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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能力  2×2=4 

逻辑思维能力  2×2=4 

阅读理解能力  1×14=14 

习作能力      1×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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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解读】 

（1）具有运用工具书检索信息、资料的能力。 

（2）具有运用网络检索、交流信息的能力。 

（3）具有对信息进行筛选、分类、存储和应用的能力。 

（4）具有运用教育测量知识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的能力。 

（5）具有根据教育教学的需要，设计、制作课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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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Word 操作 

（一）创建新文档 

新建文档的3种方式：1.文件/新建/选择空白文档2.点击新建按钮
3.Ctrl+N 

（二）保存文档 

保存文档的3种方式：1.文件/保存/选择存储路径，输入文件名/保存2.

常用工具栏“保存”按钮3.Ctrl+S 

（三）打开文档 

打开文档的3种方式：1.文件/打开，选择要打开的文件2.常用工具栏“

打开”按钮3.Ctrl+O 



（四）文档的编辑 

1. 五种复制方法 

（1）在“常用工具栏”中单击按钮（2）在菜单栏的“编辑”菜单中选择“

复制”命令（3）按Ctrl+C组合键（4）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

单中选择“复制”命令（5）将鼠标指针移动到选定的对象上，鼠标指针

由“I”形变为箭头形，按住鼠标左键和Ctrl键，拖动鼠标到要复制文本

的位置，松开鼠标左键和Ctrl键，复制完毕。 

2. 五种剪切方法 

（1）在“常用工具栏”中单击按钮（2）在菜单栏的“编辑”菜单中选择“

剪切”命令（3）按Ctrl+X组合键（4）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

单中选择“剪切”命令（5）选定内容，按住鼠标左键不动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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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种粘贴方法 

（1）在“常用工具栏”中单击按钮（2）在菜单栏的“编辑”菜单中选择“粘贴”命

令（3）按Ctrl+V组合键（4）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粘贴”

命令。 

4. 常用组合键 

新建文件：Ctrl+N 保存文件：Ctrl+S 打开文件：Ctrl+O 全选：Ctrl+A 复制：

Ctrl+C 粘贴：Ctrl+V剪切：Ctrl+X 撤销：Ctrl+Z 恢复：Ctrl+Y加粗：Ctrl+B 

倾斜：Ctrl+I 下划线：Ctrl+U 

5. 查找和替换 

编辑/查找/输入查找内容/单击查找下一处或使用快捷键CTLR+F。 

6. 撤销和恢复 

撤销快捷键：Ctrl+Z键，恢复快捷键：Alt+Shift+Backspace键 或Ct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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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用组合键 

新建文件：Ctrl+N 保存文件：Ctrl+S 打开文件：Ctrl+O 全选：Ctrl+A 复
制：Ctrl+C 粘贴：Ctrl+V剪切：Ctrl+X 撤销：Ctrl+Z 恢复：Ctrl+Y加粗：
Ctrl+B 倾斜：Ctrl+I 下划线：Ctrl+U 

5. 查找和替换 

编辑/查找/输入查找内容/单击查找下一处或使用快捷键CTLR+F。 

6. 撤销和恢复 

撤销快捷键：Ctrl+Z键，恢复快捷键：Alt+Shift+Backspace键 或Ct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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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Word的图形处理  

1. 插入、绘制图片 

通过“插入”→“图片”命令可以插入剪贴画和外部的图片文件。Word 2003

可以绘制的图形有两类：基本图形和自选图形。 

2. 编辑图形 

若要选择多个图形，可以在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的同时，逐个单击要选的
图形。点击“绘图”菜单中选择“组合”命令，则所选图形被组合成一个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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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文混排 

在需要插入文字的自选图形上单击鼠标右键，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

添加文字”命令，在自选图形中插入文字。在该图形对象上单击鼠标右键，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设置图片格式”选项，打开“设置图片格式”对话

框，选择“版式”标签，在“环绕方式”栏下选择所需的环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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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cel实际操作 
（四）常用函数 

