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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2020 年普通高考二类模式 
彝语文考试说明 

I.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二、试题类型 

单项选择题、填空题、翻译题、简答题、写作题等。 

三、试卷结构 

1．基础知识及语言文字运用（共 50 分） 

2．阅读（共 40 分） 

3．表达（共 60 分） 

II. 考核目标与要求 

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四川省教育厅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彝语文课程标准(实

验)》以及现行二类模式彝语文教材，确定高考彝语文学科二类模式考试的考核目标与要求。 

彝语文高考要求全面测试考生的彝语文能力。彝语文能力可分为识记、理解、分析综合、

鉴赏评价、表达五种，并表现为五个层级。 

彝语文高考坚持彝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在注重对考生彝语文素养全面测

试的同时，着重考查考生掌握和应用彝语文基础知识的能力和阅读、表达方面的能力。 

一、识记：指识别和记忆。考生应掌握现代彝语常用字的字音，书写常用规范彝文字。

掌握常用词语、尔比，知道重要的作家与作品，了解文化常识。 
ꅺꌡ1 ꐰꏭꅇꉙꈧꌠꇬꁱꂷꁱꑽꌠꐊꋈꌠꆹ 

A.ꀋꃅꀋꑽ   ꀋꎪꀋꑴ   ꀋꋠꀋꅝ   ꀋꈨꀋꂿ    

B.ꑱꈐꑱꑭ   ꑱꋦꇤꄂ   ꑱꃀꑱꌺ   ꑱꊭꇤꄎ 

C.ꊋꇤꏡꇤ   ꊋꑌꏡꑌ   ꊋꐥꌗꐥ   ꊋꃅꊋꋠ 

D.ꃷꇎꃷꇤ   ꃷꐪꃼꇇ   ꃷꁨꊭꌐ   ꃷꋪꏦꃤ 

【ꀱꅇ】 D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ꁱꂷꋊꍬꄉꌠꌧꐨꎖꉚꌠ。 
二、理解：指领会并能做简单的解释，是在识记基础上高一级的能力层级。要求能够领

会并解释词语、句子、段落等的意思。 

ꅺꌡ2 ꐰꏭꁱꂷꌐꄀꄉꂶꌠꄜꇐ“ꌶꄻ”ꌠꄜꋈꌠꆹ 

A.ꋍꑍꒃ．ꌠꒉ，ꄯꒉꇇꁉꊭ。 

B.ꋍꑍꊋꌠꒉ，ꌀꒃ．ꊋꇱ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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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ꄟꇊꀄꃹꑐ，ꒃ．ꇊꇇꁉꋏ。 

