global warming.

4.What do we know from the figures in paragraph 1?

A.Less and less natural disasters hit America.

B.Tornadoes were the greatest threat to Americans.

C.America suffered from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s.

D.The tornado in Kentucky was the worst in America.

5.What does paragraph 3 mainly talk about?

A.The worst floods in American history.

B.The earthquakes in the west coast of US.

C.The hurricanes along the east coast of US.

D.The natural disasters in different parts of US.

6.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st describe American's weather in the future?

A.Controllable. B.Unchangeable. C.Pleasant. D.Wor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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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hat may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e text?

A.A Serious Tornado in Kentucky

B.AWeather Report from the US

C.Common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US

D.Tornadoes Causing Great Damage

C

With over 1,400 million speakers of the language and global demand expected to grow over the next few

decades, there's no better time to learn Chinese for business.

If you have your sights set high in the business world, learning Chinese for business will set you apart from your

competitors. It will help you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employers and get hired more easily. If you are

planning a business trip to China or a Chinese-speaking country, the ability of speaking even a few words of Chinese

will you show respect to your partners and start to develop a sense of trust. It can help you bridge the language gap

and improve business negotiations（谈判）. Furthermore, knowing the basics of the language will allow you to explore

your surroundings more freely without an interpreter. This will give you more independence and help you deepen

your cultural experience.

However, with its different sounds, different writing system and tonal (音调的) system, Chinese is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hardest languages to learn. So how can you start learning Chinese for business?

Download the Mondly app and discover free daily lessons that can start you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boost your skills. Its innovative small lessons help you learn the language as you learn your native tongue. As a

result, you'll remember what you're learning and develop your skills faster. You'll also find it easier to understand

native speakers, read Chinese vocabulary naturally and use spaced repetition to help you remember this new

information. It helps you get access to a range of state-of-the-art language learning features, which include daily

lessons, specialized language content, speech recognition, intelligent suggestions, practical topics and much more.

8.Why is learning Chinese for business necessary?

A.It will build your independence.

B.It will make your business meeting go smoothly.

C.It will help you gain respect from your employers.

D.It will inspire you to trust international companions.

9.What's the advantage of the Mondly app?

A.It updates Chinese words at regular times.

B.It introduces easy Chinese words normally.

C.It includes various effective learning sections.

D.It helps you talk with native Chinese remotely.

10.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state-of-the-art” mean?

A.Artistic. B.Simple. C.Advanced. D.Common.

11.What's the purpose of this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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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 recommend a language learning app.

B.To explain how to learn Chinese with ease.

C.To give suggestions on dealing with business.

D.To describe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打开升学e网通

扫码查看试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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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NAGE LIFE AROUND THE WORLD-1

Asha, Tanzania

Hi there! My name is Asha and I’m from Tanzania. Like most teenagers, I start my day early and end it

late. After school, I study at a night school to prepare for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When I have time off, I

prefer to be outdoors. I love nature and animals. I’m quite upset about how we treat the environment, so I do my

best to help. I volunteer to plant trees and I’m a member of our school’s Nature Club.

IN-CLASS EXERCISE

Samika, Bangladesh

Hi! I’m Samika and I’m 15. I wish I were a student, but I’m not. I had to leave school when I was 13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and help my family. I work in a garment factory. It’s unbelievably hard work and the days are

so long. Although everyone works hard, we still find time to play and laugh together. At times like these, the

world feels like a wonderful place.

IN-CLASS EXERCISE

1. What does Asha do to prepare for her exam?

2. What does Asha do when she has time off?
3.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think Asha is? Use some adjectives to describe her.

4. Why does Samika wish she were a student?
5. Why does Samika feel the world still a wonderful place although she’s been through a hard time?
6. How do you think of Sam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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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NAGE LIFE AROUND THE WORLD-2

Frieder, Germany

Hi, Frieder here. So, I’m 16 and I go to a high school in Munich. I’m not crazy about school—listening to

a teacher isn’t my thing—but I know I have to get an education. It’s very difficult for young people to find a job in

Europe, so I worry a lot about the future. Oh, and I’m a gaming nerd. I love Internet games so much that I have

started a gaming club at my school. Maybe I’ll see you online—my screen name is Fast Freddy.

IN-CLASS EXERCISE

4.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your life and others’ from the text. Get inspired to your future
life.

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Inspiration

You and Asha We both... She... I should...

You and Samika We both... She... I should...

You and Frieder We both... He... I can...

1. Why is Frieder not crazy about school but still get an education?

2. What else did Frieder do about games except playing it?

3. How do you think of Fri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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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You Eating in Australia?-1

What Are You Eating in Australia?

Australians love food. Whether an exotic (异国风情的) twist on traditional food or an untested flavour, they

are not afraid to have a try. But there’s an unfamiliar cuisine crawling onto menus Down Under, challenging the

bravest of diners—bugs. At upmarket restaurants like this one in Sydney, a twist of lime (酸橙) and a dash of salt

has these crickets flying out of the kitchen.

IN-CLASS EXERCISE

High in protein and cheaper and more sustainable than traditional food like beef, more than two billion

people worldwide eat bugs. They’re common in diets across parts of Asia,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And it’s

catching on here.

IN-CLASS EXERCISE

1. Are Australians crazy about food? Why?
2. What flavours do you think these crickets are?

3. Why do people eat b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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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You Eating in Australia?-2

Skye, an entomologist, runs the only commercial insect farm in Australia, producing a wide range of

delicacies, from savoury (咸味的) crickets to dehydrated (脱水的) ants, and even roasted cockroaches (蟑螂)

insects remain a hard shell, but bug by bug, that could be starting to change. She says, “normally you get two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when it comes to eating insects, so the first kind of people are completely grossed out

and um, you really can’t change their mind. They just kind of want to come and have a look and don’t want to try

it really. But then we get the second kind of people that really want to learn more and um some of them will try

edible insects and some of them won’t, but they’ll go away and talk about eating insects and they’ll spread the

word about what they’ve seen that day.”

While the unique trat is proving popular at farmers markets and trendy restaurants, consumer disgust remains

a large barrier in many western countries. Therefore, it may be some time yet before bugs become a regular

feature on Aussie dinner tables.

IN-CLASS EXERCISE

6. What other ways can you think to help reduce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rough the diet?

IN-CLASS EXERCISE
4. How many kinds of ways does Skye’s farm process the insects?

5. How do people react when it comes to eating bugs?
3. Complete the form with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edible insects.

Opinions about edible insects

Local people

Some tourists

Entomologists

4.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try? Why or why not?
5. After reading the text all above, can you accept the product of insects now? Or you still hold the opinion
that the insect products can only be used in animal feeding or other food area? Explain your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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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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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美妙音乐

W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you think of music in Austria? You might think of classical composers, such

as Mozart. Or you might remember the film The Sound of Music, whose story takes place in Austria. But Austrian

music started off quite differently.

IN-CLASS EXERCISE

One of the earliest types of Austrian music may not seem like music at all. Yodelling is a form of yelling

that alternates in pitch between low and high. It is thought to have begun as a way for animal herders in the

mountains to communicate or to call their animals. Even today, yodelling is often used in other kinds of music,

including pop, rock and country music.

IN-CLASS EXERCISE

However, Austria is best known for its many famous classical composer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the

Austrian royal family were patrons of the arts, and they drew many musicians to Vienna. The city soon became

known as a centre for musical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Composers such as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Ludwig van Beethoven, Johann Strauss Ⅱ and Franz Schubert lived in Vienna. Some of them even used traditional

Austrian folk songs or tunes in their works.

IN-CLASS EXERCISE

1.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ragraph?

2. What is this paragraph mainly about?

3. What is this paragraph mainly about?

4. Why did Vienna become a centre for classical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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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音乐-2

Opera has also been a popular music form in Austria, and it was not just wealthy Austrians who attended

performances. Many popular classical composers also wrote operas, which regular citizens of Vienna flocked to

hear. Even today, there are opera productions performed every year at the St Margarethen Opera Festival. This

festival is held outdoors, in a very unusual location: the rocky sandstone backdrop of a quarry. It now serves as a

stage for opera, and also jazz and pop concerts. They all take place in the open air under the star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quarry’s unusual acoustics.

IN-CLASS EXERCISE

Speaking of The Sound of Music, it was originally a Broadway musical and was made into a film in 1965.

Most of the scenes were filmed in or near Salzburg, Austria. The story is based on the real-life story of the Von

Trapp family, who fled from the country when the Nazis invaded Austria. Over 50 years after its release, the film

is still very popular, and visitors to Salzburg can take special tours that include most of the film’s famous.

IN-CLASS EXERCISE

Austria has a long and rich musical history, from folk songs and dances to classical symphonies and operas.

No matter what kind of music you like, chances are that you’ll be able to find it in one of the country’s many

theatres or small cafes. The sounds of Austrian music are everywhere.

IN-CLASS EXERCISE

5. What is this paragraph mainly about?

6. Why is the St Margarethen Opera Festival held outdoors?

7. What is this paragraph mainly about?
8.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the Broadway musical—The Sound of Music so popular?

9. Figure 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passage.

（You can draw a mind map to help.)

10. What would be the best title of the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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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prefer? Why? Glad to hear your reas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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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英语阅读初高衔接提高测试卷

一、阅读理解（本题共 7小题)

A

Sharon, Aged 22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keep in mind when you're going into high school is to be yourself. Besides, I don't

know what your middle school was like, but high school teachers will not care about things such as how much

homework you have already had in one night. It's best to just learn to deal with things and manage your time wisely

so you can achieve everything you need to.

Frank, Aged 21

I think almost every kid feels both nervous and excited before their first day. You will probably love it. I know I

did. You should join in some sports or activities that will make your high school experience more enjoyable. Good

luck!

Eddie, Aged 20

When I started high school, I was really nervous too, especially since I had been homeschooled all through

middle school and didn't really know anyone. I suppose the best advice would be to just relax.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can be a little bit hard, but things will become easier before you know it.

David, Aged 19

I'm not going to lie. The first day is kind of frightening. But you'll get used to it. Don't be afraid of anyone; some

students may pick on (故意刁难) you more if you let them know you're afraid. Just take it easy. Making some friends

and staying with them will greatly help you get used to high school quickly. After the first week, it's really not bad at

all. Don't worry.

1.What can we learn from Sharon's words about high school?

A.Teachers are quite strict.

B.Students often stay up late.

C.Teachers provide little care for students.

D.Students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ir time.

2.How did Eddie feel on his first day of high school?

A.Excited. B.Bored. C.Worried. D.Relaxed.

3.Who mentions the importance of friends?

A.Frank. B.David. C.Sharon. D.Eddi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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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ggie burger(素食汉堡): this simple non-meat burger is a main meal for a vegetarian. So what is a veggie

burger? A veggie burger is similar to an ordinary hamburger, except that it is meat-free, commonly made from

ingredients such as beans, tofu, nuts, grains and mushrooms. In many ca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eat

hamburger and veggie burger are clear, but Impossible Foods Company plans to put an end to that. The Impossible

burger is made of a plant-based product that looks like meat. It clearly looks, smells and even bleeds like meat, but

it's grown in a lab. The Impossible says this burger is hard to tell from real meat, about 47% similar, according to a

test conducted among meat lovers.

The plant-based burger receives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Marketing is one good reason: plant-based

meat products attract meat-lovers and vegetarians alike due to their health benefits. If you can have the food you love

at a lower health cost, why wouldn't you?

Another reason why many people resist meat product is that they may seek to reduce animal suffering or the

meat industry's large environmental impact. Meat production is responsible for 18% of total greenhouse gases,

according to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However, they may still miss the taste of meat.

Finally,“there are associated feelings and memories that go with certain foods,” says Thomas Banks, BBC

Learning English producer and 15-year vegetarian.“I didn't grow up a vegetarian and sometimes I miss my family's

cooking. Plant-based meat allows me to have a good home-cooked meal that's just like mum used to make.”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global meat substitute market was valued at $4,512.1 million in 2019, and is predicted to

reach $8,823.6 million by 2027, showing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7.2% from 2021 to 2027. According to recent

studies, 30% of Americans are not only leaving meat off their plates but also seeking out more plant-based meat

substitutes.

4.What does Impossible Foods Company intend to do?

A.To distract people's interest in meat hamburger.

B.To make veggie burger look like meat hamburger.

C.To expand the numbers of veggie burger lovers.

D.To persuade more people to have less meat hamburger.

5.Why do many people become vegetarians?

A.They want to do some good to animal welfare.

B.They don't favor the taste of meat.

C.They oppose（反对）th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D.They want to meet the need of their financial benefits.

6.What can we know from the text?

A.FAO is the pioneer for the meatless industry.

B.The plant-based meat can be grown in every household garden.

C.Livestock production is responsible for 80% of total greenhouse gases.

D.Vegetarians can get meat-like food experiences from the plant-based meat.

7.How does the author support his statements in the last paragraph?

A.By listing various reasons.

B.By giving a definition（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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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y presenting statistics.

D.By analyzing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二、句子还原（本题共 5小题)

You listen to music every day. Some music hits your hearts. Some music makes you full of joy. 8 .

In order to analyse functions of music, let's see the benefits it brings.

Music makes you express your emotion.

9 . This way your brain convey the thoughts without speaking a word. When we try to express some

sad emotion, you well use soft and deep music.

10 .

Music is an extremely unique way to develop the capability of memorising. The best example to prove this

sentence is that you can easily learn something in the form of songs. The reason behind learning a song quickly is

that your mind enjoys music. Whatever your minds enjoy, it keeps it.

Music makes you creative.