  1. AVERAGE函数用来求参数中数值的平均值。如：AVERAGE（A1：A7） 

  2. COUNT函数用来计算所列参数中数值的个数。只有数值类型的数据才
能计数。 

  3. SUM函数用来对指定单元格区域中的数值求和。如：SUM（A4：A8） 

  4. MAX函数用来求指定单元格区域中的最大值。如：MAX（A4：A8） 

  5. MIN函数用来求指定单元格区域中的最小值。如：MIN（A4：A8） 

  6. INT函数用来返回不大于指定参数值的最大整数。如：INT（234.56）
的运算结果为234。INT（－8.9）的运算结果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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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cel实际操作 

（五）数据处理 

 1. 数据排序 

 数据排序是指按一定规则对数据进行整理、排列。 

 操作：菜单“数据”/“排序”或者工具栏，需要注意的是最多可指定

三个排序关键字。 

 2. 数据筛选 

 筛选条件的复杂程度可以分为“自动筛选”和“高级筛选”两种筛选

数据方式。 

 高级筛选不显示字段的下拉列表，而是在数据清单上单独的条件区域

中输入筛选条件，系统根据条件区域中的条件进行筛选。 



二、PPT实际操作 

（二）母版创建 

母板可预设出每张幻灯片的文字格式和背景样式，获取统一的效果。母板有幻

灯片母板、讲义母板和备注母板三种。每种母板又分为标题母板和普通母板。 

1. 幻灯片母板：是母板中最常用的，母板的所有设置都会应用到该幻灯片文件

的每一张幻灯片中。 

视图菜单→母板→幻灯片母板→进入幻灯片母板编辑界面，同时显出幻灯片母

板工具栏。诸如插入图片、填充背景、输入文字、修改项目符号等操作。母板中

输入的文字，在普通幻灯片上是不能修改的，只能用绘图工具在拟删除的文字上

画一方框，再填充背景颜色予以覆盖。若文字背景是图片，就只能用“画图板”

或“Photoshop”软件，将母板上的图片抠下与文字相同的一块，覆盖在不要的

文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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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题母板：专门为设置标题的母板。或者称为幻灯片封面。有标题、副标题

，同样可作背景、插图等。  

3. 讲义母板：即将1、2、3、4、6、9等多张幻灯片，显示在一个版面上，便于

打印。 

4. 备注母板：母板下部设备注文本区，分五级项目，供填入备注，还有页眉、

页脚区，日期区，数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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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文稿的显示视图 

15 

        PowerPoint中有六种视图：

普通视图、幻灯片浏览视图、

阅读视图、备注页视图、幻灯

片放映视图和母版视图。 

“视图”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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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视图：“普通”视图是创建演示文稿的默认视图，该视图下，

“幻灯片”窗格面积较大，但显示的三个窗格大小是可以调节的。 

 “幻灯片浏览”视图：该视图下，幻灯片以缩略图方式显示。可

以直观地观察演示文稿的整体外观，便于进行多张幻灯片顺序的

编排、复制、移动、插入和删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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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备注页”视图：“备注页”视图下，会显示一张幻灯片及其下

方的备注页，用户可以输入或编辑备注页的内容。 

 “阅读”视图：在“阅读”视图下，只保留幻灯片窗格、标题栏

和状态栏，其他编辑功能被屏蔽，目的是幻灯片制作完成后的简

单放映浏览。 

 “幻灯片放映”视图：只有在“幻灯片放映”视图下，才能全屏

放映演示文稿，具有最好的放映效果。不能对幻灯片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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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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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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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规律  

①本章知识考查形式是材料分析题，一般分为两问，问题集中于重

要概念和重要句子的理解；概括中心意思，分析作者观点；引申自

己的理解等 

②在历年考试中，所选材料一般为名家作品或者与教育工作有关的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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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解重要概念 