D.ꈌꃅꈪꑌꆏ，ꌿꊂꉆꒃ．ꋠ。 

【ꀱꅇ】 A 

【ꉉꀽ】 ꋋꄝꆹꌶꌺꀊꆨꅇꉙꌧꐨꎖꉚꌠ。 

三、分析综合：指分解剖析和整理归纳。考生应能筛选并整合文本信息，提取关键词，

归纳内容要点，分析文章题材特点、语言特点和结构思路。 

ꅺꌡ3  ꐰꏭꌬꇐꈧꌠꉜꀘꄉꅲꅇꀱ。 

①ꊂꋊꊁꒆꌠ：ꉁꆏꏣꑟꉂ，ꐉꆏꋊꃤꐊ，ꇖꊩꄟꑌꇈ。ꃰꊿꈪꑌꇿ，ꈪꑌꌠꈚꇁ；ꎇꃀꋂꑌꇿ，

ꋂꁏꆊꐛꇁ；ꁍꑗꑭꑌꇿ，ꑭꁏꋚꐙꇁ。 

②ꃰꊿꇫꐥꌠ，ꋍꂷꈚꂯꆹ，ꊨ．ꎴ．ꇇꁉꊭ，ꁍꇁꑗꋮꏮ；ꋍꂷꎭꂯꆹ，ꎽꇑꃏꆹꃅ，ꑳꈫꑳꇋꏮ；

ꋍꑷꋦꂯꆹ，ꆎꋯꉠꈌꊐ；ꋍꑷꈚꂯꆹ，ꊨꃀꌕꐂꐛ；ꋍꑷꎭꂯꆹ，ꑷꇤꌔꏢꐛ。 

③ꀿꃀꊫꀋꑌ，ꌺꇖꋥꁘꏿ；ꃆꃀꈜꈪꃹ，ꃆꌺꈛꎭꊐ。ꌅꂮꊫꀋꑌ，ꇓꐚꋥꁘꏿ。 

1.ꉎꏯꌬꇐꈧꌠꉜꀘꄉꈥꊐ。 

ꋍꑷꋦꂯꆹ，ꆎ      ꉠꈌꊐ，ꋍꑷꈚꂯꆹ，      ꌕꐂꐛ；ꋍꑷꎭꂯꆹ，      ꌔꏢꐛ。 

【ꀱꅇ】 ꋯ  ꊨꃀ  ꑷꇤ 

【ꉉꀽ】 ꋋꄝꆹꌶꌺꀊꆨꅇꉙꌧꐨꎖꉚꌠ。 

2.ꁱꇐ②ꐛꊙꌠꇬꁱꂷꇂꃴꌐꄀꄉꈧꌠꄜꇐꉉꎼꇁ。 

【ꀱꅇ】 ꊨꅍꎸꉘ、ꊨꃀꑠꄜ。 

【ꉉꀽ】 ꋋꄝꆹꌶꌺꀊꆨꅇꉙꌧꐨꎖꉚꌠ。 

3.ꁱꇐ②ꐛꊙꌠꅇꇐꉏꑳꏡꁈꑞꑵꌬ？ 

【ꀱꅇ】 ꋓꌡ。 

【ꉉꀽ】 ꋋꄝꆹꌶꌺꅇꇐꉏꑳꏡꁈꌧꐨꎖꉚꌠ。 

4.ꌬꇐꋋꈨꆹꆈꌠꀊꆨꏂꀨꄯꒉꑞꋐꈐꏭꐊꇐꉬ？ 

【ꀱꅇ】 《ꂘꃅꄯꒉ》。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ꀊꆨꏂꀨꄯꒉꌧꇐꃆꂮꎖꉚꌠ。 

5.ꉎꏯꌬꇐꋋꈨꉪꊇꏭꉙꂘꐨꑞꈨꐥ？ 

【ꀱꅇ】 ꉎꏯꌬꇐꋋꈨꆹꉪꊇꏭꃰꊿꇫꐥꌠꏭꑞꃅꄿꂿꈪꑌꍣꑌꌶ，ꈪꑌꃅꑘꃅꊖꑣ，ꈪꑌꃅꎆ

ꌬ，ꈪꑌꃅꎆꎹꋚꈹꌶꄷꌠ。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ꐊꇐꐱꏓꄐꅍꎖꉚꌠ。 

四、鉴赏评价：指对阅读材料的鉴别、赏析和评说，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

础，在阅读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ꅺꌡ4 ꐰꏭꌬꇐꈧꌠꉜꀘꄉꅲꅇ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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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ꀉꁌꂿꌌꉈꏭꀋꎭꌦꇯꆐ，ꀒꑍꋍꍈ，ꊂꑋꋍꍈꃅ，ꋛꂷ、ꃢꈜ、ꎊꈬꈧꌠꌺꑮꃀꈧꌠꎞꌊꁧ