Music is key to creativity, it helps you in improving you mind by making it more artistic. No matter what the

great invention is, it requires art.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that is fulfilled by music. 11 .

Music improves your fine reasoning skills.

During a study of children, it was shown that if children are exposed to three or more years of musical training,

these same kids performed better. 12 . They had bette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than those who had

none. The children even tested better for vocabulary and reasoning skills.

A.This was the result

B.Because music is an art of beauty

C.Music makes you live a better life

D.Music makes learning more pleasant

E.Some music makes you burst into tears

F.You should choose some kind of music with powerful beats

G.You usually play the music that reflects your thoughts or your emotions

打开升学e网通

扫码查看试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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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运动与质点

一、机械运动

物体的 随 的变化叫做机械运动，简称运动。它是自然界最普遍，最简单的运动形式。

二、质点

1．定义： 忽略物体的大小和形状，把它简化成一个 的 。即用来代替物体的 。

2．物理意义：质点是一种 ，在实际生活中 。

3．物体看成质点的条件：当所研究的问题与物体本身的 无关时，可以将物体简化成质点。

例题 1 下列加点的物体，可以看成质点的是（ ）

A．天文学家研究地球．．的自转

B．用北斗导航系统确定远洋海轮．．．．在大海中航行的位置

C．教练员对百米运动员．．．．．的起跑动作进行指导

D．乒乓球运动员接对手发的旋转球．．．

例题 2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只有体积很小的物体才能看成质点

B．质点是一个理想化模型，实际上是存在的

C．在研究贝克汉姆“香蕉球”的旋转效应时，可以把球看作质点

D．如果物体的大小和形状在研究的问题中属于无关的或次要的因素，就可以把物体看作质点

练习 1 [多选]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研究“神舟八号”绕地球飞行时，飞船可看作质点

B．研究子弹穿过一张薄纸的时间时，子弹不可看作质点

C．研究火车通过路旁的一根电线杆的时间时，火车可以看作质点

D．研究电子绕原子核的运动情况时，电子可以看作质点

练习 2 2019年在国际田径钻石联赛罗马站女子撑杆跳比赛中，中国选手李玲以 4.56m的成绩位列第九。

如图所示，表示撑杆跳的几个阶段：助跑、撑杆起跳、越横杆，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教练员正对训练录像纠正运动员的错误动作时，可以将运动员看成质点

B．分析运动员的助跑速度时，可以将运动员看成质点

C．研究运动员的越杆动作时，可以将运动员看成质点

D．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运动员看成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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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系、坐标系

一、参考系

1．概念：描述物体的运动时，首先要选定某个物体作为参考，

称为参考系。

2．选取原则：参考系可以 选择，一般选择 作为参考系。

3．运动的相对性：同一物体相对 参考系，运动状态可能 。比较不

同物体运动时，要选择 参考系。

二、坐标系

1．概念：一般说来，为了 地描述物体的 及 ，需要在参考

系上建立适当的 。

2．三要素： 、 、 。

3．分类：一维 坐标系、二维 坐标系、三维 坐

标系。

例题 1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有两句歌词：“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这其中分别描述了两种

运动情景，那么它们分别是以什么为参考系的？

例题 2 以北京长安街为 x轴，向东为正方向，以天安门中心所对的长安街中心为坐标原点 O，建立直线坐

标系。一辆汽车最初在原点以西 3km处，几分钟后行驶到原点以东 2km处。这辆汽车最初位置坐标和最

终位置坐标分别是（ ）

A．3km 2km B．﹣3km 2km C．3km ﹣2km D．﹣3km ﹣2km

练习 1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被选作参考系的物体是假定不动的

B．被选作参考系的物体一定是不动的

C．一乘客在车厢内走动的时候，他说车是运动的

D．研究地面上物体的运动，必须选取地面为参考系

练习 2 质点由西向东运动，从 A点出发到达 C点再返回 B点后静止不动。如图，若 AC = 100m，BC = 30m，

以 B点为原点，向东为正方向建立直线坐标，则：出发点的位置为 m，B点位置是 m，C点

位置是 m，A到 B位位置变化是 m，方向 。C到 B位置变化是 m，方向 。

CBA

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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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一、时刻与时间间隔

1．时刻：指的是 ，用时间轴上的 表示。

2．时间：指的是 ，用时间轴上的 表示。

3．单位：秒 （符号：s）；
其他常用单位：分钟（min）、小时（h）。
常用单位之间的换算：1h = 60min 1min = 60s

4．时间轴

5．测量仪器：机械停表、秒表以及打点计时器

例题 1 在如图所示的时间轴上标出的是（ ）

A．第 4s初 B．第 6s C．第 3s内 D．前 3s

例题 2 下列关于时间和时刻的说法中，表示时间的是（ ）

A．D2352次动车于 13时 13分到达福州站

B．中央电视台每天的午间新闻于 12时开播

C．第 49颗北斗导航卫星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2年

D．校田径运动会开幕式于 2019年 10月 28日 8时开始

练习 1 如图所示为日全食的情景，北京时间 2017年 8月 22日在某地发生的日全食从凌晨 0时 15分 37秒

开始初亏，从初亏到复原持续了 2小时 42分 42秒。对此次日全食，该地迎来了 2017年“最黑暗”的一

天，广大地区体验了 120秒的完全黑暗，则（ ）

A．0时 15分 37秒是时间间隔

B．2小时 42分 42秒是时间间隔

C．在观测日全食时可将太阳看成质点

D．地球绕太阳做圆周运动，这是以地球为参考系来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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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2 [多选]如图所示的时间轴，下列关于时刻和时间间隔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t2表示时刻，称为第 2s末或第 3s初，也可以称为 2s内

B．t2~ t3表示时间，称为第 3s内

C．t0~t2表示时间，称为最初 2s内或前 2s内

D．tn-1~ tn表示时间，称为第（n− 1）s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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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与位移

一、路程与位移

位移 路程

物理意义 描述物体 变化的物理量 描述物体实际运动的

方向 指向 无

大小 有向线段的长度 实际运动 的长度

大小决定因素 与 实际路径

标矢性 量 量

联系
一般情况下，路程 位移的大小

当物体做单向直线运动时，路程等于位移的大小

二、直线运动的位移

1. 表达式：∆x = 。

2. 解题步骤：①确定物体的始、末位置坐标；②依据方程式求解。

例题 1 关于位移和路程的说法正确的是（ ）

A．位移就是路程

B．位移的大小永远不等于路程

C．物体通过的路程相等，则位移必定相等

D．物体通过一段路程，但位移可能是零

例题 2 如图所示，将小球从桌面边缘竖直向上抛出，桌面比地面高 h，小球到达的最高点距桌面高为 H。
若以桌面为参考面，初速度方向为正方向，则物体从抛出到落地过程的位移和路程分别为（ ）

A．0 ，h+2H B．-h，2h+H

C．-h，h+2H D．h ，h+2H

练习 1 如图所示，一个质点沿两个半径为 R的半圆弧由 A运动到 C，规定向右方向为正方向，在此过程中，

它的位移和路程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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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R， 2πR B．4R， -2πR C．-4R， 2πR D．-4R， -2πR

练习 2 如图，一个物体从 A运动到 B，初位置的坐标是�� = 3m，末位置的坐标是�� = -2m，求物体的位

移∆�。

0�� �� X/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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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量与矢量的初步

一、标量与矢量的概念

标量：只有 ，没有 ，例如温度、密度和路程等。

矢量：一个同时具有 和 的几何对象（数学上也称为向量），例

如速度、加速度和位移等。

二、标量与矢量的表示

1．标量：正负号有实际意义，并 大小的比较。

2．矢量：正负号表示方向， 大小的比较。

三、标量与矢量的计算

1．标量： 加减。

2．矢量共线：加减需要代入表示方向的 。

例题 1 关于矢量和标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标量只有正值，矢量可以取负值 B．路程是标量，即位移的大小

C．位移−10m比 5m小 D．位移和速度都是矢量

例题 2 一只蚂蚁从 A点出发，向北位移了x1 = 30m接着又向东位移x2 = 40m，请计算出蚂蚁的路程和总

位移的大小。

练习 1 下列物理量中属于矢量的是（ ）

A．速率 B．位移 C．时间 D．质量

练习 2 关于矢量和标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物理量一定是矢量

B．只有大小没有方向的物理量是标量

C．速度、加速度、位移、路程都是矢量

D．标量的运算一定遵守平行四边形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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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一、速度

1．定义：物理学中把物体运动的 与发生这段位移所用 的比值称为速度。

2. 定义式： 。

3．大小：由公式求解。

4. 方向：与 的方向相同。

5．物理意义：用来表述物体运动 和运动 的物理量。

6. 单位：m/s 。

7．决定因素：有物体本身的运动情况决定，与时间、位移无关。

二、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

平均速度 瞬时速度

物

理

意

义

粗略描述某段时间内（或某段位

移上）物体运动的平均快慢程度

精确描述某个时刻内（或某个位

置）物体运动的快慢程度

大

小
位移与所用 之比

当时间间隔非常小时，平均速度

等于瞬时速度

方

向
与 的方向相同

沿轨迹上该点的 且指

向前进方向

三、速率与平均速率

1．速率：瞬时速度的 称为速率。

2．平均速率：我们将物体通过的 与通过这一路程所用 的比值称为平均速率，平均速率并不

是平均速度的大小。

例题 1 一个运动员在百米赛跑中，测得他在 50m处的速度是 6m/s，16s末达到终点时速度为 7.5m/s，则全

程的平均速度为（ ）

A．6m/s B．6.25m/s C．6.75m/s

D．7.5m/s

例题 2 某人爬山，从山脚爬到山顶，然后又从原路返回到山脚，上山的平均速度为v1，下山的平均速度为

v2，则往返的平均速度的大小和平均速率是（ ）

A．v1+v2
2

，
v1+v2
2

B．v1-v2
2
，

v1-v2
2

C．0，v1-v2
v1+v2

D．0，

2v1v2
v1+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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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1 下面关于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平均速度是反映物体位置变化的物理量

B．平均速度只能大体上反映物体运动的快慢程度

C．瞬时速度可以精确的反映物体在某一时刻运动的快慢程度

D．瞬时速度可以精确的反映物体在某一位置运动的快慢程度

练习 2 [多选]对速度的定义式 v = x
t
，以下叙述正确的是（ ）

A．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时，速度 v 与运动的位移 x成正比，与运动时间 t成反比

B．速度 v 的大小与运动的位移 x和时间 t都无关

C．此速度定义式适用于任何运动

D．速度是表示物体运动快慢及方向的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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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

1．加速度

定义：物体 的变化与发生这一变化所用 的 。

定义式：� = ∆�
∆�
= �−��

∆�
。

国际单位： 符号： 或 。

加速度 矢量性：与 的方向相同。

与运动关系：�与�0 ，物体

�与�0 ，物体

大小：� = ∆�
∆�

例题 1 一子弹击中木板的速度是 800m/s，历时 0.02s穿出木板，穿出木板时的速度为 300m/s，则子弹穿

过木板时的加速度为（ ）

A．2.5 × 104m/s2 B．−2.5 × 104m/s2 C．5.5 × 104m/s2 D．−5.5 × 104m/s2

例题 2 一物体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经过相同的时间，速度均从�1变化到�2，下列四图中表示该物体加速度

的值最大且方向向右的是（ ）

A． B．

C． D．

练习 1 [多选]一质点沿某直线运动，某时刻的速度大小为 2m/s，2s后的速度大小变为 4m/s，则下列判断正

确的是（ ）

A．该质点的速度变化量的大小一定为 2m/s

B．该质点的速度变化量的大小可能大于 2m/s

C．该质点的加速度大小一定为 1m/s2

D．该质点的加速度大小可能大于 1m/s2

练习 2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及预演期间，在指定地点燃放了绝美的焰火，如图所示。

有关焰火腾空的过程，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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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焰火的速度越大，加速度也一定越大

B．焰火的速度变化越快，加速度一定越大

C．焰火的速度变化量越大，加速度一定越大

D．焰火在某时刻速度为零，其加速度一定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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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时间图像

1．概念

我们将物体 随 变化的图象称为 v − t图象。

2．图象基本信息

3

3．

3．图象说明

（1）x − t图象只能描述 。

（2）x − t图象并不是物体的运动轨迹。

4．两类特殊图象

静止 匀速直线运动

例题 1 一只蜗牛从足够高的竖直竹竿底部缓慢向上爬行到 3m高处用时 3分钟，

而后又慢慢向下爬行了 1m，用时 2分钟，然后暂时停在那里，请画出蜗牛的位移—时间图像。

例题 2 某物体做直线运动的 x − t图象如图所示。关于物体在 0~8s内的运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第 6s末，物体的速度方向改变

B．0~4s内，物体的速度大于 6~8s内的速度

C．0~4s内，物体的平均速度为 1m/s

D．4~8s内，物体的位移为 6m

横轴 时 间

纵轴 某时刻的相对参考系的时 间

斜率 物体运动的时 间

纵截距 开始运动时的时 间

横截距 速度为零时的时 间

面积 某段时间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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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1 如图为物体运动的位移—时间图象，下列对物体运动情况解释正确的是（ ）

A．物体先沿一个平面滚动，然后向山下滚，最后停止

B．物体开始静止，然后向山下滚，最后静止

C．物体先以恒定的速度运动，然后逐渐变慢，最后静止

D．物体开始时静止，然后反向运动，最后静止

练习 2 如图所示为甲、乙两物体相对于同一坐标的 x − t图象，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1 甲、乙均做变速直线运动

