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事项：

1.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满分为 150分。

2.请按规定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在试卷上作答无效，不予评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9小题，每小题 2分，共 58分）在每小题列出的

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

案字母按照要求涂黑。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何老师经常要求班里的学困生在课间操时去他办公室补课。何老师的做法

（ ）。

A.恰当，有利于营造学习氛围

B.不恰当，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C.恰当，有利于提高学习成绩

D.不恰当，不利于学生均衡发展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素质教育观，素质教育强调全面发展。何老师为学生补课，

占用了课间操的时间，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故正确答案为 B。

2.有教育家提出，学习应“以儿童自己的冲动为起点，以达到最高水平为目的”。

这是因为学生发展具有（ ）。

A.顺序性

B.不平衡性

C.能动性

D.互补性

【答案】C

【解析】杜威主张教学“以儿童自己的冲动为起点，以达到更高水平为目”，其

实就是解决教学的内在动力问题。内在动力表现在能动性上。

3.在某校延续多年的“教研沙龙”活动中，老师们积极参与，讨论教学中的热点、

难点问题，在相互启发中不断寻找新的教研生长点。下列对该案例中教师角色描述

不适当的是（ ）。

A.研究者

B.合作者

C.管理者

D.学习者

【答案】C



【解析】新课程背景下教师角色的转变体现在：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教师

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从教学与课程的关系看，教师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从

教学与研究的关系看，教师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从学校与社区的关系看，教师是

社区型开放的教师。题目中“老师们积极参与，讨论教学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体现

了合作者的角色，“在相互启发中不断寻找新的教研生长点”体现了研究者和学习者

角色。故 C错误。

4.孟老师说：“不能用同样的水准要求学生，也不能揠苗助长，我一直都坚定

不移地相信学迟开的花朵'，早晚都会开放。”下列选项中与孟老师的说法不一致的

是（）。

A.注重学生发展的整体性

B.关注到学生具有差异性

C.注重学生发展的顺序性

D.关注到学生具有发展性

【答案】A

【解析】“不能用同样的水准要求学生”体现了关注学生的差异性，不能揠苗助

长体现了关注学生发展的顺序性，我一直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学困生是“迟开的花朵，

早晚都会开放”体现了关注学生的发展性。题干并没有体现注重学生的整体性，故选

A。

5.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组成人员不包括（）。

A.总理、副总理

B.各部部长

C.国务院秘书长

D.国务委员

【答案】B

【解析】根据《宪法》第八十八条 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副总理、国务

委员协助总理工作。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

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故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由总理、

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不包括各部部长，故正确答案为 B。

6.卫生部门建议向学校收取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责令其退返

所收的费用的机构是（）。

A.当地工商部门

B.当地教育部门



C.当地公安部门

D.当地人民政府

【答案】D

【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四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收取费用的，由政府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故正确答案为 D。

7.家长王某对教师李某批评其儿子心怀不满，认为李某对其儿子有偏见。一天，

王某在路上截住下班回家的李某，对其进行殴打，造成李某肋骨多处骨折。对此伤

害事件，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可以依法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B.可以依法追究王某的民事责任

C.公安机关应依法给予王某行政处罚

D.李某所在学校应基于王某行政处罚

【答案】D

【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五条侮辱、殴打教师的，根据

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造成损害的，责令赔偿损失；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故 AC正确。

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因实施了民事违法行为，根据民法所

承担的对其不利的民事法律后果或者基于法律特别规定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民法通则》中侵权的民事责任有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

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故王某殴打教师李某，

可以依法追究王某的民事责任，B正确。

学校不是国家机关，不具有行政处罚权。故 D 不正确。题干选择不正确的选

项，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D。

8.初中生张某闯进某小学，将课间正在操场玩耍的小学生刘某打伤。对刘某所

受的人身伤害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是（）。

A.刘某所在学校

B.张某的监护人

C.刘某所在学校和张某所在学校

D.刘某所在学校和张某的监护人

【答案】D



【解析】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第九条，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

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

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

施的。初中生张某闯入某小学将学生打伤，说明安保有疏漏，学校需要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同时初中生属于未成年人，则其监护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故正确答案为