ꌐ，ꑳꀈꈥꂷꀉꄂꋒ，ꀊꂵꂶꌠꈍꃅꋭꄷꇬꆏ，ꌺꒉꂶꌠꆏ:“ꉪꀉꑳꀉꑌꄉ，ꂴꇯꆐꊋꋠꀐ，ꃺꃶꀁꑳ

ꈨꅽꃤꉠꃤꄡꍣꑲꆀꍑ，ꀋꃉꃀꌠꂶꌠꆍꑍꁯꅍꐥꄈꈲꏣꐥ”ꄷꀁꑳꑍꁯꌠꏭꉉ。 

②ꌺꆜꂶꌠꆏꉐꆂꄐꀕꄉ，ꌅꈌꑮꃀꇑꌊꐺꑠꂷꉬꌠꉨ，ꀋꃅꋍꃺꃶꂶꌠꑠꃅꉉꇬ，ꋌꄡꇗꀂꏾꈎ

ꁡꊭꇬꇱꄉꄚꑌꇬꎷ，ꑮꃀꂶꌠꑍꃢꌕꃢꏮꇫꆈꀐꇬ，ꄡꇗꑠꃅꇫꑌꇬꎷ。ꊁꆏꑮꃀꂶꌠꀉꑳꄌꌊꇬꁳꒈ

ꎴꀕꃅ，ꋌꑣꏢꁮꄀꇬꆏ，ꑮꃀꊂꈹꅊꁧꈴꁧꀐ。ꀱꇁꄮꇬꆏ，ꃛꁙꇁꁘꌊꈌꐚꄯꃅ：“ꈀꄸꑌꋂꏣꀂꏽ

ꋙꋠ，ꆍꑍꁯꆹꌺꒉ、ꌻꑘꉬ，ꀿꃀꋍꑵꊌꇬꑌꆍꑍꁯꄈꊋꒉꃅꌌꁧ，ꉪꑠꆹ（     ）ꇢꆣꑆ，ꑞꑌ

ꉪꈌꀋꇁ。ꀉꂿꆹꌻꑘꅍꐥꑵꀋꆆ，ꌻꑘꅍꀋꐥꄷꇬꑌꌺꒉꅍꐥꄡꑟ”ꄷꉉ。 

③ꀋꃉꆏꌻꑘꉉꄡꑟꀐ。ꌻꑘꂶꌠꆏ，ꑘꁨꊿꃢꈜꀋꈚꃅ，ꊿꄶꊿꆠ，ꀋꇮꆺꌋꀕꑞꈚꐺꀋꐚ。ꂴ

ꇯꆐꑞꑌꋌꉜꇬꊵꑵꀋꉬꑠꂷꉥ，ꀋꃉꃺꃶꋋꑍꂷꅇꋋꈨꋌꈨꇬꆏ，ꋌꎼꃃꌌꑌꀋꄐꃅꑣꄓꏿꀍꉀꉆꄉ：

“ꆍꉂꆏꉢꃣꈌꌸꇈ，ꃀꌠꄰꎆꃀꃅꌌꉠꇭꀧꇬꌬꌐꎻꈁꅀ？ꉢꃣꈌꌸꄉꎆꀵꇬ，ꉠꑮꃀꆹꎆꃀꋍꉐꀋꃹ

ꃅꀒꎂꏦꎫꄉꎹꌊꇁꌠꀋꇊ，ꆍꃌꅿꈧꌠꌟꃅꎆꌌꃼꌊꇁꌠꀋꉬ……”ꄷꇬꆏ，ꋍꑮꃀꂶꌠꑌꂱꑆꊼꇅꍑ

ꃅ：“ꉢꇯꆍꉜꇬꋍꑵꃅꀋꉜꂷ，ꀋꃉꃀꌠꉘꇬꆏꎺꉢꄀꇁꀐꅀ？”ꄷꉉ。 

1.ꉎꏯꌬꇐꋋꈨꆹꌷꊱ      ꇬꄉꌋꄉꌠ，ꁱꊿꆹ      ꉬ。 

【ꀱꅇ】 ꐴꌋꆀꃨ  ꀈꆺ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ꁰꄻꌧꃀ、ꁱꀕꌧꇐꌧꐨꎖꉚꌠ。 