2 甲比乙出发时间早

3 甲、乙运动的出发点相距x0
4 甲的速度大于乙的速度

A．①②③ B．①④ C．②③ D． ②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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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时间图像

1．1．概念

我们将物体 随 变化的图象称为 v − t图象。

2．图象基本信息

3．图象说明

（1）v − t图象只能描述 。

4．两类特殊图象

例题 1 如图所示为小车运动时的 v − t图象。由图可知，小车（ ）

A．做匀速直线运动

B．做匀减速直线运动

C．在�＝10s时的速度是 4m/s

D．在�＝0时从静止开始运动

例题 2如右图所示为物体做直线运动的 v − t图象。若讲该物体的运动过程用 x − t图象表示出来（其中�

为物体相对出发点的位移），则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

横轴 时 间

纵轴 某时刻的相对参考系的时 间

斜率 物体运动的时 间

纵截距 开始运动时的时 间

横截距 速度为零时的时 间

面积 某段时间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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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练习 1 下列 v − t图象中，表示物体从静止开始做加速直线运动的是（ ）

练习 2 如下图是根据刘翔 110m栏比赛录象画出的模拟 v − t图，第 I阶段是起跑，第 II阶段是途中跑，

第 III阶段是冲刺，第 IV阶段是过终点线后的减速过程。可知，四个阶段中，刘翔的速度变化最快的阶段

是（ ）

A．第 I阶段 B．第 II阶段 C．第 III阶段

D．第 IV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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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使用打点计时器

1．认识打点计时器

（1）电磁打点计时器：工作电压为 ，频率 。工作原理： 压迫复写纸

将点印在纸带上。

（2）电火花打点计时器：工作电压为 ，频率 。工作原理：周期性尖端放电将墨粉

纸盘上的墨粉打到纸带上。

2．使用打点计时器

（1）用两条白纸带夹着一条墨粉纸盘做实验，一条纸带因为夹在墨粉纸盘与 之间，作为记录之用。

而另一条纸带用于辅助带动 。

（2）使用步骤：①固定打点计时器；②调整限位孔与轨道平行；③正确穿入纸带；④先 ；

⑤再 ；⑥先 ；⑦再 。

1. 如图所示，电源频率为 50Hz的电磁打点计时器在纸带上连续打下的六个点，则 a至 f之间的时间为（ ）

A．0.02s B．0.10s C ． 0.12s

D．0.60s

2. [多选]下列措施能够提高实验精度的是（ ）

A．换成直流电源 B．用电火花

打点计时器代替电磁打点计时器

C．调整纸盘位置或更换纸盘 D．抚平纸带并正确穿

好

1.一位同学在用打点计时器做实验时，纸带上打出的不是圆点，而是如图所示的一些短线，这可能是因为

（ ）

A．打点计时器错接在直流电源上 B．电源电压不稳定

C．电源的频率不稳定 D．振针压 得 过

紧

2.用打点计时器研究小车的运动时得到一条点迹清晰的纸带如图所示，交流电源的频率为 50Hz。可以从这

条纸带上直接测量的物理量有（ ）

A．小车的质量

B．小车受到拉力的大小

C．从打 A点到打 B点，小车运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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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从打 A点到打 B点，小车位移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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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点计时器求速度

1．计时点和计数点

（1）计时点：计时器实际打出的每一个点，两点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

（2）计数点：人为选取的便于计算的点，一般每 个点选取一个作为计数点，两点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0.1s。

2．“平均速度法”求瞬时速度

（1）计数点 n对应的瞬时速度：vn=
xn+xn+1
2T

。

（2）纸带上端点位置的瞬时速度可用如下方法求解：

v1=
x1+x2
2T

，v2=
x2+x3
2T

，结合v1=
�0+�2

2
，可得：v0 = 2v1 − v2 =

2x1+x2−x3
2T

。

1.如图所示是某次实验中得到的一条纸带，A、B、C、D、E分别表示纸带上连续打印的点，打点计时器所

用的电源频率为 50Hz，根据图示数据可知（ ）

A．纸带做匀速运动

B．相邻两点的时间间隔为 0.1s

C．A与 C之间纸带平均速度为 0.31m/s

D．打 B点时纸带的瞬时速度为 1.56m/s

1.某同学做“用打点计时器测速度”的实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使用打点计时器时，应先拉动纸带后接通电源

B．当电源频率是 50Hz时，打点计时器每隔 0.1s打一个点

C．如果纸带上打出的点迹不均匀，则点迹稀疏的地方表示速度较小

D．利用纸带上的点迹可测算出纸带运动的平均速度

2．试根据纸带上各个计数点间的距离，每两计数点之间有 4个未画出，��= （要求保留 3 位有

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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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变速直线运动--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1．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1）匀变速直线运动，任意相等的时间∆t，速度变化量∆v相同，即速度随时间均匀变化。

（2）a = ∆v
∆t
= vt−v0

t
，得到 at = vt − v0，化简可得vt = 。

2．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分类

（1）匀加速直线运动：物体速度随时间均匀 的直线运动。

（2）匀减速直线运动：物体速度随时间均匀 的直线运动。

1.一辆汽车在 4s内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初速为 2m/s，末速为 10m/s，在这段时间内汽车的加速度为？

2.一物体从静止开始以 2m/s2的加速度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经 5s后做匀速直线运动，最后 2s的时间内物体

做匀减速直线运动直至静止。求：

（1）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的速度的大小；

（2）物体做匀减速直线运动时的加速度。

3.一辆以 12m/s 的速度沿平直公路行驶的汽车，因发现前方有险情而紧急刹车，刹车后获得大小为 4m/s2

的加速度，汽车刹车后 5s末的速度为？

4.某质点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其瞬时速度大小与时间的关系式为：v = (8+4t)m/s，由此可知质点的初速度

和加速度分别为？

5.在平直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刹车后做匀减速直线运动，它刹车后的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是 v = 12-4t，

则刹车的加速度大小为？刹车 5s后的速度为？

6.一汽车装备了具有“全力自动刹车”功能的城市安全系统，系统以 50Hz的频率监视前方的交通状况。当车

速 v ≤ 10m/s、且与前方静止的障碍物之间的距离接近安全距离时，如果司机未采取制动措施，系统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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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启动“全力自动刹车”，使汽车避免与障碍物相撞。在上述条件下，若该车在不同路况下的“全力自动刹

车”的加速度取 4~6 m/s2之间的某一值，则“全力自动刹车”的最长时间为（ ）

A．5
3
s B．25

3
s

C．2.5s D．12.5s

7.火车沿平直铁轨匀加速前进，通过某一路标时的速度为 10.8km/h，1min后变成了 54km/h，又需经多少时

间，火车的速度才能达到 64.8km/h？

1.坡鹿外形与梅花鹿相似，但体形较小，花斑较少，国内分布于海南岛，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若某坡鹿

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5s末其速度大小为 10m/s，则该过程中，坡鹿的加速度大小为（ ）

A．1m/s2

B．2m/s2

C．4m/s2

D．8m/s2

2.对以 a = 2m/s2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的物体，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任意 1s内末速度比初速度大 2m/s

B．第 ns末的速度比第 1s末的速度大 2m/s

C．2s末速度是 1s末速度的 2倍

D．2s末的速度是 4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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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变速直线运动—平均速度

1．平均速度

（1）物体在做匀变速直线运动时，其在某一段时间（0~t）内的平均速度v� = v0+vt
2

。

（2）在某一段时间（0~t）的中间时刻瞬时速度v t
2
= v� = v0+vt

2
= x

t
。

1.一质点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初速度为 10m/s，加速度为 2m/s2。试求该质点：

（1）第 5s末的速度；

（2）前 5s内的平均速度；

（3）第 5s内的平均速度。

2.A、B是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两个物体，其速度图像如图所示，求：A和 B前 6s内的平均速度。

3.[多选]一辆汽车从静止开始由甲地出发，沿平直公路开往乙地。汽车先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历时 t，接着做

匀减速直线运动历时 2t，恰好停在乙地。那么在匀加速和匀减速两段时间内（ ）

A．加速度大小之比为 1：2 B．加速度大小之比为

2：1

C．平均速度大小之比为 1：1 D．平均速度大小之比

为 1：2
4.[多选]一物体由 A点静止出发，先做加速度为a1的匀加速直线运动，到某一最大速度v�后，立即做加速

度大小为a2的匀减速直线运动到 B点停下，经历总时间为 t，全程的平均速度为 v。以下判断正确的是（ ）

A．最大速度v� = (a1+a2)t

B．最大速度v� = 2v

C．加速阶段和减速阶段的平均速度均等于 v

D．a1、a2必须满足
a1a2
a1+a2

= 2v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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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物体由 A沿直线运动到 B，前一半时间是速度为v1的匀速运动，后一半时间是速度为v2的匀速运动，则

在整个运动的时间内的平均速度是（ ）

A．v1+v2
2

B． v1v2
v1+v2

C ．
2v1v2
v1+v2

D．v1+v2
v1v2

1.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的火车，在第 10s末的速度为 2m/s，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A．每秒速度变化 2m/s B．10s内平均

速度为 2m/s

C．头 10s内通过的路程为 10m D．第 10s 内通过的位

移为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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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物理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和时间的关系

测试卷

一、单选题（本题共 4 小题)

1.一物体做匀变速直线运动，初速度大小为 15m/s，方向向东，第 5s末的速度大小为 10m/s，方向向西，则

物体开始向西运动的时刻为

A.第 2s初 B.第 3s初 C.第 4s初 D.第 4s末

2.纯电动汽车不排放污染空气的有害气体，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某辆电动汽车在一次刹车测试中，初速度为

18�/�，经过 3�汽车停止运动．若将该过程视为匀减速直线运动，则这段时间内电动汽车加速度的大小为

A.3�/�2 B.6�/�2

C.15�/�2 D.18�/�2

3.一个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质点的� − �图象如图所示，由图线可知其速度-时间的关系为

A.� = 4 + 2� �/� B.� = −4+ 2� �/�

C.� = −4 − 2� �/� D.� = 4 − 2� �/�

4.一家从事创新设计的公司打造了一辆飞行汽车，既可以在公路上行驶，也可以在天空飞行．已知该飞行汽车

起飞时在跑道上的加速度大小为 2�/�2，速度达到 40�/�后离开地面．离开跑道后的加速度为 5�/�2，最大

速度为 200�/�．该飞行汽车从静止加速到最大速度所用的时间为

A.40� B.52� C.88� D.100�

二、多选题（本题共 4 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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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两个物体从同一地点同时出发，沿同一方向做匀变速直线运动．若两物体初速度不同而加速度相同，则

在运动过程中

A.�、�的速度之差与时间成正比

B.�、�的速度之差保持不变

C.�、�的速度之和与时间成一次函数关系

D.�、�的速度之差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

6.给滑块一初速度�0使它沿光滑斜面向上做匀减速运动，加速度大小为
�
2，当滑块速度大小为

�0
2时，所用时间可

能是

A.
�0
2� B.

�0
� C.

3�0
� D.

3�0
2�

7.2016年 12月 22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我国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

学实验卫星发射升空．假若某段时间内火箭速度的变化规律为� = 20� + 4 �/�，由此可知这段时间内

A.火箭的初速度为 2�/�

B.火箭的加速度为 4�/�2

C.在 3�末，火箭的瞬时速度为 64�/�

D.火箭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8.有一个物体开始时静止，先使它向东作匀加速直线运动，经过 5秒钟，使它的加速度方向立即改为向西，加

速度的大小不改变，再经过 5秒钟，又使它加速度方向改为向东，但加速度大小不改变，如此重复共历时 20

秒，则这段时间内

A.物体运动方向时而向东时而向西 B.20秒末速度为零

C.物体运动时快时慢，一直向东运动 D.物体速度一直在增大

三、解答题（本题共 2 小题)

9.在某品牌汽车 4S店中，一顾客正在测试汽车的加速、减速性能。某段时间内汽车在平直公路上以 36km/h的

速度匀速行驶。

（1）若汽车以 0.6m/s2的加速度加速，则 10s后速度能达到多少？

（2）若汽车以 0.6m/s2的加速度刹车，则刹车后 10s时和 20s时的速度各为多少？

10.卡车原来以 10�/�的速度在平直公路上匀速行驶，因为路口出现红灯，司机从较远的地方开始刹车，使卡车

匀减速前进，当车速减到 2�/�时，交通灯转为绿灯，司机当即停止刹车，并且只用了减速过程的一半时间

就加速到原来的速度，从刹车开始到恢复原速度过程用了 12�．求：

（1）减速与加速过程中的加速度大小．

（2）开始刹车后 2�末及 10�末的瞬时速度．

打开升学e网通

扫码查看试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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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与时间的关系

一、位移与时间的关系

1．公式

（1）x = v0t+
1
2
at2；

（2）在匀变速直线运动中v� = x
t
= v0+vt

2
，且有vt = v0 + at，则：

x = v�t =
v0 + vt

2
t =

v0 + v0 + at
2

t =
2v0 + at

2
t

化简得到：

x = v0t +
1
2
at2

1.一个作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其位移和时间的关系是 x = 18t− 6t2，则它的速度为零的时刻为？

2.一个质点以初速度v0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加速度大小为 a，经过时间 t，位移大小为 2at2，末速度为 v，