D。

9.教师钱某认为学校侵犯了其工资报酬权，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

育行政部接到申诉作出处理的时限是（）。

A.15日内

B.30日内

C.45 日内

D.60日内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育行政部门应在接到申

诉之日起三十日内做出处理。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九条教师

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

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

日内，作出处理。

10.某小学试行"绿色惩戒"，如学生在课堂打闹，要求教师采取的措施不是责

罚，而是让学生背诵五则励志名言，或是收集一篇有关自律的文章并写出心得体会，

该校的举措（）。

A.提现了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B.弱化了对学生违纪行为的自主管理

C.不利于开展教学改革和实验

D.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纪律观念

【答案】A
【解析】绿色惩戒体现了学生教育的有效性和德育价值，是尊重、爱护、关心

学生的正确行为。

11.小学生胡某因有严重不良行为，被转至专门学校接受教育，下列关于胡某

学籍的说法正确的是（）。

A.学校可依法取消胡某的学籍



B.胡某的学籍仍保留在原学校

C.胡某可自主选择学籍的去向

D.胡某的学籍应转至专门学校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

十七条专门学校应当对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人分级分类进行教育和矫治，有针对

性地开展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职业教育；对

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专门学校的未成年

学生的学籍保留在原学校，符合毕业条件的，原学校应当颁发毕业证书。故正确答

案为 B。

1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下列属于司法保护的是（）。

A.人民法院开庭时，未成年被害人一般不出庭作证

B.公安机关依法维护校园周边治安交通秩序

C.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招用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

D.监护人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答案】A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章司法保护第一百一十条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般不出庭作证；必须出

庭的，应当采取保护其隐私的技术手段和心理干预等保护措施。故正确答案为 A。

B为政府保护，C为社会保护，D为家庭保护。

13.李老师在班里开展"大家一起找优点"活动，要求学生设立“优点记录本”，既

记录自己的优点。也记录同学的优点。并在每周“优点交流会”上交流，李老面的做

法（）。

A.不恰当，将导致学生的盲目自信

B.不恰当，将导致学生报喜不报忧

C.恰当，能激励学生不断进步

D.恰当，能减少班主任工作量

【答案】C

【解析】教师的做法能让同学们找到自己和其他同学的优点，有利于激励学生

进步。

14.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上，一（2）班有 3位同学迟到：一个是因为赖床起晚了，



一个是因为路上摔了一跤回家换衣服了。还有一个是因堵车耽搁了。班主任认为这

些都属于可以避免的情况，便采取了同样的惩戒措施，这表明班主任缺乏（）。

A.教育公正的自觉性

B.教育公正的灵活性

C.教育公正的整合性

D.教育公正的形式性

【答案】B

【解析】班主任对于不同情况导致的迟到，采取不同的惩戒措施，没有灵活处

理，是缺乏教育公正的灵活性的表现。

15.有家长反映陈老师最近上课总是敷衍了事，经调查了解，陈老师开了一家

网店，以致精力不济，备课不充分。对此，陈老师正确的做法是（）。

A.联系家长，搞好家校关系

B.继续经营，加大工作投入

C.化解冲突，委托同事代课

D.关团网店，认真备课施教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师职业道德，教师应爱岗敬业。题于中陈老师违背了

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要求，正确做法应该是关闭网店，认真备课。故正确答案为 D。

16.疫情期间，某小学胡老师说：“教育管理部门不应该要求“停课不停学'，我

们实施起来太困难，”并且不予配合，这表明胡老师在教师职业道德方面没有做到（）。

A.“庄严自持，内外若一”

B.“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

C.“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D.“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

【答案】C

【解析】“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老师，既要完

善自己的道德，又要谨慎自己的言行，作为老师，要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

于律己，以身作则。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题干中胡老师没有做到这一

点。

17.地球千姿百态的地貌都是地质作用的结果，地质作用按其能量来源，可分

为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下列地貌中，属于内力作用导致的是（）。

A.冰川



B.溶洞

C.断层

D.沙漠

【答案】C

【解析】断层是内力作用由板块漂移张裂和挤压断裂所造成，此外还有可能由

地震塌陷等造成。外力作用能量来源于地球外部的太阳辐射能和重力能，主要作用

要素有温度、流水、风、海浪、冰川等。溶洞是流水溶蚀作用形成的，冰川是由大

量积雪转变而成的，沙漠是由于风力堆积形成的。故选 C。

18.空空导弹就是从飞行器上发射攻击空中目标的导弹，“响尾蛇”导弹是全世

界第一款实用化的空空导弹，也是第一款有击落目标记录的空空导弹。该导弹的制

导方式是（）。

A.红外制导

B.雷达制导

C.天文制导

D.激光制导

【答案】A

【解析】“响尾蛇”空空导弹的制导方式是红外线导引。

19.20世纪 70年代，科学家在非洲发现一具约三百万年前的年轻女性遗骨化石，

取名“露西”对她的遗骨研究后发现她能直立行走，将其归类为南方古猿。该遗骨化

石的发现地是（）。

A津巴布韦

B坦桑尼亚

C阿尔及利亚

D埃塞俄比亚

【答案】D

【解析】露西 (南方古猿)，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一具阿法南方古猿的

化石。露西生活的年代是 320万年之前，被认为是第一个直立行走的人类，是目前

所知人类的最早祖先。

20.君主立完制是指国家元首由世袭的君主担任，君主的权利受到宪法和议会

制约的君主制政体。下列选项中，不是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国家是（）。

A.日本

B.丹麦



C.奥地利

D.西班牙

【答案】C

【解析】已知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有:英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