（一）重要概念 

所谓“重要概念”，指的是那些与文段的整体内容或要传达的主要

信息密切相关的概念。对于这些重要概念的理解是掌握整个文段内

容的基础。 

文中的重要概念包括： 

1. 与写作对象或文段主旨密切相关的概念； 

2. 在文中被临时赋予特殊含义或深层意义的概念； 

3. 反映具体语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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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巧点拨 

在阅读理解题目中，重要概念的考查方式灵活多样，相对应的解题
思路也有所区别。具体来讲： 

1. 直接提炼要点 

有些题目以解释概念的形式出现即以诠释的形式出现。在文段中一
般概念的基本含义交代的非常清楚，通过详细阅读材料即可找到答
案。因此需要仔细阅读材料，提炼相关要点。 

2. 联系文段背景 

有些词语或概念的含义在文中非常明显可以在上下文中找到具体的
文字表达；而有的词语或概念则相对隐晦，没有具体的文字与之相
对应，需要考生结合文段背景，调动自己的知识经验进行分析归纳，
找出概念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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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合上下文语境 

在词句理解型题目中，考查词语的含义常常是对其本身的含义进行
引申，或是临时被赋予更为深刻的含义。这时必须将词语放至整个
文段中，联系上下文语境，推敲词语的含义或指代内容。 

4. 分析指代意图 

有些词句理解型题目，以解释代词的内容为形式来进行考查。如"

这"、"它"等代词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必须通读材料，
分析作者意图，理解代词的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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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先生有一个提法：“照着讲”和“接着讲”。冯先生说，哲学

史家是“照着讲”，例如康德是怎样讲的，朱熹是怎样讲的，你就照着讲，把

康德、朱熹介绍给大家。但是哲学家不同。哲学家不能仅限于“照着讲”，它

要反映新的时代精神，要有所创新，冯先生叫做“接着讲”。例如，康德讲到

哪里，后面的人要接下去讲；朱熹讲到哪里，后面的人要接下去讲。 

      人文学科的新的创造必须尊重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经典创造和学术积累，

必须从经典思想家“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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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讲”，从最近的继承关系来说，就是要站在21世纪文化发展的高度，吸

取20世纪中国学术积累的成果，吸收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熊十力等

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美学来说，尤其要从朱光潜接着讲。之所以特别强调

朱先生主要是因为他更加重视基础性的理论工作，重视美学与人生的联系。朱先生

突出了对“意象”的研究。这些对把握未来中国美学的宏观方向都很有意义。宗白

华先生同样重视“意象”的研究，重视心灵的创造作用。他从文化比较的高度阐释

中国传说美学的精髓，帮助我们捕捉到中国美学思想的核心和亮点。他的许多深刻

的思想可以源源不断地启发今后的美学史、美学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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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研究的目的不能仅仅限于搜集和考证资料，而是要从中提炼出具

有强大包容性的核心概念、命题，思考最基本、最前沿的理论问题。从朱光潜

“接着讲”也不是专注于研究朱光潜本人的思想，而是沿着他们开创的学术道

路，在新的时代条件、时代课题面前做出新的探索。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学

术焦点，这形成了每一个时代在学术研究当中的烙印。“接着讲”的目的是要

回应我们时代的要求，反映新的时代精神。这必然推动我们对前辈学者的超越。                                    

摘编自《意象照亮人生》  

 问题：请简述文中“照着讲”的意思。（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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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第一个问题属于内容理解题，首先定位原文，文中第一段提

到“照着讲”，后面的段落都是在“接着讲”，所以答案要从第一段

及后面内涵的提到照着讲的内容去提炼和概括。 

【答题要点】（1）文中“照着讲”是意思是哲学史家在讲述知识时候，

要尊重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经典创造和学术积累，将其原本的知识内

容讲述介绍出来即可。 

 