则 v：v0 =（ ）

A．4:3 B．3:1 C．5:3

D．5:2

3.一辆以 12m/s 的速度沿平直公路行驶的汽车，因发现前方有险情而紧急刹车，刹车后获得大小为 4m/s2

的加速度，汽车刹车后 5s内的位移为？

4.物体在固定的斜面顶端由静止匀加速下滑，最初 4 秒内经过的路程为�1，最后 4 秒内经过的路程为�2，

且�2–�1=8 m，�2: �1=1 : 2，则斜面全长是（ ）

A．16 m B．24 m

C．18 m D．12 m

1.汽车以 10m/s的速度在水平路面上做匀速直线运动，后来以 2m/s2的加速度刹车，那么刹车后 6s内的位

移是（ ）

A．24m B．96m C．25m

D．25m或 24m

2.一辆汽车以 72km/h的速度沿平直公路匀速行驶，司机发现前方有障碍物，立即紧急制动，汽车以 5m/s2

的加速度做匀减速直线运动至停止，小汽车在最后 2s内的位移是（ ）

A．10m B．20m C．30m

D．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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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变速直线运动--速度与位移的关系

一、速度与位移的关系

1．公式

（1）vt2 − v02 = 2ax；
（2）在匀变速直线运动中，有v� = x

t
= vt+v0

2
，at = ∆v = vt − v0，

可得：

x = v�∙ t=
vt + v0

2
∙

vt − v0
a

=
vt2 − v02

2a
化简得到：

vt2 − v02 = 2ax

1.一辆汽车匀加速直线运动，初速为 2m/s，末速为 10m/s，总共通过的位移是 24m ，则汽车的加速度为？

2.火车做匀减速直线运动，初速度v0＝15m/s，加速度大小为 5m/s2，则 5s内火车通过的位移是？

3.某航母跑道长 200m飞机在航母上滑行的最大加速度为 6m/s2，起飞需要的最低速度为 50m/s。那么，飞

机在滑行前，需要借助弹射系统获得的最小初速度为（ ）

A．5m/s B．10m/s C ． 15m/s

D．20m/s

4.如图，两光滑斜面在 B处链接，小球由 A处静止释放，经过 B、C两点时速度大小分别为 3m/s和 4m/s，

AB =BC。设球经过 B点前后的速度大小不变，则球在 AB、BC段的加速度大小之比为？球由 A运动到 C
的过程中平均速率为？

1.如图所示，滑雪运动员不借助雪杖，由静止从山坡匀加速滑过 x1后，又匀减速在平面上滑过 x2后停下，

测得 x2 = 2x1，设运动员在山坡上滑行的加速度大小为 a1，在平面上滑行的加速度大小为 a2，则 a1：a2为
（ ）

A．1：1

B．1：2

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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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1
2.如图甲所示，一质点以初速度 v0 = 12m/s从固定斜面底端 A处冲上斜面，到达 C处时速度恰好为零，滑

块上滑的 v-t图象如图乙所示。已知斜面 AB段粗糙程度均匀，BC段光滑，滑块在 AB段的加速度大小是

BC段加速度大小的三倍。则 AC段的长度为（ ）

A．7.5m

B．8m

C．9m

D．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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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变速直线运动--∆�公式

一、∆x公式

1．公式

（1）∆x = at2；

（2）

在匀变速直线运动中有 x = v0t+
1
2
at2，可知：

x1 = v�t+
1
2
at2； x2 = v�t+

1
2
at2； x3 = v�t+

1
2
at2

相邻两次位移相减可得：

x2 − x1 = v�t − v�t = ∆vt

x3 − x2 = v�t − v�t = ∆vt

得：

∆x = ∆vt = at2

1.小球沿斜面匀加速滑下，依次经过 A、B、C三点，已知 AB = 4m、BC = 12m，小球经过 AB、BC两段

的时间均为 2s，则小球的加速度为？

2.[多选]如图所示，物体自 O点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A、B、C、D为其运动轨迹上的点，测得

AB = 2m，BC = 3m，且物体通过 AB、BC、CD所用的时间均为 0.2s，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物体的加速度为 20m/s2 B．CD = 4m

C．OA间的距离为 1.125m D．OA间的距离为 1m

3.从斜面上某一位置，每隔 0.1s释放一个小球，在连续释放几颗小球后，对在斜面上滚动的小球拍下照片，

如图所示，测得xAB＝15cm，xBC＝20cm，，求：

（1）小球的加速度；

（2）拍摄时 B球的速度；

（3）拍摄时xCD的大小；

（4）A球上方滚动的小球还有几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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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图所示，物体自 O点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途经 A、B、C三点，其中 A、B之间的距离 l1＝2 m，

B、C之间的距离 l2＝4 m。若物体通过 l1、l2这两段位移的时间相等，则 O、A之间的距离 l等于（ ）

A．1
4
m B．1

2
m C ．

3
4
m

D．1m

2. 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在时间 T内通过位移 x1到达 A点，紧接着在时间 T内又通过位移 x2到达 B点，

则物体（ ）

A．在 B点的速度大小为
3x2−x1
2T

B．在 A点的速度大小

为
2x1
T

C．运动的加速度为
2x1
�2

D．运动的加

速度为
x2+x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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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物理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与时间的关系

测试卷

一、单选题（本题共 6 小题)

1.物体从�点静止出发，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紧接着又做匀减速直线运动，到达�点时恰好停止，在先后两个运

动过程中

A.物体通过的位移一定相等

B.所用时间一定相等

C.两次的加速度大小一定相等

D.平均速度一定相等

2.小球以某一较大初速度冲上一足够长的光滑斜面，加速度大小为 5�/�2，则小球在沿斜面上滑过程中最后一

秒的位移是

A.2.0� B.2.5� C.3.0� D.3.5�

3.一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已知速度从�增大到 2�过程中，物体位移为�，则速度从 4�增大到 5�过程中，物

体位移为

A.3� B.8� C.16� D.25�

4.2019年 8月 1日，C919大型客机于 5时 32分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经过 1小时 25分钟的飞行，

顺利完成其首次试验飞行任务．若通过监控仪器扫描，输入计算机后得到飞机从着陆到停止过程中位移随时

间变化的规律为� = 80� − 2�2（位移单位：�，时间单位：�），则飞机从着陆到停止经过的时间为

A.10� B.20� C.40� D.80�

5.某航母跑道长 200�，飞机在航母上起飞需要的最低速度为 50�/�，若飞机在跑道上做匀加速直线运动（航

母处于静止状态），则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最小加速度为

A.6�/�2 B.6.5�/�2

C.6.25�/�2 D.6.75�/�2

6.物体从静止开始沿斜面滑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经 3�后开始在水平地面上做匀减速直线运动，全程共经 9�

后停止，则物体在斜面上的位移和在平面上的位移之比为

A.1: 1 B.1: 2 C.1: 3 D.3: 1

二、多选题（本题共 2 小题)

7.某汽车正以 72km/ℎ在公路上行驶，为“礼让行人”，若以 5�/�2加速度刹车，则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第 156页

A.刹车后 2�时的速度大小为 10�/�

B.汽车滑行 30�停下

C.刹车后 5�时的速度大小为 5�/�

D.刹车后 6�内的位移大小为 40�

8.如图为 AK47突击步枪，该枪枪管长度约为 400mm，子弹在枪口的初速度约为 700�/�，若将子弹在枪管中

的运动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子弹在枪管中的加速度约为 6.125 × 105�/�2

B.子弹在枪管中的加速度约为 6.125 × 104�/�2

C.子弹在枪管中的运动时间约为 1.14 × 10−3�

D.子弹在枪管中的运动时间约为 0.114�

三、解答题（本题共 2 小题)

9.以 10�/�的速度匀速行驶的汽车，刹车后做匀减速直线运动．若汽车刹车后第 2�内的位移为 6.25�，

求：（1）汽车刹车的加速度是多大？

（2）刹车后 6�末的速度？

（3）刹车后 6�内汽车的位移是多大？

10.在学校田径运动会上，小冬同学以� = 10�/�的速度冲破终点取得了高一男子 100米项目的冠军，小冬运动

的过程可以简化为先匀加速后匀速，加速过程的加速度� = 4.0�/�2，求

（1）小冬同学匀加速的时间�；

（2）小冬同学匀加速的位移大小�．

打开升学e网通

扫码查看试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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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序号 作业类型 内容 页码

4 课程讲 制备气体的一般思路 158

5 课程讲 复习及拓展：氧气的制取 159

6 课程讲 复习及拓展：二氧化碳的制取 161

7 课程讲 常见离子的检验 163

8 课程讲 探究物质的组成 164

9 课程讲 探究物质的性质 166

10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化学实验专题测试卷 169

11 课程讲 根据物质的组成分类 172

12 课程讲 根据物质的性质分类 174

13 课程讲 分散系及其分类 176

14 课程讲 胶体 177

15 课程讲 酸、碱、盐的性质 179

16 课程讲 物质的转化 181

17 课程讲 电解质和非电解质 184

18 课程讲 电解质的电离 185

19 课程讲 电离方程式 186

20 课程讲 离子反应 188

21 课程讲 离子方程式的书写 189

22 试卷 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化学离子反应测试卷(新人教版)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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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气体的一般思路

1．制备气体的一般思路

气体制备的流程可分为 、 、 、 、 。

例题 1 （1）初中都学过哪些气体制备的实验？

（2）实验室制取某种气体应从哪些方面考虑？

（3）制备气体的一般思路？

练习 1 以下关于化学实验中“先与后”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①加热试管时，先均匀加热，后局部加热；

②用排水法收集气体时，先移出导管后撤酒精灯；

③制取气体时，先检查装置气密性后装药品；

④做H2还原 CuO实验时，先通H2流后加热 CuO；反应完毕后，先撤酒精灯待试管冷却后停止通H2。

A．除②以外 B．除④以外 C．除③以外 D．全部正确

练习 2 如图所示的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

A． B． C. D．

点燃酒精灯 称量 10.05g固体 液体加热 量 9.5mL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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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及拓展：氧气的制取

1．实验室制氧气：

（1）高锰酸钾分解

①原料： ；

②所需要的条件： ；

③制备原理（反应方程式）： 。

④装置：

⑤实验步骤：检查装置的气密性；装药品（放棉花），塞紧塞子，试管口向下倾斜固定；装满水的集气瓶

倒立在水槽内；给试管加热，收集气体；停止加热，先把导管移出水面，再熄灭酒精灯。

⑥实验注意：a.导管口放置棉花团，防止高锰酸钾粉末进入导管；

b.试管口略向下倾斜（固体受热会放出水蒸气，试管口向下倾斜可防止冷凝水回流到热的试管底部，炸裂

试管）。

（2）氯酸钾分解

①原料： ；

②所需要的条件： ；

③制备原理（反应方程式）： 。

④装置：

⑤实验步骤、实验注意：同高锰酸钾分解实验。

（3）过氧化氢分解

①原料： ；

②所需要的条件： ；

③制备原理（反应方程式）： 。

④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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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实验步骤：a.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b.装药品，塞紧塞子；

c.装满水的集气瓶倒立在水槽内；

d.打开分液漏斗活塞；收集。

2．氧气的检验和验满

检验O2方法：用带火星的木条放在瓶内。

O2的验满：用带火星的木条放在瓶口。

例题 1 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大致可分为下列几步：

①点燃酒精灯，给试管加热；②熄灭酒精灯；③检查装置的气密性；④装入药品于试管中，试管口放一团

棉花，将试管固定；⑤用排水法收集氧气；⑥从水中取出导管。其正确操作顺序为（ ）

A．③④①⑤②⑥ B．③④①⑤⑥② C．④①③⑤②⑥ D．④①③⑤⑥②

例题 2 下图是一个同学在课外设计的“趣味实验”。他将过氧化氢溶液滴加在瓶中，你认为下列现象正确

的是（ ）

A．气球变小，红墨水左移 B．气球变大，红墨水右移

C．气球变小，红墨水右移 D．气球变大，红墨水左移

练习 1下列关于氧气的制取错误的是（ ）

A．实验室可以用加热高锰酸钾的方法制取氧气

B．实验室可以用加热氯酸钾和二氧化锰的混合物制取氧气

C．工业上可以加热水制取氧气

D．实验室可以用分解过氧化氢的方法制取氧气

练习 2实验室用如图所示装置制取和收集氧气，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装入药品前应先检验装置的气密性

B．试管口处的棉花是用于防止冷凝水回流到试管底部

C．气体集满后，盖好玻璃片，将集气瓶正放在桌面上

D．收集完成后，先把导管移出水面，再熄灭酒精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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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及拓展：二氧化碳的制取

1．二氧化碳的制取

原料： ；

所需要的条件： ；

制备原理（反应方程式）： 。

装置：

实验步骤：

（1）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2）装药品，连接好仪器

（3）打开分液漏斗活塞；收集

例题 1 如图是实验室制取并收集二氧化碳的主要操作，其中不正确的是（ ）

A． 检查气密性 B． 加入石灰石

C． 产生二氧化碳气体 D． 收集二氧化碳

例题 2 将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和用过氧化氢溶液制取氧气进行比较，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气体发生的装置可能相同 B．反应都不需要加热

C．反应的基本类型相同 D．都可以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

例题 3 如图所示，是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时的气体发生装置，请在图右边虚线框内画出收集二氧化碳的仪

器装置图，并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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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入 A容器中的液体的液面应到________处（填 a或 b）；

（2）放入 A容器底部的固体是________（填名称）；

（3）装置连接好后，先进行什么实验：_________________；

（4）写出 A容器内发生的化学反应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怎样检验收集的气体是 CO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怎样检验收集的 CO2已经充满集气瓶：______ __。

练习 1 常见的气体发生装置和收集装置如下图，实验室用大理石与稀盐酸反应来制取二氧化碳气体，其中

能选用的装置是（ ）

A． B． C． D．
练习 2下列有关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的方法不合理的是（ ）