卢森堡、西班牙、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登、日本、柬埔寨、泰国、尼泊尔、

不丹等。

21.商朝最初定都于毫，此后频繁迁都，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迁都到殷，自此

逐渐强盛起来，农业发达，政局稳定，诸侯来朝。下列选项中，迁都至殷的商王是

（）。

A.盘庚

B.南庚

C.太庚

D.祖庚

【答案】A

【解析】商朝自灭丁后，争夺王位，商朝始终很乱，当时自然灾害又频繁发生，

国家越来越弱。随即盘庚便决定从奄 (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 (今河南安阳西北)，在

保持社会安定的同时，继续执行商汤之政,加强王权，为商朝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22.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着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下列女性形象中，出

自冯梦龙《警世通言》的是（）。

A.湘篮子

B.糜夫人

C.扈三娘

D.杜十娘

【答案】D

【解析】《警世通言》是明末冯梦龙纂辑白话短篇小说集。该书完成于明天启

四年（1624年）。其题材或来自民间传说，或来自民间宗教宝卷和小说。故事描述

的时代包括宋、元、明三代。

该作品集中许多作品取材于下层人民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其

中描写爱情的作品占有很大比例，歌颂了青年男女对幸福爱情的追求和对真诚爱情

的专一、忠诚，以及他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斗争。另外，也有一些作品表现了下层

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警世通言》内容丰富，有反映市民生活的《崔

待诏生死冤家》，反映妇女生活的《小夫人金钱赠年少》《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杜十



娘怒沉百宝箱》及反映爱情生活的《乐小舍拼生觅偶》等作品。

23.五角大楼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方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因其特殊的职能，

有时“五角大楼”一词不仅仅代表这座建筑本身，也常用来代指某个特定机构，该机

构的名称是（）。

A.美国总统府

B.美国国防部

C.中央情报局

D.联邦调查局

【答案】B

【解析】五角大楼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西南部波多马克河畔的阿灵顿区，

是美国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美国国防部的总部所在地。

24.门神是中国民间传说的司门之神，旧俗贴其像于大门以驱鬼祛凶。图中所

示的两位门神是（）。

A.神茶 郁垒

B.张飞 关羽

C.尉迟恭 秦琼

D.包拯 文天祥

【答案】C

【解析】图中所示门神为唐将尉迟恭和秦琼，他们二人被称为天下第一门神。

25.导出分数是在原始分数的基础上，按一定的规则推导出来的。最常用的是

百分等级和标准分数。如果某学生在一次全区数学统考中卷面分数为 70分。而全区

有 60%的学生卷面成绩低于 70分，则该生在此次考试的百分等级为（）。

A.60

B.65

C.70

D.75

【答案】A

26.在 word文档中，如果出现了多处相同的错误，下列操作中，可一次性修改

这些错误的是（）。



A.逐字查找更正错误

B.使用“撤销”命令与“恢复”命令

C.使用“定位”命令

D.使用“编辑”菜单的“替换”命令

【答案】D

【解析】使用“编辑”菜单的“替换”命令能一次修改所有的错误。

27.在 PowerPoint 中，演示文稿的根本组成单元是（）。

A.文本

B.图形

C.幻灯片

D.工作表

【答案】C

【解析】幻灯片是演示文稿的根本构成单位,每张幻灯片包括文字、图案、声

音、视频、图表、动画效果等。

28.下列选项中，与“青年-记者”的逻辑关系相同的是（）。

A.“护士”和“医生”

B."学生”和“团员”

C.“警察”和“狱警”

D.“作家”和“文人"