2.ꁱꂷꋭꋽꌠꁱꉎꏯꁱꇐꈐꇬꅇꃬꌐꂷꈐꏭꊐ。 

【ꀱꅇ】 ꌺꆜ  

【ꉉꀽ】 ꋋꄝꆹꌶꌺꅇꉙꌬꈧꄐꅍꎖꉚꌠ。 

3.ꉎꏯꌬꇐꋋꈨꐊꇐꀋꉬꀋꉆꌠꏓꇱꇬ，ꎃꊒꋈꌠꆹ 

A.ꋋꆏꀉꁌꃀꐚꊂ，ꋛꂷ、ꃢꈜ、ꎊꈬꈧꌠꃅꌺꑮꃀꈧꌠꎞꌊꁧꌐꌠꃆꂮꉉ。 

B.ꋋꆏꌺꒉ、ꌺꆜꌋꆀꌻꑘꌤꐘꌌꐯꉇꌠꃆꂮꉉ。 

C.ꋋꆏꌺꌕꑻꌠꀉꂿꂶꌠꀨꎹꌠꌤꐘꌠꌌꐯꉇꇈ，ꈀꄸꑌꀉꂿꀨꎹꀋꅲꌠꃆꂮꉉ。 

D.ꋋꆏꌺꈧꌠꀉꂿꀨꎹꏾꌐ，ꌺꑮꃀꈧꌠꆏꇫꀨꎹꀋꏾꌠꃆꂮꉉ。 

【ꀱꅇ】 C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ꐊꐨꐱꏓꄐꅍꎖꉚꌠ。 

4.ꉎꏯꌬꇐꋋꈨꐊꇐꇬꈴꄉ，ꌺꆜꂶꌠꆹꊿꈍꃅꐙꂷꉬ？  

【ꀱꅇ】 ꉐꆂꄐꀕ，ꌅꈌꑮꃀꇑꌊꐺꑠꂷ。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ꐊꇐꐝꉅꐨꎖꉚꌠ。 

五、表达：指表达观点和情感。考生应能根据目的、情境，选择合适的词语、句式和合

理有效的表达方式，正确运用常见的修辞手法，注意文本的结构规律，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和情感。表达应简明、连贯、得体、逻辑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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ꅺꌡ5 ꐰꏭꁱꇐꊘꌠꉜꀘꄉꅲꅇꀱ。 

ꀉꂿꅩꌺꑌ，ꀃꀿꀁꇨꆹ，ꈌꇨꉌꂸꇨ；ꌡꀿꀁꇨꆹ，ꈌꇨꉌꇨꋧꇊꃲ。ꅩꌺꌡꃅꐥꇬꆹ，ꋙꋠꌡ

ꇇꉜꁧꃲ，ꒉꅝꌡꈌꉜꁧꃲ，ꃢꈚꌡꑓꉜꁧꃲ。ꌿꂷꎭꇬꐊ，ꌿꊏꎭꑓꊴꇈꃲ；ꍶꂷꑿꇬꐊ，ꍶꃚꑾꑓꊴ

ꇈꃲ；ꁮꐥꉷꃅꅐ，ꏜꋠꐉꂸꊌ，ꋍꇬꂾꐞꀕꇈꃲ；ꅪꐥꌡꃅꅐ，ꉉꈿꐋꂸꊌ，ꋍꇬꇖꈭꀕꇈꃲ，ꅩꌺꎮ

ꑍꅉ! 

ꀑꐱꃅꅩꌺꐥꐨꐱꏓꎼꇁ。 

【ꀱꅇ】 ꅩꌺꀀꈯꀂꀋꌅ，ꐤꎭꄻꎭ。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ꐱꏓꄐꅍꌋꆀꉜꐨꎖꉚꌠ。 

考试范围与要求Ⅲ．  

以四川省教育厅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彝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和现行二类模式彝语

文教材为主要依据，可结合一类模式彝语文教材和我省二类模式高中彝语文教学实际情况进

行命题。试题低难度系数题、中等难度系数题、高难度系数题分值比例为 5∶3∶2。 

一、基础知识及语言文字运用 

正确、熟练、有效地运用彝语言文字。 

1．识记现代彝语常用字的字音 

2．识记并正确书写常用规范彝文字 

3．正确使用词语、尔比等 

4．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5．辨析并修改病句 

病句类型：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结构混乱、表意不明、不合逻辑等 

6．正确运用常见的修辞方法 

常见的修辞手法：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问、反复等 

7．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 

8．扩展语句，压缩语段 

9．了解重要作家、作品等文学常识 

二、阅读 

能阅读分析、鉴赏论述类和文学作品。 

（一）现代文阅读 

1．论述类文本阅读 

①对文中重要概念、重要句子含义的理解 

②对语言特色的分析、文章结构的把握、中心意思的概括  

③对文体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的分析 

④对文本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的评价 

⑤对文本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和影响的评价 

⑥对文本某种特色的深度思考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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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的发掘 