A．因为通常情况下二氧化碳密度大于空气，故能用向下排空气法收集

B．因为二氧化碳能溶于水，故不可用排水法收集

C．在发生装置中加入块状石灰石和稀盐酸

D．因为碳酸钙和盐酸在常温下即可迅速反应，故气体发生装置不需要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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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离子的检验

1．酸（H+）/碱（OH−）的检验

紫色石蕊试液 无色酚酞试剂 pH试纸

酸

碱

2．CO32−/HCO3−的检验

。

3．SO42−的检验

。

4．Cl−的检验

。

例题 1 对于某些离子的检验及结论一定正确的是（ ）

A．加入稀盐酸产生无色无味气体，将气体通入澄清石灰水中，溶液变浑浊，一定有CO32−

B．加入 BaCl2溶液有白色沉淀产生，再加盐酸，沉淀不消失，一定有SO42−

C．加入硝酸银溶液有白色沉淀产生，一定有Cl−

D．在试样中先加入稀盐酸无明显现象，再滴加 BaCl2，若生成白色沉淀，试样中有SO42−

练习 1 两个玻璃杯中分别盛有两种矿泉水，水样中分别浸有 pH试纸后，左侧一杯中的试纸呈现淡橘黄色

（弱酸性），右侧一杯中的试纸呈现淡绿色（弱碱性）。下列有关叙述中正确的是（ ）

A．左侧杯中的矿泉水能使无色酚酞变红色

B．左侧杯中的矿泉水一定含有大量氢氧根离子

C．将右侧杯中的 pH试纸与标准比色卡对照，能读出水样的 pH值为 6.72

D．用 pH试纸测定矿泉水的 pH应该用洁净的玻璃棒蘸取后涂在试纸上

练习 2为了检验某溶液（可能含有CO32−）中是否含有Cl−，除 AgNO3溶液外，还可能需要的溶液是（ ）

A．稀H2SO4 B．稀盐酸 C．NaOH溶液 D．稀 H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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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物质的组成

1．探究物质组成的突破口

（1）特征沉淀颜色

蓝色沉淀： ；

红褐色沉淀： ；

不溶于水也不溶于酸的白色沉淀： ；

不溶于水但能溶于酸的白色沉淀： 。

（2）特征溶液颜色

浅绿色溶液： ；

黄色溶液： ；

紫色溶液： 。

（3）常见气体

无色无味气体： ；

刺激性气味气体： 。

例题 1 有一包白色粉末可能由 NaCl、NaNO3、MgCl2、CuSO4中的一种或多种物质组成。小明为了探究其

成分，设计并完成了如下图所示的实验。

根据以上实验，回答：

（1）操作①是______。

（2）原固体粉末中一定没有的成分是__________。

（3）生成沉淀 A的化学方程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根据上述实验______（填“能”或“不能”）确定原固体粉末中含有 NaCl、NaNO3。

例题 2 有一包白色粉末，可能由氯化银、碳酸钠、氢氧化镁、氯化钡、硫酸钠和硝酸钾中的某几种组成。

为了鉴定其成分，实验如下：

（1）将少量粉末放入足量水中，搅拌、静置、过滤、得白色沉淀和无色滤液。

（2）向所得沉淀中加入足量稀硝酸，沉淀全部溶解，但无气体产生。

（3）向滤液中滴加硝酸银溶液，有白色沉淀生成，加入足量稀硝酸，沉淀不溶解。

试根据以上现象推断该白色粉末中

一定含有 ；

一定没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能含有 。（填化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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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1 某白色粉末由两种物质组成，为鉴别其成分进行如下实验：

①取少量样品加入足量水，有部分固体未溶解；再加入足量稀盐酸，有气泡产生，固体全部溶解；

②取少量样品加入足量稀硫酸，有气泡产生，振荡后仍有固体存在。

该白色粉末可能为（ ）

A．NaHCO3、Mg OH 2 B．AgCl、NaHCO3 C．Na2CO3、BaCO3 D．Na2CO3、CuSO4
练习 2有一包白色粉末，可能含有 Ba NO3 2、MgCl2、K2CO3、Na2SO4，现做以下实验：

实验Ⅰ：将部分粉末加水溶解振荡，有白色沉淀生成；

实验Ⅱ：取实验Ⅰ的沉淀物加入到过量稀盐酸中，白色沉淀部分消失，有气泡生成；

实验Ⅲ：取少量实验Ⅱ的溶液，滴入 AgNO3溶液，有白色沉淀生成。

根据上述实验现象原白色粉末中不能确定是否含有的物质是（ ）

A．Ba NO3 2 B．MgCl2 C．K2CO3 D．Na2S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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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物质的性质

1．探究物质性质的流程

引出问题→ → → → →总结归纳。

2．解题步骤

（1）找关键语句

（2）关联知识点

（3）分析推理

例题 1 某班同学为验证碳酸钠的化学性质，向盛有碳酸钠的试管中加入一定量的稀盐酸，迅速用带导气管

的橡胶塞塞紧试管口，并将导管另一端通入盛有澄清石灰水的试管中（如图所示）。请回答下列问题：

（1）右侧试管中澄清石灰水变浑浊，写出该反应的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实验结束后，将两支试管中的所有物质倒入同一个废液缸中，充分反应后得到澄清溶液。同学们对

废液中溶质的成分进行如下探究（忽略二氧化碳的影响）：

【提出问题】

废液中溶质的成分是什么？

【猜想假设】

猜想一：CaCl2、NaCl和 HCl；

猜想二：CaCl2、NaCl和Na2CO3；

猜想三：_____________。

【进行讨论】经过讨论，同学们一致认为猜想____是错误的。

【设计实验】请完成实验报告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 实验结论

取少量废液于试管中，

加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猜想一成立

【反思拓展】

最终同学们确认了废液中溶质的成分。

若将废液直接排入铸铁管道引起的危害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认为该废液的处理方法是________________。

例题 2 Mg和NH4Cl溶液反应，除生成一种盐外，还有气泡产生，为确定气体的成分，进行下列实验探究：

【假设与猜想】气体可能是 HCl，NH3，H2中的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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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资料】

①NH3 + HCl = NH4Cl

②2NH3 + H2SO4 = NH4 2SO4
③2NH3 + 3CuO ≜ 3Cu + N2 + 3H2O

【实验探究】

（1）为确定是否含有 HCl，将气体通入酸化的硝酸银溶液中，无沉淀产生，则该气体中无 HCl。

（2）为了探究其他气体是否存在，又设计了如图实验装置：

①A中观察到 ，证明有NH3；

②B中玻璃管内观察到 ，证明有H2；

③浓硫酸的作用是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验结论】Mg与 NH4Cl溶液反应生成盐，NH3和H2。

写出化学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验反思】

综合以上信息和实验结论，有同学认为不需要单独检验 HCl，就能证明 HCl不存在。

请评价这种说法是否合理 （填“是”或“否”），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

。

练习 1 在化学实验室，小刚和小强意外发现实验桌上有一瓶敞口放置的氢氧化钠固体，他们对这瓶氢氧化

钠固体是否变质进行了如下实验探究：

【提出问题】这瓶氢氧化钠固体是否变质？

氢氧化钠露置在空气中会发生变质。变质的原因是 （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实验探究】为检验这瓶氢氧化钠固体是否变质，小刚和小强设计了如下实验方案：

小刚：取少量样品加适量蒸馏水配成溶液后，滴入几滴酚酞溶液，若观察到溶液变红色，证明该瓶氢氧化

钠固体没有变质。

小强：取少量样品加适量蒸馏水配成溶液后，滴入适量澄清石灰水，若观察到有白色沉淀生成，证明该瓶

氢氧化钠固体已经变质。

你认为上述实验方案错误的是 。理由是 。请你设计另外一

个方案，证明该瓶氢氧化钠固体已经变质，并完成以下实验报告：

实验步骤 实验现象及结论

【交流反思】在实验室里氢氧化钠需要密封保存。药品密封保存的原因很多，请你写出浓硫酸需要密封保

存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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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2小艾同学在妈妈买回的某食品包装内发现有一包白色颗粒状固体 A的小纸袋，上面写着“生石灰干

燥剂，请勿食用”。小艾同学随手将小纸袋放在窗台上，过一段时间后发现纸袋内的白色颗粒粘在一起成

为块状固体 B。小艾同学请你和同学们一起对块状固体 B进行探究。

（1）猜想一：块状固体 B中除氧化钙外，还可能有 （写两种）；

（2）猜想二：块状固体 B溶于水可能有 现象（填“放热”或“吸热”）。

（3）取块状固体 B加入盛有一定量水的试管内，振荡、静置、过滤，得到少量白色固体 C。就白色固体 C

同学们展开了热烈讨论，一起猜想。

小艾同学认为白色固体 C可能是氢氧化钙，小聪同学认为白色固体 C可能是碳酸钙；你认为白色固体 C

还可能是 （任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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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化学实验专题测试卷

一、单选题（本题共 8 小题)

1.下列实验操作正确的是

A. 液体的倾倒

B. 加热试管中的液体

C. 点燃酒精灯

D. 向试管中滴加液体

2.下列化学实验操作或事故处理方法正确的是

A.不慎将浓碱溶液沾到皮肤上，要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然后涂上硼酸

B.给试管里的液体加热，液体的体积一般不超过试管容积的
2
3

C.酒精着火时可用水扑灭

D.配制硫酸溶液时，可先在量筒中加入一定体积的水，再在搅拌条件下慢慢加入浓硫酸

3.下列不属于实验室制取气体的一般思路和方法的是

A.确定所制气体的反应原理 B.选择适合制取该气体的实验装置

C.明确验证所制得气体的方法 D.研究如何使用制得的气体

4.实验室用高锰酸钾制取氧气有如下步骤，正确的顺序是

①加热②检查装置气密性③装药品④用排水法收集氧气⑤从水槽中取出导气管⑥熄灭酒精灯⑦连接装置。

A.②⑦③①④⑤⑥ B.③⑦②①④⑤⑥

C.⑦②③①④⑥⑤ D.⑦②③①④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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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离与提纯是获得物质的重要方法。下列实验设计能达到实验目的是

实验目的 实验设计

A
除去碳酸钠固体中的少量碳酸

氢钠
加入适量稀盐酸，蒸发结晶

B
除去氯化钠固体中的少量碳酸

钠

先加足量水溶解，再加适量稀硫酸，蒸发

结晶

C
除去硝酸钾溶液中的少量硫酸

钾
加入过量的硝酸钡溶液，过滤

D 除去铜粉中混有的少量锌粉 加入过量的稀盐酸，过滤、洗涤、干燥

A.A B.B C.C D.D

6.下列有关 2CO 的实验中，只能证明 2CO 物理性质的实验是

A.

B.

C.

D.

7.某溶液中加入BaCl2溶液，生成不溶于稀盐酸的白色沉淀，则溶液中溶有的离子是

A.一定溶有CO32− B.一定溶有SO42−

C.一定溶有Ag+ D.可能溶有SO42−或Ag

8.某白色固体由 NaCl、KBr、MgCl2、CaCO3中的一种或两种组成，进行如下实验：①把固体溶于水，得到澄清

透明溶液；②取部分溶液，滴加AgNO3溶液，出现白色沉淀；③向剩余溶液中滴加 NaOH溶液，产生白色沉

淀。根据实验现象可判断其组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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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Cl、CaCO3
B.只有MgCl2
C.一定有MgCl2，可能有 NaCl

D.NaCl、MgCl2

二、填空题（本题共 2 小题)

9.请根据如图回答问题。

（1）仪器①的名称是________ 。

（2）实验室用过氧化氢溶液和二氧化锰制取氧气，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________ 。若用图 E装置收集氧气，

当观察到导管口的气泡________ 时，再把导管口伸入盛满水的集气瓶。

（3）用收集的氧气完成木炭燃烧的实验（如图 F所示），观察到的现象是________ 。

（4）通常状况下，甲烷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难溶于水，密度比空气小。实验室常用醋酸钠和碱石灰两种

固体混合物加热制得甲烷气体。制取甲烷的发生装置可选用________ （填字母，下同），收集装置可选用

________ 。

10.有A、B、C、D四瓶无色溶液，它们分别是K2CO3、稀H2SO4、K2SO4、Ba(NO3)2四种溶液中的一种。不

用其他试剂，对这些溶液进行鉴别实验，实验记录见下表：

实验编号 实验内容 实验现象

① �、�混合 有气体放出

② �、�混合 有沉淀析出

③ �、�混合 有沉淀析出

④ �、�混合后再滴入稀HNO3 有沉淀析出

根据以上实验，推断 4种溶液的成分：

A ________ B ________ ，C ________ ，D ________ 。

打开升学e网通

扫码查看试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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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物质的组成分类

一、物质的分类方法

1．物质分类标准

对物质进行分类，首先要确定分类的标准，然后按标准进行分类。

（1）依据通常状况下物质的存在状态为标准，可分为 、 、 。

（2）依据物质是否由同种物质（分子）组成可分为 、 。

（3）纯净物是否由同种元素组成可分为 、 。

（4）单质按照元素种类可分为 、 。

（5）化合物按照物质的性质可分为 、 、 、 等等。

2．交叉分类法

对同种物质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

3．树状分类法

根据物质的组成和性质对物质进行分类：

金属单质

物质

纯净物

混合物

单质

化合物

非金属单质 酸

碱

盐

氧化物

其他

无机化合物

有机化合物

例题 1 将下列物质填入图中，只需填序号。

（1）纯碱 （2）烧碱 （3）熟石灰 （4）稀盐酸

（5）冰醋酸 （6）NaHCO3 （7）Al2O3 （8）生石灰

（9）CuSO4 ∙ 5H2O （10）NaCl （11）Cu2 OH 2CO3 （12）NO

（13）硫磺 （14）SO2 （15）Fe

正盐

可溶性盐

难溶性盐

Na2CO3

NaHCO3

Na2SO4

钠盐

钡盐

碳酸盐

酸式盐 硫酸盐BaS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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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2 符合如图中阴影部分的物质是（ ）