孙 犁 论 
                 贾平凹 

    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划，令人舒服，也能想见到

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病疾的自在。好文章好在不觉得它是文章，所以在孙

犁那里难寻着技巧，也无法看到才华横溢处。孙犁一生有野心，不在官场，也不往

热闹地方去，却没有仙风道气，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 

    数十年的文坛，题材在决定着作品的高低，过去是，现在变个法儿仍是，以

此走红过许多人。孙犁的文章从来是能发表了就好，不在乎什么报刊和报刊的什么

位置，他是什么都能写的，写出来的又都是文学。一生中凡是白纸上写出的黑字都

敢堂而皇之地收在文集里，既不损人也不损其文，国中几个能如此?作品起码能活半

个世纪的作家，才可以谈得上有创造，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

习，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的创造的能量有多大。 



    评论界素有“荷花淀派”之说，其实哪里有派而流?孙犁只是一个孙犁，孙犁

是孤家寡人。他的模仿者纵千万，但模仿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看不到他的风格是他

生命的外化，只看到他的语言，看不到他的语言有他情操的内涵，便把清误认为了

浅，把简误认为了少。因此，模仿他的人要么易成名而不成功，为一株未长大就结

穗的麦子，麦穗只有蝇头大，要么望洋生叹，半途改弦。天下的好文章不是谁要怎

么就可以怎么的，除了有天才，有夙命，还得有深厚的修养，佛是修出来的，不是

练出来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初学者都喜欢拥集孙门，学到一定水平了，就背弃

其师，甚至生轻看之心，待最后有了一定的成就，又不得不再来尊他。孙犁是最易

让模仿者上当的作家，孙犁也是易被社会误解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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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不是个写史诗的人，但他的作品直逼心灵。到了晚年，他的文章越发

老辣得没有几个人能够匹敌。举一个例子，舞台上有人演诸葛，演得惟妙惟肖，

可以称得“活诸葛”，但“活诸葛”毕竟不是真正的诸葛。明白了要做“活诸葛”

和诸葛本身就是诸葛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孙犁的道行和价值所在。 

    问题： 

    （1）文章最后一段中“活诸葛”的含义是什么？请简要概括。（4分） 

    （2）本文对孙犁的作品有怎样的评价？（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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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文章最后一段的“活诸葛”中的诸葛指的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军事家、政
治家诸葛亮，“活诸葛”指的是舞台上那些演诸葛演得惟妙惟肖的人，文章中借
“活诸葛”和诸葛本人，讽刺那些学孙犁的模仿者，从而肯定了孙犁的价值和地
位。 
（2）①读孙犁的作品，如同读《石门帖》的书帖，读来舒服、自在，是难寻技巧
的好文章。 
②写作题材广泛，属于真正的文学，能够不损人不损文，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始
终被人学习。 
③孙犁能单凭自己的作品称得上“荷花淀派”，而模仿者只看到他作品的风格语
言，却看不到他生命的外化、情操的内涵。 
④孙犁的作品直逼心灵，老辣无敌，不仅体现着孙犁自身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
体现着孙犁的道行、价值、成就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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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解重要句子 

（一）重要句子 

所谓“重要句子”，指的是那些对文意表达起重要作用的关键性语句。文中的重
要句子包括： 

1. 能点明主旨或能显示脉络层次的关键性语句； 

2. 在文中起重要作用的中心句、总结句、过渡句或对文脉的推进与转接有关键作
用的语句； 

3. 内涵较为丰富而且具有提示性或引导性的语句； 

4. 比较含蓄的、有深层含义的语句。 

理解文中重要句子含意的实质：一是将使用修辞手法形象化了的语句转化为概括
性的直白语言；二是将抽象含蓄的句子转化为具体化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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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答流程 

（1）巧用信息、整体把握 

（2）确定区域、圈点句画 

（3）尊重原文、摘取信息 

（4）先拟草稿、再写全写顺 

2. 答题技巧 

准确快速作答阅读理解题可以采用语境分析法、修辞提示法、层次划分法。 

（1）语境分析法 

①联系上下文 

与理解词语一样，理解句子的关键也是联系具体的语境，而非孤立地看某一
个句子。在题目中，所考查的句子含意常常是对其本身的含义进行引申，或是
临时被赋予更为深刻的含意，这时必须将句子放至整个文段中，联系上下文的
内容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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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联想文段背景 