⑧对作者写作背景和写作意图的探讨 

⑨对文本中某些问题的探究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2．文学类文本阅读 

①对作品结构的分析，作品主题的概括 

②对作品体裁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的分析 

③对重要语句丰富含意的体会，精彩语言表达艺术的品味 

④对作品形象的鉴赏，作品内涵的赏析，作品艺术魅力的领悟 

⑤对作品所表现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倾向的评价 

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作品意蕴、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的发掘 

⑦对作者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的探讨 

⑧对作品的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 

（二）古诗文阅读 

①把握古诗文的朗读节奏 

②理解古诗文常用词的含义 

③理解并翻译古诗文常见句子 

④识记教科书中要求背诵的古诗文 

⑤对古诗文的思想内容、形象及表现手法等作出分析和概括，并进行初步鉴赏 

（三）翻译 

翻译能做到“信、达、雅”，“信”是最基本的要求，指译者要如实表达原文之意；“达”

是对译文行文的主要要求，指译文应该通顺；“雅”是对译文文风的要求，指译文应该具有

色彩。能翻译难度系数不超过课标和教材的汉语短文。 

ꅺꌡ6 ꐰꏭꉌꈲꁱꇐꀁꎴꊘꌠꁎꆦꌊꆈꌠꅇꂷꁱꂷꃅꁱꎼ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ꀱꅇ】 ꍏꇩꀊꏀꄻꐛꊂꅑꅸꇁꌠ，ꍏꇩꇭꍣꄈꆹꇩꏤꑭꊂꂱꑱꊿꋅꏓꂱꋌꏃꂠꌊꐧꋦꉪꏦ﹙ꎹ

ꉼꍗꑴ﹚ꐛꏀꈴꋈꄻꌠꃅ，ꃄꄻꌠꊩꀽꇬ，ꐧꋦꉪꏦꑲꆀꍏꇩꈭꋏꄎ，ꍏꇩꐛꋲꐨꐥꌠꐧꋦꉪꏦꑲꆀꍏ

ꇩꀻꎆꄎ。 

【ꉉꀽ】 ꋋꄝꆹꌶꌺꉌꈲꅇꂷꁱꂷꁎꆦꌊꆈꌠꅇꂷꁱꂷꃅꌠꄐꅍꎖꉚꌠ。 

三、表达 

能写论述类和文学类文章。 

写作考试的要求分为基础和发展两个等级。 

1．基础等级 

①符合题意 

②符合文体要求 

③感情真挚，思想健康 

④内容充实，中心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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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语言通顺，结构完整 