正盐

钠盐

碳酸盐

A．Na2CO3 B．Cu2 OH 2CO3 C．NaCl D．NaHSO4
例题 3 某合作学习小组讨论辨析以下说法：

①粗盐和酸雨都是混合物；

②由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一定是纯净物；

③冰和干冰均既是纯净物又是化合物；

④不锈钢和目前流通的硬币都是合金；

⑤盐酸和食醋均既是化合物又是酸；

⑥纯碱和熟石灰都是碱。

上述说法正确的是（ ）

A．①②③④ B．①②⑤⑥ C．③⑤⑥ D．①③④

例题 4 物质的分类是化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化学工作者经常要根据物质的组成对物质进行分类研究。

近年来发现，在金星大气层中存在三氧化二碳。下列物质与它属于同类的是（ ）

A．H2、O3 B．H2SO4、H2CO3 C．SO2、NO2 D．Na2SO3、KClO3

练习 1 根据物质的组成对物质进行分类，和其他三种物质不属于一类的是（ ）

A．NaHSO4 B．Na2O C．Na2CO3 D．NaHCO3
练习 2 将下列各组物质按单质、氧化物、酸、碱分类顺序排列，其中正确的是（ ）

A．氧气、干冰、硫酸、烧碱 B．碘酒、冰、盐酸、烧碱

C．氢气、二氧化硫、硝酸、纯碱 D．铜、硫酸钠、醋酸、石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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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物质的性质分类

氧化物的概念：

类别 概念 举例

碱性氧化物 与酸反应只生成盐和水的氧化物

酸性氧化物 与碱反应只生成盐和水的氧化物

两性氧化物 既能与酸又能与碱反应且都生成盐和水的氧化物

不成盐氧化物 既不能与酸又不能与碱反应生成相应价态的盐和水的氧化物

1．碱性氧化物的性质

与H2O反应：碱性氧化物（易溶）+ H2O →碱（易溶）

例如： ；

与酸性氧化物反应：碱性氧化物+酸性氧化物→含氧酸盐

例如：Na2O + SO3 = ；

与酸反应：碱性氧化物+酸→含氧酸盐+水

例如：CuO + 2HNO3 = 。

2．酸性氧化物的性质

与水反应：酸性氧化物+ H2O →酸

例如：SO3 + H2O = ；

P2O5 + 3H2O = 。

注意：SiO2难溶于水，不与水反应

与碱性氧化物反应：碱性氧化物+酸性氧化物→含氧酸盐

与碱反应：酸性氧化物+碱→盐+水

例如：CO2 + 2NaOH = Na2CO3 + H2O

写出SiO2与 NaOH溶液反应的方程式： ；

与盐反应：CO2 + Na2CO3 + H2O = 2NaHCO3

例题 1 下列各物质的分类、名称（或俗名）、化学式都正确的是（ ）

A．碱性氧化物、氧化铁、Fe3O4 B．酸性氧化物、二氧化碳、CO2
C．酸、硫酸、H2SO3 D．碱、纯碱、Na2CO3
例题 2 实验室中的药品常按物质的性质、类别等不同而有规律地放置。在做“酸的性质”实验时，实验桌上

部分药品的摆放如下图，某同学取用氢氧化钾溶液后应把它放回的位置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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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3 下列物质的分类正确的组合是（ ）

选项 混合物 化合物 单质 盐

A 盐酸 NaOH固体 石墨 NaCl

B 碱石灰 金刚石 O3 纯碱（Na2CO3）

C 空气 澄清石灰水 铁 石灰石

D CuSO4 ∙ 5H2O CaCl2 水银 CaO

例题 4 归类法能有效提高学习、研究的效率。现有以下几种物质：铜、活性炭、氢氧化钡、盐酸。

（1）请从上述物质中选择合适的物质填入下表相应位置，并完成表中其他内容。

（2）请从上述物质中选择合适的物质作为反应物，写出相应化学反应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练习 1 下列表格中各项分类都正确的一组是（ ）

选项 酸性氧化物 碱性氧化物 单质 混合物

A 二氧化碳 烧碱 盐酸 氨气

B 二氧化碳 小苏打 铜 碘酒

C 一氧化碳 氧化钠 纯碱 氯水

D 三氧化硫 生石灰 臭氧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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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系及其分类

1．分散系定义：把一种（或多种）物质分散在另一种（或多种）物质中所得到的体系，叫做分散系。前

者属于被分散的物质，称作__________；后者起容纳分散质的作用，称作___________。

按照分散质或分散剂的聚集状态（气、固、液）来分，分散系可以有_____种组合。

例题 1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分散质粒子大小介于 1 - 100 nm之间的分散系称为胶体

B．用过滤的方法可以将胶体和溶液分离

C．分散系一定是混合物，分散质一定是纯净物

D．溶液的分散质一定是固体

例题 2 分类是化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下列分类方法中正确的是（ ）

A．根据元素原子最外层电子数的多少将元素分为金属和非金属

B．依据组成元素的种类，将纯净物分为单质和化合物

C．根据氧化物中是否含有金属元素，将氧化物分为碱性氧化物和酸性氧化物

D．根据分散系的稳定性大小，将分散系分为胶体、浊液和溶液

练习 1 下列分散系中，分散质粒子大小在 1～100nm之间的是（ ）

A．泥水 B．油水 C．Fe OH 3胶体 D．CuSO4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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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

胶体及其性质

1．定义：分散质粒子大小在_____________之间的分散系称为胶体。我们把这些分散质粒子称为胶体粒子。

胶体具有一些不同于溶液和浊液的特性。

2．Fe OH 3胶体的制备和精制：

（1）Fe OH 3胶体的制备：向烧杯中煮沸的蒸馏水中逐滴加入 5~6滴 FeCl3饱和溶液，继续加热煮沸至溶

液呈红褐色，就得到 Fe OH 3胶体。

反应方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一束光线通过所得液体混合物，有丁达尔效应，证明形成了胶体。

（2）胶体的提纯与精制——渗析：利用半透膜将溶液和胶体分离的操作。

渗析是利用溶质粒子能通过半透膜而胶体粒子不能通过半透膜进行溶液和胶体的分离。但渗析过程是可逆

的，要达到分离目的应反复进行渗析或在流水中进行渗析。

3．胶体的性质：

（1）丁达尔效应：一束光通过胶体时会产生一条光亮的通路，这种现象叫丁达尔效应。丁达尔效应是区

分溶液和胶体的物理方法。实质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电泳现象：给氢氧化铁胶体通直流电，现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使胶体聚沉的方法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题 1 磁流体是电子材料的新秀，它既具有固体的磁性，又具有液体的流动性。制备时将含等物质的量的

FeSO4和Fe2 SO4 3的溶液混合，再滴入稍过量的 NaOH溶液，随后加入油酸钠溶液，即可生成黑色的、分

散质粒子直径在 5.5-36 nm之间的磁流体。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所得的分散系属于悬浊液 B．该分散系能产生丁达尔效应

C．所得的分散系中水是分散质 D．将所得分散系过滤，在滤纸上能得到分散质

例题 2 现有甲、乙、丙、丁和 Fe OH 3等五种胶体，按甲和丙、乙和丁、丙和丁、乙和 Fe OH 3胶体两两

混合，均出现胶体聚沉现象。则粒子带负电荷的胶体是（ ）

A．甲和乙 B．丙和乙 C．甲和丁 D．丙和 Fe OH 3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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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3 把 10 mL淀粉胶体和 5 mL NaCl溶液混合，后加入用半透膜制成的袋内，将此袋浸入烧杯内的蒸

馏水中，2min后，用两支试管各取 5mL烧杯中的液体，并做如下实验（淀粉遇碘水变蓝色）：

（1）向其中一支试管里滴加少量 AgNO3溶液，其现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向另一支试管中滴加少量碘水，其现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由上述实验得出的结论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证明淀粉与 NaCl溶液已分离完全的实验方法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题 4 已知溶质粒子能透过半透膜，胶体粒子不能透过半透膜，但能透过滤纸。淀粉溶液是一种胶体，并

且淀粉遇到碘单质，可以出现明显的蓝色特征。现将淀粉和稀Na2SO4溶液混合，装在半透膜中，浸泡在盛

蒸馏水的烧杯内，过一段时间后，取烧杯中液体进行实验，能证明半透膜完好无损的是（ ）

A．加入 BaCl2溶液有白色沉淀 B．加入碘水不变蓝

C．加入 BaCl2溶液无白色沉淀 D．加入碘水变蓝

练习 1 美丽的清华园是很多莘莘学子梦想中的学校，朱自清先生曾在此写下名篇《荷塘月色》，先生笔下

的月色荷塘恬静唯美，其中有些景象是由胶体所产生的，下列关于胶体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凡直径介于 1nm～100nm之间的微粒均称为胶体

B．胶体的丁达尔效应是胶体粒子对光的散射导致的

C．胶体分散质粒子能透过半透膜和滤纸

D．实验室制备 Fe OH 3胶体的方法是向煮沸的饱和 FeCl3溶液逐滴滴加氨水，至溶液呈红褐色时停止加热，

即得 Fe OH 3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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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碱、盐的性质

一、酸的共性

1．与活泼金属反应：酸+活泼金属→盐+氢气；

例如：Fe + 2HCl = 。

2．与碱性氧化物反应：酸+碱性氧化物→含氧酸盐+水；

例如：CuO + 2HNO3 = 。

3．与碱反应：碱+酸→盐+水

4．与盐反应： 强酸+弱酸盐→弱酸+强酸盐，即强酸制弱酸

例如：2HCl + Na2CO3 = 。

二、碱的共性

1．与酸性氧化物反应：碱+酸性氧化物→盐+水

2．与酸反应： 碱+酸→盐+水

3．与盐反应：强碱+弱碱盐→弱碱+强碱盐，即强碱制弱碱

例如：3NaOH + FeCl3 = ；KOH + NH4Cl =

（若反应物是浓溶液或加热时，则NH3 ∙ H2O分解生成NH3 ↑+ H2O）。

4．难溶性碱的不稳定性：难溶性碱受热易分解，难溶性碱→碱性氧化物+水

例如：Cu OH 2 ≜ ；2Fe OH 3 ≜ 。

强碱稳定，受热难分解

三、盐的共性

1．与金属反应：金属+盐→另一种金属+另一种盐，如 Zn + CuSO4 = Cu + ZnSO4；

2．与碱反应（见前述）

3．与酸反应（见前述）

4．与盐反应：盐+盐→生成两种新盐； 生成物一般有沉淀

例如：CaCl2 + Na2CO3 = ；BaCl2 + Na2SO4 = 。

5．酸式盐与酸、碱的反应

6．酸式盐的不稳定性

例题 1 SO2和CO2同为酸性氧化物，试根据酸性氧化物具有的通性（或CO2的性质），推测二氧化硫具有的

性质，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①SO2 + H2O =__________，

②SO2 + CaO =___________，

③SO2 + Ca OH 2 =_________________。

例题 2 将下列各组物质按酸、碱、盐分类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A．硫酸、纯碱、硫酸钠 B．溴化氢、烧碱、绿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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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碳酸、乙酸、醋酸钠 D．磷酸、熟石灰、苛性钠

例题 3 下列关于酸、碱、盐元素组成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酸、碱一定含氢元素，盐一定不含氢元素 B．酸、碱、盐可能都不含金属元素

C．碱、盐可能含氧元素，酸一定含氧元素 D．盐一定含金属元素，酸、碱不一定含金属元素

例题 4 化工生产中常常用到“三酸两碱”，“三酸”指硝酸、硫酸和盐酸，“两碱”指烧碱和纯碱。

（1）从物质的分类角度看，不恰当的一种物质是___________。

（2）“三酸”与“两碱”之间均可反应，若用化学方程式表示有六个（酸过量时），请写出任意两个化学

方程式（酸过量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烧碱、纯碱均可吸收CO2，当含 NaOH的溶液吸收一定量CO2后，将溶液低温蒸干得到固体的组成可

能有四种情况，分别是：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练习 1 如表所示物质的分类正确的（ ）

选项 酸 碱 盐 酸性氧化物

A 盐酸 纯碱 石灰石 二氧化碳

B 硫酸 烧碱 纯碱 二氧化硫

C 醋酸 熟石灰 胆矾 一氧化碳

D 二氧化碳 苛性钠 食盐 三氧化硫

练习 2 下列关于酸、碱、盐的各种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有H+的化合物叫酸，有 OH−的化合物叫碱

B．NH4Cl不属于盐

C．高锰酸钾属于盐

D．NaHSO4可以电离出H+，因此 NaHSO4属于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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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转化

反应类型 举例 表示式

化合反应 2H2 + O2 = 2H2O A＋B=AB

分解反应 CaCO3 ≜ CO2 ↑+ CaO AB=A＋B

置换反应 Fe + CuSO4 = Cu + FeSO4 A＋BC=AC＋B

复分解反应 NaOH + HCl = H2O + NaCl AB＋CD=AD＋CB

酸、碱、盐、氧化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新教材新增］

1．应用：根据物质的组成和性质，以及物质之间的转化关系，我们可以确定制取某物质的可能方法。

例如：制取 NaOH有以下几种方法：

① 用Na2O与水化合：Na2O + H2O = 2NaOH

② 用Na2CO3与 Ca OH 2反应：Na2CO3 + Ca OH 2 = CaCO3 ↓+ 2NaOH

③ 工业上电解饱和食盐水：2NaCl + 2H2O
通电

2NaOH + H2 ↑+ Cl2 ↑

方法①的原料Na2O来源少，成本高，对设备要求高，工业上一般不采用该方法。过去工业上采用方法②，

而现代工业采用方法③来制取 NaOH。

实际工业生产中要考虑其他因素：原料来源、成本高低、设备要求和环保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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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1 下列变化不能通过一步化学反应实现的是（ ）