每一个文段都有自己的写作背景，因此在解答阅读理解型题目时，可结合相
关背景知识来判断句子的含义，也就是所谓的"由事及义"的联想。"事"是与词
句理解相关的种种事实，了解这些事实有助于理解重要词句的"义"。 

③把握标点提示 

在题目中，有些标点本身具有一定的提示作用，能够指引我们在文段中找到
句子的准确含义。冒号、破折号在句中一般起注释作用，其后的内容则起到解
释说明的作用。因此，若在所考查的词句后面出现了冒号、破折号等标点符号
，要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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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辞提示法 

在题目中，有些句子会运用修辞手法，这时在理解词句含意时结合修辞手法

的特点来分析，对解题助益良多。常用的修辞方法有“喻象反双借与对”，即

比喻、象征、反语、双关、借代和对比。 

（3）层次划分法 

层次划分法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句子结构入手分析要抓句子主干即主

谓宾。二是从句子与句子之间逻辑关系入手分析。句子之间的关系一般为并列

关系、承接关系、递进关系、转折关系、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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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上半年小学】 

有人说，沉默是金。有人说，慷慨是金。有人说，智慧是金……也许都不错，
但是我认为主动才是真正的金，是属于自己的金，是别人无法抢夺的金。 

人生不能够被动，生活需要主动。只有主动，才能不断获得上进的机遇；只
有主动才能超越别人；只有主动，才能牢牢的握住胜券。 

主动，就是从时间上向前一步。如需要8点钟到达会场，你不妨7∶50赶到只
有这样就不用怕搭不上疾驶的时代列车。 

主动，就是从范围上扩大一些。如需要你了解一下西服时，不妨你顺便了解
一下衬衫、领带以及鞋子、袜子。这样视野会更宽阔一些，回旋的余地会更
大一些。 

我认为具体来说，主动是从动作和态度上力求积极一点，敏锐一点儿。当别
人尚未意识到时，你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了；当别人刚刚起步时，你已经在途
中了；当别人正想找你时，你已经敲门进去了…… 

文章为什么说“主动是金”？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理解。（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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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 文章从生活角度切入，从时间、范围和程度上阐述了主动的重要意义，并

总述主动就是在生活态度和动作上积极、敏锐点。 

2“主动是金”告诉我们，在21世纪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机遇稍然即逝。

要想抓住机会获得成功，就要主动出击。主动是一种超前的意识、是一种进

取精神，是一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意识。只有主动追求，才能获得生存的本领，

不断前进，才会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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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 文章从生活角度切入，从时间、范围和程度上阐述了主动的重要意义，并

总述主动就是在生活态度和动作上积极、敏锐点。 

2“主动是金”告诉我们，在21世纪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机遇稍然即逝。

要想抓住机会获得成功，就要主动出击。主动是一种超前的意识、是一种进

取精神，是一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意识。只有主动追求，才能获得生存的本领，

不断前进，才会获得成功。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三、理解作者文中观点 

（一）作者的观点态度 

所谓“观点”，就是作者对事物所持的看法；所谓态度，就是指作者在文中

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和感情倾向，包括肯定与否定、爱与憎、褒与贬，以及某

种程度的保留等等。 

作者的观点态度，在不同类型的文章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一般说来，论说

性的文字是明朗的、直抒的，而文学作品则比较含蓄。论说性的文章中，中

心论点、分论点以及特定论述，就是作者在文中的主要观点。叙述性的文学

作品，一般以写人、叙事、写景见长，观点态度等不直接说出，但是可以通

过分析概括性语句、作者评述、引用材料等捕捉到。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二）分析概括作者观点态度的途径 