⑥标点正确，不写错别字 

2．发展等级 

①深刻。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观点具有启发性。 

②丰富。材料丰富，论据充实，现象丰满，意境深远。 

③有文采。用词贴切，句式灵活，善于运用修辞手法和尔比，文句有表现力。 

④有创意。见解新颖，材料新鲜，构思新巧，推理想象有独到之处，有个性色彩。 

IV．题型示例 

一、基础知识及语言文字运用 

ꅺꌡ1 ꐰꏭꁱꂷꊂꐭꃚꋉꑽꌠꐊꋈꌠꆹ 

A.ꐽ（njo） ꐻ（njot） ꇾ（kiep） ꂐ（nbyr） 

B.ꇵ（gup） ꂔ（hmip） ꇩ（gop） ꂮ（mit） 

C.ꆦ（hlo） ꎼ（shu） ꎮ（shap） ꃈ（mur） 

D.ꆗ（hlit） ꆜ（hlie） ꆙ（hli） ꑮ（xyp） 

【ꀱꅇ】 B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ꁱꂷꐭꃚꌧꐨꎖꉚꌠ。 

ꅺꌡ2 ꐰꏭꅇꉙꈧꌠꇬꁱꂷꆹꑽꌠꐊꋈꌠꆹ 

A.ꑳꈫꑳꇋ    ꌩꃨꇙꃨ   ꎆꎹꋚꈹ   ꆫꃅꂿꏿ 

B.ꃰꒉꉈꒉ    ꃰꌗꉈꌗ   ꃱꇌꃯꇌ   ꃱꉩꄸꌋ 

C.꒧ꃅꊖꑣ    ꋙꋌꒉꏽ   ꎇꃀꍅꑓ   ꎆꊭꋙꊭ 

D.ꐥꌒꄻꌒ    ꐥꃆꐥꂮ   ꐥꐨꐥꄸ   ꐥꇎꐥꅗ 

【ꀱꅇ】 A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ꁱꂷꌧꐨꎖꉚꌠ。 

ꅺꌡ3 ꐰꏭꁱꇐꌋꆀꁱꊿꄸꐯꇯꎼꇁꇬꐛꀕꋈꌠꆹ 

A.《ꃅꃤꄮꇬ，ꉢꎺꉠꀉꂿꄀ》           ꀈꆺ 

B.《ꒈꀮꃆꂮꁮꅉ》                   ꏃꎖꍀꉈ 

C.《ꐴꌋꆀꃨ》                      ꃺꃼ 

D.《ꄔꊒ》                         ꐛꊈꃴꌒ 

【ꀱꅇ】 B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ꁰꄻꌧꃀ、ꁱꇐꌧꇐꌧꐨꎖꉚꌠ。 

ꅺꌡ4 ꐰꏭꀊꆨꅇꉙꌐꄀꄉꂶꌠꄜꇐ“ꏂꇫ”ꌠꄜꋈꌠꆹ 

A.ꀿꃀꌺꉘꂄꁈꏂ．，ꅡꈭꃣꈌꐛꁈ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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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ꏃꇖꊇꄮꑌ，ꐎꀏꈬꊏꌌ，ꏂ．ꀏꈬꊏꌌ。 