【答案】B

【解析】题干中青年和记者属于相互交叉的关系，选项中只有 B选项符合，

所以选 B。

29.找规律填数字是一项很有趣的游戏，特别锻炼观察和思考能力。下列选项

中，填入数列 2、3、9、30、（）、8193空缺处的数字，正确的是（）。

A.263

B.273

C.283

D.293

【答案】C

【解析】9 是前面的 2 乘以 3 再加上 3；30 是前面的 3 乘以 9 再加 3;所以本题

的规律就是前后两个数相乘再加 3，也就是 9 乘以 30 再加 3 等于 273，所以答案

选 C。



二、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3小题，每小题 14分，共 42分）

30.美术课上，李老师**学生画月季花。他在教室里巡视时发现晓宇把月季花

涂成了咖啡色

“老师，我的花漂亮吗？”**问道。

你见过这种颜色的月季花吗？还漂亮......，来，来，你看看别的同学是怎么涂

的。你看，人家都涂的是白色，黄色。粉红色，大红色。多漂亮，多好啊！现在知

道该怎么涂了吗？”边说着，李老师边随手指了相旁边几位学生。晓宇愕愕地看着老

师，难过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晓宇捧着一束用***作的咖啡色月季花来到教室。同学们叽叽喳喳议

论着

“哇，真有咖啡色的月季！”“好漂亮呀！”

美术科代表去办公室取作业本时，兴高采烈地跟李老师说：

“老师，晓宇还真的带来一束咖啡色的月季花。”**师打算去教室一探究竟，一

进教室，李老师就看到几个同学正围在晓宇的座位旁议论着那束“特别”的月季花。

李老师缓缓地走过**道：这花是假的！”

“老师，那假的就不能画吗？晓宇问道。

李老师："自然不是，

“那为什么就不可以画我家里的咖啡色月季花呢？”晓宇反问道。

此时，李老师生气地说“***就不开窍呢？看来你还真是没有画画的天赋”，转

身离开了教室

请结合材料，从教育观的角度，评价李老师的教育**（14分）

【参考答案】

材料中李老师的行为是不恰当的违背了素质教育观的要求。

（1）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教育。材料中，面对晓宇

发散性的思维老师未询问理由，也没有给学生充分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

（2）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发展的教育。材料中对于晓宇提出的咖啡

色的月季花，李老师并未尊重晓宇加以引导和启发。

（3）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材料中，面对晓宇画出咖啡色的月季花

这一现象老师未因材施教。

综上所述，作为教师要充分践行教育观的要求。

31.材料：我班上有两个个头相近，名字读音相似的女生。一个叫梁钰，爱好



跳舞，但学习基础不太好；一个叫**，擅长书法，除数学外，其他功课都很优秀。

梁钰一直把自己成绩不好归结为记忆力差。但经我的现察与分析，一是她学习

方法不对，二是不能持之以恒，对此，我给她提出了建议。一开始，梁钰还按我的

建议去学习，非常有劲头。但坚持不到半学期就松懈了，总说自己***，学习刚有一

点儿起色，又退步了。

对杨瑜，我也和她一起分析了数学学习问题，提出了建议。

自此，她主动找老师和数学成绩好的同学请教，数学学习进步很大，这让杨瑜

非常开心，对学好数学也有了信心。

期中考试后，我在班会上进行小结，我准备这样表杨杨瑜：“杨瑜，老师发现

你是一个能够自我反思，积极进取的孩子，我为你的进步而高兴！但你也要知道学

习如***舟，不进则退，希望你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进步！”

但由于我的口误，把杨瑜说成了梁钰，说完后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我才意识

到自己粗心大意了，想改口又怕伤了梁钰的自尊心。我干脆将错就错，又补充了一

句：“梁钰，学习贵在坚持，你能坚持努力吗？"梁钰羞涩又略带惊喜地说：“嗯嗯嗯，

好好好！”

接着，我又对杨瑜的表现进行***。

这次班会后，梁钰在学习上有了变化，学习成绩也有了提高。

问题：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我”的教育行为。（14分）

【参考答案】材料中“我”的行为是正确的，践行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1） 爱岗敬业。要求教师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志存远，勤恳敬业，为人梯，乐于

奉献。对工作高度负责，认真备课上课，认真辅导学生。不得敷衍塞责。材

料中“我认真观察两位学生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对她们的成长进步

及时肯定，促进学生发展做到了对工作的高度负责。

（2）关爱学生。要求教师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对

学生严慈相济做学生良师益友。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材料中“我”关心学生的发展和成长，认真与学生分析她们存在的问题，及时建议、

督促与鼓励，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为保护学生的自尊心，使用教育机智及时化解

问题，体现了对学生人格的尊重。

（3）教书育人。要求教师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教育。循循善诱，海人不倦因材施

教。培养学生良好品行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材料中，“我“针对

不同学生的情况给出合适的建议与教育措施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为人师表。要求教师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衣着得体语

言规范，举止文明。关心集体，团结协作，尊重同事尊重家长。作风正派廉洁奉公。

材料中，“我”和其他老师、同学一起帮助杨瑜同学解决数学上的问题取得进步体现

了团结协作。

综上所述，材料中老师践行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

32."美学"这个词，最初是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创造的。1750年，他以“美学”