1. 从概括性强的句子入手 

有的文章的观点是直接表述的，抓住了概括性强而又表达某种看法的句子，

就抓住了作者的观点态度。 

2. 从文中运用的材料入手 

文中运用的材料，不论是事实还是文献资料，总是要表达一定的观点的。因

此，从分析材料入手，是分析概括作者观点态度的重要途径。 

3. 从作者的评述入手 

有时候，作者把自己的观点态度隐含在具体的评述之中而不直接说出。这就

要求从分析具体的评述人手，提出精要，作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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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上半年中学】 

读书是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

尽管它不见得是严密紧凑，但总是个有脉络可寻的总体，我们可赖它向某

种体系开展，比起看书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说是利多害少。为什么呢?因为

后者的思想是从各种形形色色的精神而得来，属于别人的体系，别人的色

彩。它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把自己的知识、个性、见解等融合成一个总

体。他的脑子里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然杂陈，显得混乱不堪，这

种思想的过度拥挤状态，攫夺了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也使人失去主见，

并且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学者身上

都可发现。所以，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当的批判力等方面来说，这类人远

不如那些所学无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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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得，他们有如阅读了许

多山水、游记之类的书籍，对于某地或某国的有关知识虽可粗枝大叶地说出

来，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地联络?人文、物产、习俗又是如何等等，则说不

上来。反之，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就像土生土长的父老，一打开话匣子便

能把本地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

如数家珍般地道出来。 

（摘编自叔本华《读书与思考》） 

问题： 

（1）简要概括作者在文段中提出的观点（4分） 

（2）结合作者对阅读与思考关系的阐述，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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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1）人要善于思考，才能有所创新，并具有自己的思想体系。 

【答题思路】此题目属于典型的“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考生

需注意以下几点：1．根据文体特点。选文属于典型的论说文。所以作者的观

点一般会在文段开头，作者开始以“读书是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

自己的头脑”这句话引入自己接下来要论证的“思考”的重要性，很显然。

作者一开始就否定了“读书”，因为那是“别人的思想”，自己的精髓被

“取代”了。之后作者通过对比“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和“看书吸收他人

的思想”，说明前者利多害少。肯定“思考的重要性”。紧接着，作者又比

较“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和“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两种人，对“以思考

终其一生的人”给予高度评价。所以，综合选文，作者论证的核心就是“思

考的重要性”。2．抓要点句（抓文眼）。根据上面分析，文眼就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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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遣词造句（感情色彩）中体会，文段的第一句话就是明显否定了读书，

肯定了接下来的思考，而且选文在反复强调思考的重要性。4．借助于材料的

背景知识，把握作者在文中的观点和态度。叔本华是一个思考的强调着，所

以选文也是一如既往的坚持了“思考”的重要性。5．忌讳主观臆断。做题时

应该紧紧围绕作者的观点，考生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但是坚决不能随便定

义文章的观点，衍生出自己的“所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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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结合作者对阅读与思考关系的阐述，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看法？

（10分） 

【答题思路】此题属于典型的“观念探究型”，需要对作者的观念进行探究，

答题时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角度进行探究。“是什

么”即作者是如何阐述“阅读与思考的关系的，观点是什么”，你又是如何

认为的。很显然，作者肯定“思考”，我们也肯定；“为什么”即讨论“作

者为什么肯定思考”，或者你坚持什么观点又是为什么；“怎么办”就是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思考”或者才能架起“读书与思考”的桥梁。之

后，再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阐述自己的观点即可。要注意，做此题时，不能

像第一题一样，考生可以有自己的思考。可以部分同意作者观点，也可以完

全同意。本答案即部分同意作者的观点，同意其对“思考重要性”的论述。

同时对“如何读书”做个简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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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读书，是一种成长，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真正有所进步。思考，

是一种创新，我们要不断思考，才能更好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人，若能将

“活读书”与“勤思考”相结合，必能达到人生的金字塔。 

我们可以热爱读书，因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伏尔泰也说过“读书

使人心明眼亮”。可以说，读书是通往天堂的阶梯。但是我们不能死读书，

读死书。书籍的世界千姿百态，我们要取舍有度，即鲁迅先生所说的“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将别人的思想吸收为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一味地咀嚼，