A．BaCl2 → BaSO4 B．CuO → Cu OH 2

C．NaOH → Na2SO3 D．MgSO4 → Mg OH 2

例题 2 X、Y、Z、W各代表一种物质，若 X + Y = Z + W，则 X和 Y之间不可能是（ ）

A．盐和盐的反应 B．碱性氧化物和水的反应

C．酸与碱的反应 D．酸性氧化物和碱的反应

例题 3 在 Zn、ZnO、ZnCO3、盐酸和 CaCl2溶液五种物质中，每两种物质反应能生成 ZnCl2的组合有（ ）

A．2种 B．3种 C．4种 D．5种

例题 4 以下表示的是碳及其化合物的转化关系，其中涉及的基本反应类型依次是（ ）

A．化合、置换、分解、复分解 B．置换、复分解、化合、分解

C．置换、化合、分解、复分解 D．置换、化合、复分解、分解

例题 5 分类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下列 4组物质中均有一种物质的类别与其他三种不同，请分别填出

其化学式。

甲：Na、H2、O2、Cl2；

乙：CO、Na2O、CO2、SO2；

丙：NaOH、K2CO3、KHCO3、K2SO4；

丁：NaOH、Ca OH 2、KOH、NaCl。

（1）甲__________，乙__________，丙__________，丁__________。

（2）问题（1）中四种物质转化如下图，写出序号所示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请指出问题（2）中甲、乙、丙、丁物质的种类。

甲______________，乙______________，丙______________，丁______________。

（4）问题（2）中反应③，除了利用酸碱中和反应外，还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题 6 同学们吃的零食的包装袋中经常有一个小纸袋，上面写着“干燥剂”，其主要成分是生石灰（CaO）。

（1）生石灰属于________（填字母，下同）。

A. 酸 B. 碱 C. 盐

D. 纯净物 E. 化合物 F. 金属氧化物

G. 非金属氧化物 H. 碱性氧化物 I. 酸性氧化物

（2）某同学将浓硫酸、NaOH固体、生石灰等物质划分为一类。该同学的分类依据为________。

A. 酸类 B. 碱类 C. 氧化物 D. 干燥剂

（3）生石灰可作干燥剂的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用化学方程式表示）。

（4）生石灰还可以跟哪些类别的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请列举三例并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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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类别 化学方程式

（5）小纸袋中的物质能否长期持续地作干燥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练习 1 【多选】X、Y、Z、W各代表一种物质，若 X + Y = Z +W ↓，则 X和 Y不可能是（ ）

A．盐和盐 B．酸和活泼金属

C．酸性氧化物和水 D．碱和酸性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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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质和非电解质

1．概念

（1）电解质：在__________里或__________下能够导电的__________。

（2）非电解质：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都不能够导电的__________。

2．常见的电解质和非电解质

（1）常见的电解质

①酸：HCl、H2SO4、HNO3、H2CO3等。

②碱：KOH、NaOH、NH3·H2O、Mg OH 2、Al OH 3等。

③盐：KCl、Na2SO4、Mg NO3 2等。

④活泼金属氧化物：Na2O、CaO等。

⑤水。

（2）常见的非电解质

①部分______________：CO2、SO2、SO3、P2O5等。

②非酸性气态氢化物：NH3。

③__________：蔗糖、酒精、CH4等。

例题 1 下列物质中，属于电解质的是（ ）

A．铜片 B．氯化钠溶液 C．氯化钠 D．石墨

例题 2 下列各组物质，前者属于电解质，后者属于非电解质的是（ ）

A．CaO、CH3COOH B．石墨（C）、SO2 C．KOH、蔗糖 D．SO2、H2S

练习 1 下列属于非电解质的是（ ）

A．酒精 B．氢氧化钠 C．醋酸 D．氧化钙

练习 2 下列物质属于电解质的是（ ）

A．酒精 B．KCl C．CO2 D．Na

练习 3 下列属于电解质的是（ ）

A．食醋 B．熔化的氢氧化钾 C．铜 D．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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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质的电离

电解质______________或______________时，形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过程叫做电离。

电解质导电的条件：在__________或__________状态下。

例题 1 下列物质中，能导电且属于电解质的是（ ）

A．铜片 B．硫酸溶液 C．熔融的氯化钠 D．氯化钠固体

例题 2 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A．KNO3固体不导电，所以 KNO3不是电解质 B．铜丝、石墨均能导电，所以它们是电解质

C．熔融的 MgCl2能导电，所以 MgCl2是电解质 D．NaCl溶于水，在通电条件下才能发生电离

例题 3 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A．BaSO4、AgCl都是难溶物，其水溶液不导电，所以 BaSO4、AgCl是非电解质

B．CO2的水溶液能够导电，所以CO2是电解质

C．熔融的电解质都能导电

D．Al2O3固体虽然不导电且不溶于水，但是Al2O3是电解质

练习 1 下列关于电解质和非电解质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溶于水能导电的物质就是电解质 B．固态 NaCl不能导电，故 NaCl不是电解质

C．NH3的水溶液能导电，但 NH3是非电解质 D．非电解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导电

练习 2 下列关于电解质和非电解质的说法错误的是（ ）

A．电解质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导电

B．不导电的物质不一定是非电解质

C．所有的固态电解质加热后都能电离出离子

D．金属铜能够导电，但不属于电解质也不属于非电解质

练习 3 BaSO4在熔融情况下能够导电，其本质原因是（ ）

A．是电解质 B．存在离子 C．存在电子 D．存在自由移动的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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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方程式

1．电离方程式

（1）电离方程式是用______________表示电解质电离过程的式子。

（2）写出下列酸、碱、盐的电离方程式。

①硫酸（H2SO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氢氧化钠（NaO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硫酸钠（Na2SO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从电离角度认识酸、碱、盐的本质

（1）酸：电离时生成的阳离子全部是______________的化合物，如H2SO4、HNO3等。

（2）碱：电离时生成的阴离子全部是______________的化合物，如 NaOH、Ba OH 2等。

（3）盐：电离时生成的阴离子是______________、阳离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化合物，

如Na2SO4、NH4NO3等。

3．电离方程式书写注意事项：

（1）符合客观事实。不能随意书写离子符号，离子所带电荷数必须等于该元素或原子团在该化合物中的

化合价（代数和）。离子的个数用“2”“3”等标在离子符号之前。

（2）质量守恒：等号两端的原子种类、数目、质量不变。

（3）电荷守恒：正电荷总数＝负电荷总数。

例题 1 （多选）在水溶液中，下列电离方程式书写正确的是（ ）

A．KClO3 = K+ + Cl− + 3O2− B．Al NO3 3 = Al+3 + 3NO3−

C．Ba OH 2 = Ba2+ + OH2
− D．H2SO4 = H+ + SO42−

E． NH4 2SO4 = 2NH4
+ + SO42− F．HCl = H+ + Cl−

G．Ca OH 2 = Ca2+ + 2OH−

例题 2 NaHSO4通常为晶体，易溶于水，它溶于水时电离出 3种不同的离子，溶液显酸性。NaHSO4受热

熔化时只能电离出两种离子。

（1）NaHSO4在水溶液中的电离方程式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NaHSO4在熔融状态下的电离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NaHCO3在水溶液中的电离方程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NaHSO4属于酸 B．NaHSO4属于盐

C．NaHSO4属于电解质 D．NaHSO4溶液能与 Zn反应生成氢气

练习 1 下列物质溶于水后溶液因电离显酸性的是（ ）

A．KCl B．NaHSO4 C．NH4Cl D．CH3CO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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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2 下列物质在水溶液中的电离方程式正确的是（ ）

A．K2SO4 = 2K+ + SO42− B．Ba OH 2 = Ba2+ + OH2
−

C．KOH = K+ + O2− + H+ D．KHSO4 = K+ + HSO4−

练习 3 下列物质中含有自由移动的Cl−的是（ ）

A．氯化钠溶液 B．次氯酸钠溶液 C．KClO3溶液 D．液态氯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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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反应

1．电解质在溶液中反应的实验探究按如图所示完成实验，并回答问题

实验的现象是__________________，其原因是溶液中的_________与_________结合生成______________。

结论：电解质在溶液中的反应实质是__________________的反应。

2．离子反应：在溶液中有____________参加的化学反应。

3．离子反应的本质：反应物中某些离子浓度减小的反应。

例题 1 实验：向盛有 2mL BaCl2稀溶液的试管中滴加 CuSO4稀溶液至二者恰好完全反应，观察现象并分析：

（1）请从电离角度分析混合前 2种电解质溶液的微粒组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实际参与反应的离子是什么？混合后溶液中的离子是什么？你的判断依据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练习 1 下列反应属于离子反应的是（ ）

A．氢气还原氧化铜生成水和铜 B．石灰石高温分解生成氧化钙和二氧化碳

C．盐酸滴加到石灰石固体上 D．实验室加热高锰酸钾制氧气

练习 2 下列物质混合发生化学反应，且反应属于离子反应的是（ ）

A．H2和O2反应生成水 B．锌片投入稀硫酸中

C．KClO3(固体)和 MnO2(固体)混合加热制O2 D．NaOH溶液和K2SO4溶液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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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方程式的书写

1．概念：用实际参加反应的____________来表示反应的式子。

2．书写步骤

① 写：写出反应的____________。

② 拆：把溶于水且完全电离的物质写成___________形式，难溶于水或溶于水但难电离的物质仍用化学式

表示。

③ 删：删去化学方程式两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④ 查：检查离子方程式两边各元素的____________和离子所带的____________是否相等。

3．书写离子方程式的关键是“拆”，要“拆”得合理。

例题 1 对于下列 4组物质，能发生反应的，写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属于离子反应的，写出离子方程

式；不能发生反应的，说明原因。

（1）硫酸钠溶液与氯化钡溶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铁片与硫酸铜溶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硝酸钠与氯化钾溶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题 2 木城同学用离子方程式表达两种物质相遇时发生的变化。请判断下列离子方程式是否正确表达了相

应的操作和结果；不正确的，请加以改正。

（1）向稀盐酸中加入碳酸钙：H+ + CO32− = H2O + CO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向硫酸铜溶液中滴加氢氧化钡溶液：SO42− + Ba2+ = BaSO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向澄清石灰水通二氧化碳气体至沉淀完全消失：Ca OH 2 + CO2 = CaCO3 ↓+ H2O_________________

（4）稀硫酸滴在铜片上：Cu + 2H+ = Cu2+ + H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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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1 下列反应中，离子方程式书写正确的是（ ）

A．Fe和盐酸反应：2Fe + 6H+ = 2Fe3+ + 3H2 ↑

B．硫酸与氢氧化钡溶液反应：H+ + SO42− + Ba2+ + OH− = BaSO4 ↓+ H2O

C．醋酸和碳酸钠溶液反应：2H+ + CO32− = H2O + CO2 ↑

D．石灰石和盐酸反应：CaCO3 + 2H+ = Ca2+ + CO2 ↑+ H2O

练习 2 下列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正确的是（ ）

A．盐酸和烧碱溶液反应：HCl + OH− = H2O + Cl−

B．硝酸银溶液中滴加氯化钠溶液：AgNO3 + Cl− = AgCl ↓+ NO3−

C．硝酸溶解大理石：2H+ + CaCO3 = Ca2+ + CO2 ↑+ H2O

D．铁粉溶解在盐酸中：6H+ + 2Fe = 2Fe3+ + 3H2 ↑

练习 3 下列离子方程式中书写正确的是（ ）

A．铁和稀硫酸反应：2Fe + 6H+ = 2Fe3+ + 3H2 ↑

B．向澄清石灰水中通入少量二氧化碳：Ca2+ + 2OH− + CO2 = CaCO3 ↓+ H2O

C．碳酸钙和稀盐酸反应：CO32− + 2H+ = CO2 ↑ +H2O

D．铜和硝酸银溶液反应：Cu + Ag+ = Cu2+ +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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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化学离子反应测试卷(新人教版)

一、单选题（本题共 8 小题)