这个词为书名，发表了他的**《美学》第一卷。

美学这个学科从此有了名称。但是，我们不能说，鲍姆加登定了-个名字，就

有了一门学科。命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往这个学科里填内容。

那么，在美学这个学科形**前，还有没有美学？对此，朱光潜在他晚年的着作

《美学拾穗集》里，作出了这样-种区分：“美学”与“美学思想”。他认为，1750年鲍

姆加登的《美学》这本书出版后，“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美学，可称为“美

学思想”，这样一来，我们就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美学，一种是一批美学家研究的，

具有着高度哲学意味的，对美的性质、美感本质、艺术概念的分析等问题进行理论

**的专门学科；另一种是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艺术家关于美和艺术的一

些论述。除了以上两种美学的区分之外，在当前更加需要关注的，是这样的一种区

分。我们常常说，某位作家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某种美学追求；某位画家的作品，

**上独树一帜；某位音乐家的作品，给人以美学上的震撼。

这里对美学的用法，对不对？过去，美学家们常常忽视这些用法。认为这不过

是一些人在乱用词而已，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史学家，艺术家和普通大众都有美学

观念、思想、追求和品味，这是一种生活中的“半美学"，**得到美学研究者的关注，

在生活中，美和对美的感受，是无所不在的。

人在对世界的感知中，受自己的教养，知识和经历的影响，因而有着不同的趣

味，这种趣味决定了人在感知时的选择性，以及对感知对象的内在反应。在这方面，

艺术家与普通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由于自己的教养，知识和经历，形成了他

们在艺术创作中的美感倾向，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艺术风格。

同时，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之中，也有着一些占据着主导性的美

感倾向，这些倾向具有流动性，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一些敏感的艺术家能够先知先

觉，依据这样的感觉，他们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反过来，他们的作品又影响并推

动了一个时代、社会和文化的****。

这种流动着的东西，其实是美学的精髓，是活的美学、是美学的生命力所在，



美学家们应该捕捉这些。

我们常常听说，美学过时了。其实，过时的是我们做美学的方式，而不是美学

本身。美学是一种理论，它要保持理论的品格。但同时，它要“**"，接触实际，美

学的生长基础，是大量“半美学”的实践，思考和论述。这包括对古代“美学思想”的

吸纳。也包括对当代作家和艺术家“美学思想”的吸纳，从这些“美学思想”中来，又

推广到作家艺术家那里去，这样的美学，才是有生命力的美学。

**是一门专门的由专家从事的学问，又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学问，关键在于，

这些专家要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包容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对事物进行美的感

受和评价这一独特的维度，把握大量的“**学"，整理出来，形成理论，以此保持与

现实的对话关系，使美学重获活力，找到发展的源泉。（摘编自高建平（美学是一门

什么样的学词》）

问题：

（1）从**发展史来看，鲍姆加登的《美学》有什么贡献？请根据文章，简要

概括。（4分）

（2）文章提出并强调的“半美学”，有**意义？请简要分析。（10分）

【参考答案】

（1）美学这个学科从此有了名称讨论的范围从诗扩大到对客门艺术的思考。

（2）1.美学的生长基础，是大量”半美学”的实践。思考和论述。这包括对古代”美

学思想的吸纳，也包括对当代作家和艺术家“美学思想”的吸纳。从这些”美学思想”

中来，又推广到作家艺术家那里去这样的美学才是有生命力的美学。2.由于在一些

艺术如先锋艺术中，对创新的追求，却失去了根本走在标新立异的路上；另一艺术，

例如通俗艺术之中，美的维度失去了，变得粗野和恶俗。由此若来，这个时代有若

巨大的对美学的需求这也是美学发展的契机。3.美学是一门专门的由专家从事的学

问，又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学问。关键在于，这些专家要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

包容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对事物进行美的感受和评价这一独特的维度把握大量的“半

美学”整理出来，形成理论，以此保持与现实的对话关系，使美学重获活力，找到发

展的源泉。

三、写作题（本大题共 1小题，每小题 50分，50分）

33.20世纪 50年代，王利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任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责任

编辑。王利器参考自己的《文心雕龙新书》，将《文心雕龙注》订补了将近 500条注

文。范老完全同意，并提出著作应同署他们两人的名字。王利器认为这是份内事，



坚辞不允。综合上述材料所引发的思考和感悟，写一篇论说文。

要求：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写作；角度自选，立意自定，标题自拟；不少于 800字。

【参考立意】

1.淡泊名利

2.利他之心

3.高尚的品德

4.责任、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