要真正消化到灵魂深处。我么要将那看起来纷然杂陈、混乱不堪的各种思想

观点进行整合吸收，而不至于因为这种思想的过度拥挤状态，攫夺了自己的

正确观察力，也失去了自己的主见，这样真的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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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能否定思考的力量，正如作者所言，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尽

管它不见得是严密紧凑，但总是个有脉络可寻的总体，我们可赖它向某种体

系开展，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把已把自己的知识、个性、见解等融

合成一个总体。思考，可以为我们的打开原生态创新的大门，思考，可以使

我们向没有开拓的文化领地、向新的巨人迈进一步，更可以使得我们成为独

立的个体。 

善于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活书。善于思考，不断创新，那么，每个人

的世界都会更加豁亮。乘着天使的两只翅膀，我们一定能翱翔高空，开辟自

己的新天地。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写 作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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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题规律  

①一般为命题作文或者材料作文，近年来材料作文居多，材料

多数比较简短； 

②一般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字数方面小学要求不少于800字，

中学要求不少于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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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要求 

①掌握文体知识，能根据需要按照选定的文体写作。 

②能够根据文章中心组织、剪裁材料。 

③具有布局谋篇，安排文章结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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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论文 

议论文是对某个问题或某件事进行分析、评论，表明自己的观
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的内容具有
理论性，结构具有逻辑性，语言具有概括性。 

议论文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 

论证方法有：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引用论证、比喻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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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写作技巧指导 

（一）立意 

1. 立意的基本要求 

（1）立意要贴切。（2）立意要健康。（3）立意要集中。（4）
立意要新颖。 

2. 立意的方法 

（1）关键词分析法 

阅读材料及题干，画出题目中的关键词，再寻找关键词之间的
逻辑关系，并对关键词的内涵进行阐释，找出其引申义、比喻
义，列出符合题目要求的几个立意。最终根据命题意图，运用
教育学理念从中选择最恰当的立意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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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材料，根据材料写一篇论说文。 

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一味地攀比，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长处；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总是模
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
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没有不被评
说的事，没有不被猜测的人。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不要盲
目去追求一些东西。做最真实、最朴实的自己，依心而行，无
憾今生。【2015年上半年（中学）】 

要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自定立意，自拟题目，不少于
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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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分析——材料反复强调“没必要一味地攀比”、“没必要

总是模仿”、“你认为”、“做最真实、最朴实的自己，依心
而行，无憾今生”，所以关键词就是“个性”、“自我价值”。
中心观点就是“坚持个性”、“坚持本色”“释放自我”、
“顺应自我，实现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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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果推理法 

因果分析法一般适用于案例型、故事型的材料。教育写作中会
出现哲理故事、社会案例等材料，阅读给定材料，根据要求写
作。针对此类题目的作答，可以采用因果分析法寻找立意。具
体方法是：先确定结论（即故事的结果），再分析导致这个结
果的原因，最终明确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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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戴维是英国皇家学院的爵士，在科学上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有
人要戴维列举自己对科学的贡献时，戴维说：“最大的贡献是
发现法拉第。”法拉第原是一名书籍装订工，没有上过大学，
戴维发现了他的才能，让他做了自己的助手。法拉第后来成为
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2012年下半年（小学）】 

请根据上述材料给你的启示，联系实际，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 

（2）不要脱离材料内容或含义； 

（3）题目自拟，立意自定；观点明确，分析具体，条理清晰，
语言流畅； 

（4）不少于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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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分析——案例的结果是“法拉第后来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

化学家”，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戴维发现了他的才能，让

他做了自己的助手”。所以写作立意应该在“发现”。结合教

育理念，可以确定立意为“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发现学生

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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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论文写作模板 