1.下列属于电解质的是

A.乙醇 B.氢氧化铁

C.氨水 D.铜

2.下列属于非电解质的是

A.氨气 B.碳酸钾

C.HCl D.氢气

3.下列物质属于电解质且能导电的是

A.酒精 B.金属铜

C.液态硝酸 D.熔融氯化钾

4.下列电离方程式书写错误的是

A.NaNO3 = Na+ + NO3− B.H2O = 2H+ + O2−

C.HNO3 = H+ + NO3− D.K2SO4 = 2K+ + SO42−

5.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氯化钠溶液在电流作用下电离成钠离子和氯离子

B.硫酸钡难溶于水，故硫酸钡不是电解质

C.盐酸能导电，故盐酸是电解质

D.SO3溶于水形成的溶液能导电，但SO3不是电解质

6.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NaCl在电流的作用下电离出Na+、Cl−

B.溶于水后电离出H+的化合物是酸

C.HCl溶于水能导电，但液态 HCl不导电

D.导电性强的溶液里自由移动的离子数目一定比导电性弱的溶液里多

7.下列离子方程式书写正确的是

A.铁和稀盐酸反应：Fe + 2H+ = Fe3+ + H2 ↑

B.氧化铜和稀硫酸反应：Cu2+ + O2− + 2H+ + SO42− = CuSO4 + H2O

C.氢氧化钠溶液和醋酸溶液反应：H+ + OH− = H2O

D.碳酸钙和稀盐酸反应：CaCO3 + 2H+ = Ca2+ + H2O + CO2 ↑

8.下列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正确的是

A.铁和稀硫酸反应：Fe + H+ = Fe3+ + H2 ↑

B.铜与硝酸银溶液反应：Cu + Ag+ = Cu2+ + Ag

C.氢氧化钠溶液和稀盐酸反应：OH− + HCl = H2O + Cl−

D.氯化钡溶液和硫酸钠溶液反应：Ba2+ + SO42− = BaSO4 ↓

二、填空题（本题共 2 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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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现有以下物质：①CO2②NH3③硫酸氢钠粉末 ④蔗糖 ⑤熔融硝酸铜 ⑥氢氧化钠固体 ⑦Cu⑧稀醋酸 ⑨石墨，

请回答：

（1）以上物质中可以导电的是 1 ；（填数字编号，下同）；

（2）以上物质中属于电解质的是 2 ；

（3）③在水溶液中的电离方程式是 3 ；

（4）氢氧化钠溶液与醋酸（CH3COOH）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是 4 。

10.按要求写出方程式：

①HNO3（电离方程式） 1 。

②Fe2(SO4)3（电离方程式） 2 。

③硫酸钠和氯化钡溶液反应 3 。（离子方程式）

④二氧化碳通入足量氢氧化钠溶液 4 。（离子方程式）

打开升学e网通

扫码查看试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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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生物细胞中的元素、化合物和无机物测试

卷（新人教版）

一、单选题（本题共 8 小题)

1.某处温泉有远古“圣水”之誉，对治疗皮肤病、色斑、关节炎及神经衰弱等有特殊的疗效。推断温泉中有正

常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是

A.Fe、Mn、Zn、Mg B.Zn、Cu、Mn、Ca

C.Zn、Cu、�、Mn D.Mg、Mn、Cu、Mo

2.人们经常食用的肉类和白菜、土豆等蔬菜，经消化吸收后，其中的成分可转化为人体的组成成分。对以上事

实解释最合理的是

A.组成生物体细胞的化学元素，在无机自然界不一定能找到

B.不同生物的细胞内，组成它们的化学元素含量大体相同

C.组成各种生物体细胞的生物大分子结构都是一样的

D.不同生物的细胞内，组成它们的化学元素种类大体相同

3.如图表示人体细胞中各种化合物占细胞鲜重的含量，以下按①②③④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水、蛋白质、糖类、脂质 B.蛋白质、糖类、脂质、水

C.水、蛋白质、脂质、糖类 D.蛋白质、水、脂质、糖类

4.一位农民种植的某块农田小麦产量总是比邻近地块的低。他怀疑该农田可能是缺少某种元素，为此将该块肥

力均匀的农田分成面积相等的五小块，进行田间实验。除施肥不同外，其他田间管理措施相同，实验结果如

下表。从表中可判断，该农田最可能缺少的元素是

地块 甲 乙 丙 丁 戊

施肥情况 尿素 磷酸二氯钾 磷酸二氢铵 硫酸铵 不施肥

小麦收获量 55.56 65.26 56.88 55.44 55.11

A.� B.� C.� D.�

5.电解质饮料中的电解质成分有无机盐离子、蔗糖、葡萄糖、维生素�及维生素�6。以下关于电解质饮料的叙述

中，错误的是

A.夏季酷暑时分，在室外作业的人们大量流汗，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

B.电解质饮料很健康，经常喝不会对身体有害

C.电解质饮料可迅速补充人体水分和无机盐的消耗、缓解疲劳

D.电解质饮料不仅可以补充无机盐，还能补充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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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学工作者研究了钙和硼对某种植物花粉萌发和花粉管生长的影响，结果如图所示。下列结论错误的是

A.适宜浓度的钙有利于花粉管的生长，适宜浓度的硼有利于花粉的萌发

B.钙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几乎不影响花粉管生长速率

C.硼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几乎不影响花粉管生长速率

D.钙和硼对花粉萌发、花粉管生长的影响不同

7.研究发现生物体内有七十多种酶的活性与��2+有关，缺乏��2+的生物无法正常生活，这说明无机盐

A.对维持酸碱平衡有重要作用 B.对维持细胞形态有重要重要作用

C.对维持生物体的生命活动有重要作用 D.对调节细胞内溶液的浓度有重要作用

8.在下列生理状态下，细胞内自由水与结合水比值增加的是

A.细胞衰老 B.作物越冬 C.种子萌发 D.种子晒干

二、填空题（本题共 2 小题)

9.试回答下列问题：

（1）种子在入仓之前需晾晒，所去除的水分主要是细胞中的 1 水。

（2）将干种子用水浸泡后种子能萌发，但干种子不经水浸泡不能萌发，这说明 2 。

（3）新鲜的鸡蛋清呈液态胶状，而臭鸡蛋清则是相对更“稀”的液体，呈水状，这是因为在新鲜的鸡蛋清中

的水与蛋白质结合在一起，形成液态胶体，这时的水为 3 ，而臭鸡蛋中的蛋白质被微生物分解成小

分子物质，使这部分水释放出来，转变为 4 。

（4）贫血症患者血液运输 5 的能力低。一般的贫血症患者除需补充铁以外，还应多吃一些含 6

丰富的食物。

（5）人体中含钙最多的是 7 （填序号）。

A．肌肉

B．骨组织

C．上皮组织

D．神经组织

（6）人在长跑后，因流汗过多常出现抽搐现象，这时应及时补充含 8 的食物。

10.某研究小组为探究苹果小叶病是否由缺锌或缺镁引起，配制了全素培养液（含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全部元素的

营养液）和相应缺锌、缺镁培养液，将 30株长势相同的苹果幼苗平均分组后栽培于装有以上三种培养液的甲、

乙、丙三个培养缸中。在相同且适宜的条件下培养一段时间，观察幼苗的生长发育状况，如表所示：

培养缸 甲 乙 丙

培养液 全素培养液 缺锌培养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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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苗数量（株） 10 10 10
幼苗生长发育状况 ？ ？ ？

（1）表中A表示 1 培养液。

（2）苹果幼苗的数量属于实验变量中的 2 （填“自变量”“因变量”或“无关变量”）。

（3）部分实验结果预测分析：

① 3 缸内的苹果幼苗生长正常。

②若乙缸内苹果幼苗表现小叶病，而丙缸 4 ，则说明苹果小叶病是由于缺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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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生物细胞中的有机物测试卷（新人教版）

一、单选题（本题共 8 小题)

1.某人经常抽搐，医生建议他补充某种矿质元素，他补充了该物质后，病情并没有得到缓解，原因可能是

A.缺乏维生素A B.缺乏磷脂

C.缺乏性激素 D.缺乏维生素D

2.生活中经常遇到一些生物学问题，下列认识正确的是

A.脂质都会使人发胖，最好不要摄入

B.精瘦肉中含量最多的化合物是蛋白质，所以应及时补充

C.无糖八宝粥不添加蔗糖，添加木糖醇，所以不含糖类

D.人体每天需要量最多的有机化合物是糖类，所以主食应该是粮食制品

3.目前，瘦成“一道闪电”受到许多人的追捧，但是脂肪也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人体内脂肪的生理功能包

括

①生物膜的重要成分 ②良好的储能物质 ③缓冲、减压和保护内脏 ④对生命活动具有调节作用 ⑤促进

人体肠道对钙和磷的吸收 ⑥绝热、保温作用

A.②③⑥ B.①②⑥

C.③④⑤ D.①②③④⑤⑥

4.生命科学研究中常用“建模”方法表示微观物质的结构，图中 1-3分别表示植物细胞中常见的三种大分子有机

物，每种有机物都有其特定的基本组成单位。则下图中 1-3可分别表示

A.多肽、RNA、淀粉 B.DNA、RNA、纤维素

C.DNA、蛋白质、糖原 D.核酸、多肽、糖原

5.生物体内的某多肽是几种不同的氨基酸分子构成的，其中含有三个氨基和两个肽键，下列分子中能构成该多

肽的是

A.①②③④⑤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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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某药物�3�是一种多肽类的激素，能使人对陌生人产生信赖感，有助于治疗孤独症等疾病。下列有关叙述正确

的是

A.�3�的基本组成元素是�、�、�

B.合成�3�时生成的水中的�原子只来自氨基

C.孤独症患者直接口服少量�3�就可以有效地缓解症状

D.若�3�被水解成 1个二肽、3个四肽、5个六肽，则这些短肽的肽键总数是 35

7.蛋白质在人体内承担了多种生理功能，当某人感冒发烧时，除新陈代谢加强外，血液中某些抗体含量增加，

这说明

A.蛋白质是细胞的结构物质 B.蛋白质具有调节作用

C.蛋白质具有免疫作用 D.蛋白质具有运输作用

8.角蛋白是头发的主要成分，由 2条肽链组成。如图表示烫发的原理，据图分析，烫发改变了角蛋白分子的

A.空间结构 B.氨基酸数量

C.氨基酸种类 D.氨基酸排列顺序

二、填空题（本题共 2 小题)

9.北京烤鸭是北京传统特色美食。饲喂选做食材用的北京鸭时，主要以玉米、谷类和菜叶为饲料，使其肥育，

这样烤出的鸭子外观饱满，皮层酥脆，外焦里嫩。北京烤鸭通常的食用方法是取一张用小麦粉制作的荷叶饼，

用筷子挑一点甜面酱，抹在荷叶饼上，夹几片烤鸭片盖在上面，放上几根葱条、黄瓜条或萝卜条，将荷叶饼

卷起食用。请回答下列问题：

（1）北京鸭食用玉米、谷类和菜叶能迅速育肥的原因是 1 。

（2）一张鸭肉卷饼中至少包括了三类多糖，它们是 2 、 3 、 4 。包括的脂质有 5

等（写出两种即可）。

（3）烤熟的鸭子，其蛋白质一定发生了变性，食物加工过程中蛋白质变性 6 （填“影响”或“不影

响”）蛋白质的营养价值。鸭肉蛋白中含有人体所需的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是指 7 。

（4）葱条、黄瓜条或萝卜条等蔬菜中含有的元素种类与人体大体相同，但在元素的 8 上有差异。

10.图�所示的分子结构式为某种核苷酸，图�是某核苷酸链示意图，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第 199页

（1）图�中核苷酸的生物学名称是 1 ，由�组成的核酸是 2 ，在绿色植物的叶肉细胞中，

它主要分布于 3 中。

（2）图�中的结构的生物学名称为 4 ，由�组成的核酸是 5 ，其结构一般为 6 。

（3）在生物体细胞中，由�、�、�、�参与组成的核苷酸有 7 种，体细胞中的核酸彻底水解的产物

有 8 种，图�和图�中的物质分别是由 9 和 10 元素组成的。

（4）生物体内的核酸的功能是 11 。

打开升学e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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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暑假新高一历史初高衔接综合测试卷

一、选择题（本题共 9 小题)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由表中的材料可见，古代文明的早期发展具有

文明 成果

两河流域文明 楔形文字、60进制、《汉谟拉比法典》

古埃及文明 象形文字、太阳历、莎草纸

中华文明 丝麻纺织技术、甲骨文、青铜器

A.延续性 B.多元性 C.关联性 D.同步性

2.先秦时期某一思想家认为，要实现“德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个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

美不备的德性。该思想家是

A.孔子 B.老子 C.墨子 D.韩非子

3.“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给这首唐诗作者带来好心情的

应是

A.召入太学 B.科举中榜 C.加入厂卫 D.入选内阁

4.圆明园是园林建筑史上的伟大创举。这座中西结合、豪华壮观的皇家园林是由清朝几代帝王调集全国能工巧

匠，历时 150年建造而成，却遭到英法联军野蛮焚毁。圆明园被焚毁于

A.鸦片战争时期 B.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C.甲午战争时期 D.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

5.中央电视台在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颁奖词中说：“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播撒智

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他”研究的是

A.原子能技术 B.高性能巨型计算机技术

C.杂交水稻技术 D.运载火箭和航天技术

6.“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既不是互不关联的也不是彼此独立的。希腊文化传播到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

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同样，印度佛教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也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这

表明促进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两种方式是

A.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 B.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

C.暴力冲突与和平交流 D.希腊商人和亚历山大军队

7.如图是《英国就业人口结构的变化》示意图，据此可知这一时期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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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业发展迅速 B.农业经济衰退

C.贫富差距缩小 D.服务业占主体

8.陈街哲在《西洋史》中说：“欧洲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中，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都是在继承文艺复兴运动的基

础上创新发展的。”其中启蒙运动对文艺复兴“创新发展”表现在

A.提出人是世界和社会的中心 B.倡导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

C.构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蓝图 D.否定教会高于国家的思想

9.雷蒙德·加特霍夫指出：“缓和是进行冷战的一种更加老练、不那么好战的做法……战略均势和相互威慑是

20世纪 70年代美苏缓和的基础。如果一方发动进攻，另一方也有能力摧毁对方。”这说明冷战

A.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B.利于遏制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C.维系了战后世界的和平稳定 D.为第三世界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1大题)

10.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

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

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马克思

材料二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

——康有为

结合所学知识，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清帝国“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其原因是什么？

（2）据材料二，概述当清王朝沉浸在“天朝上邦”的迷梦中时，西欧诸国的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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