1. 写作模板一“经典结构六字诀” 

全文分为六个层次，纵横结合，层层深入。这六个层次概括为六
个字：点、正、反、深、联、总。 

  “点”——开门见山，点明中心论点（或论题）； 略写；
（简洁，醒目，4行，可用两段开头法） 

  “正——正面举例论述； 较详；（排比列举事例，段的首尾
要勾联论点） 

  “反——反面举例论述； 较略；（举例有三种形式：举实例，
概括举例，假设举例） 

  “深”——对中心和事例进行深入分析、开掘； 最详；（方
法：辨是非，挖原因，引哲理，换论证，提办法，用驳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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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紧密联系现实，展开议论； 较略；（一般联系
青年与改革） 

  “总”——总收全文，呼应中心。 略写；（或重申论点，
或发出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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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写作模板二“五段三分四环节” 

  议论文全文共安排五段，三个分论点，每个分论点共四个环节。
  

“五段”的结构安排依据议论文引论、本论、结论的文体特征。引
论是提出中心论点部分，观点要明确，应该简洁精练，所以用一段
来完成；本论部分是论证中心论点部分，是议论文的主体部分，安
排用三段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议论；结论部分是归结论述的部分，归
结忌讳拖泥带水，所以应干净利落总结得出结论、提出希望等，这
些内容安排一段。 

“三分”，即三个分论点。三个分论点的安排既能在规定时间规定
字数完成写作，又能体现议论文论据充分的基本要求，使得文体特
征展示清晰，同时还能使议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得以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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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节”，即每个分论点都要经过四个环节的内容，完成一个完

整的论证过程。论述中心论点时，首先要提出分论点，这是第一个

环节，它要从某个角度具体阐释观点；在提出一个概括性很强、抽

象性很强的观点后，一定要对这个分论点进行扣题性的解说，这就

是第二个环节：引语；第三个环节是述例，就是使用事实论据阐述

前面提出的分论点；第四个环节是引申挖掘，就是将前面三个环节

归结起来，引申到抽象的规律性，挖掘出事物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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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写作模板三“层层递进三步走” 

 “是什么”——提出问题或指明问题的实质，或申述论述的范围，

或直接提出中心论点等  

“为什么”——如果观点是肯定判断，那么就要从重要性、必要性

角度论述；如果观点是否定判断，就谈不能这么做的原因，或继续

这么做的危害性 

“怎么样”——谈怎么做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三）写作规范 

1. 开头 

（1）直入主题式。即在文中开篇点题，或点明题目，或点及中心，

是作文开头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2）设置悬念式。巧妙地埋下伏笔，设下悬念。 

（3）描写抒情式。用几句恰当的议论抒情文章的开头，好处是因

情深意浓、感情真挚能使读者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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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规范 

3. 结尾 

记叙文的结尾，应该简洁明了，有感染力，讲究语结而意不结，给

读者留有回味和思考的余地。可操作性较强的记叙文结尾方法有画

龙点睛法、首尾呼应法、抒情议论法等。 



写作评分标准 

一等(50—41) 二等(40—31) 三等(30—21) 四等(20—0) 

切合题意 符合题意 基本符合题意 偏离题意 

中心突出 中心明确 中心基本明确 中心不明或立意不当 

内容充实 内容较充实 内容单薄 没什么内容 

感情真切 感情真实 感情基本真实 感情虚假 

结构严谨 结构完整 结构基本完整 结构混乱 

语言流畅 语言通顺 语言基本通顺 语病多 

字体工整 字迹清楚 字迹潦草 字迹难辨 

三、得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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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性扣分项目】 

    写作与文章相关的硬伤主要集中在内容残缺和语言表达基本功

上，主要几大硬性扣分项目有： 

    标题不写，扣5分。 

    文章结尾不写，字数多于600字，扣10分；少于600字，残文11

分以下。 

    语句错误2个扣1分，5个扣3分，多于5个，字词错误降等，降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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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全部内容 

学习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