C.ꐈꀮꐧꃅꑌ，ꌀꄝꏬꉻꏀ，ꆞꑭꊖꇱꄔ，ꏂ．ꆈꊯꄅꃢ。 

D.ꀋꈨꑴꈓꁧꊂꆏ，ꇐꑍꇖꃱꉐꌦꌵ，ꏂ．ꑋꏁꒉꄹꒉꂃ。 

【ꀱꅇ】 A 

【ꉉꀽ】 ꋋꄝꆹꌶꌺꏂꀨꄯꒉꇬꅇꉙꄜꇐꋒꌥꐨꎖꉚꌠ。 

ꅺꌡ5 ꐰꏭꅇꇬꐛꀋꒆꃅꐙꇫꌠꆹ 

A.ꀉꑳꑍꍈꌠꑌꂒꋉꄉꀐ。 

B.ꊁꄹꉇꋍꄮꇬꆏ，ꍜꇰꀉꇐꄡꇗꂴꄹꉇꌟꃅꁦꋠꃅꉻꊨꋋꂷꏭꅲꇀꌦ。 

C.ꃅꂶꌠꉈꃚꑓꄜꐯꉈꃚꑓꄜ，ꉈꊰꑓꊰꌊꀱꉈꑴꀁꇬꁧ。 

D.ꋍꑍꋑꀋꋒꃅꋩꄉꇈ，ꈌꌋꁧꇬꎷ。 

【ꀱꅇ】 D 

【ꉉꀽ】 ꋋꄝꆹꌶꌺꅇꇬꐛꒆꐛꀋꒆꊨꇽꄐꅍꎖꉚꌠ。 

ꅺꌡ6 ꐰꏭꊱꁨꐨꇬꈴꄉꈥꊐꇬ，ꅇꉙꀊꅰꃅꎃꊒꋈꌠꆹ 

ꀊꌱꑕꑘꑠꍈꑌ，ꁧꇉ        ꍈꄸ，ꅲꐧ        ꍈꄸ，ꅲꂷ        ꍈꄸ，ꎐꂷ        ꍈꄸ。 

A.ꐍꊭ  ꀕ   ꎵꑳ  ꀕ   ꉨꊝ  ꀕ   ꐍꊭ  ꀕ       

B.ꅩꀱ  ꀕ   ꎵꑳ  ꀕ   ꉨꊝ  ꀕ   ꐍꊭ  ꀕ 

C.ꅩꀱ  ꀕ   ꉨꊝ  ꀕ   ꎵꑳ  ꀕ   ꐍꊭ  ꀕ       

D.ꅩꀱ  ꀕ   ꎵꑳ  ꀕ   ꉨꊝ  ꀕ   ꆈꏸ  ꀕ

【ꀱꅇ】 B 

【ꉉꀽ】 ꋋꄝꆹꌶꌺꉻꌡꅇꌬꈧꃆꂮꎖꉚꌠ。 

ꅺꌡ7 ꐰꏭꅇꇬꈧꌠ《ꂘꃅꄯꒉ》ꇬꌋꄉꌠꀋꉬꋈꌠꆹ 

A.ꀿꁨꆏꌺꎔ，ꃈꁨꆏꅩꒉ。 

B.ꄸꌠꋠꇐꈤ，ꉔꌠꌷꇐꈤ。  

C.ꊿꐙꊾꄮꇁꂷꐥ，ꃅꐛꊀꄮꇀꂷꐥ。 

D.ꀿꃀꅇꑴꃅ，ꌺꇖꅇꂸꊌ。  

【ꀱꅇ】 C 

【ꉉꀽ】 ꋋꄝꆹꌶꌺꏂꀨꄯꒉꐊꇐꐝꉅꐨꎖꉚꌠ。 

ꅺꌡ8 ꐰꏭꅇꇬꈧꌠꇬꅇꇐꉏꑳꏡꁈ“ꋓꐊ”ꉬꋈꌠꆹ 

A.ꁦꀑꌋꈤꊪ，ꐂꇓꃅꆳꐔ。 

B.ꉘꁮꅑꅉꅑꑴꌦ，ꆧꁨꅑꅉꅑꑴꌦ。 

C.ꃄꇙꌠꆹꈍꃅꅐꇁꌠꉬ？ꉉꄟꊿꂿꊿꈨꌠꆏꅉꇷꈘꀣꄉꅐꇁꌠꉬ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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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ꋯꑌꆏꊋꒉ，ꋯꑌꆏꌗꎴ。 

【ꀱꅇ】 D 

【ꉉꀽ】 ꋋꄝꆹꌶꌺꅇꇐꉏꑳꏡꁈꌧꐨꎖꉚꌠ。 

ꅺꌡ9 ꐰꏭꁱꉻꎃꐚꌧꇐꃆꂮꉉꌊꑽꋈꌠꆹ 

A.ꈺꁱꀕꇐꐊꇐꆹꊿ、ꃅꌐꅉꃀ、ꄮꈉ、ꌤꆿꁢꊧ、ꌤꆿꇿꈴꇿꅐ、ꄽꂫꐛꐨꃅꑠꃘꑵꐥ。 

B.ꁗꁱꀕꇐꐋꀋꌡꐨꆏꐛꉻꆹꁭꁘꑴꇬ，ꄜꐨꆏꀋꁮꀋꁘ。 

C.ꌧꈿꁱꇐꐊꇐꆹꊿ、ꁮꅉꐪꐘ、ꋦꈭꌡꁱꃅꑠꌕꑵꐥ。 

D.ꉉꀽꁱꇐꆹꌤꆿ、ꐥꇐ、ꋦꈭꑠꉉꀽꌠꁱꉻꑵꉬ。 

【ꀱꅇ】 D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ꁱꉻꃆꂮꌧꐨꎖꉚꌠ。 

ꅺꌡ10 ꐰꏭꉌꈲꁱꇐꀁꎴꊘꌠꁎꆦꌊꆈꌠꅇꂷꁱꂷꃅꁱꎼꇁ。 
生命是一条长河，在时间的河流中，没有人可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管何时何地，

我们踏入的都是不同的时间之河。 

【ꀱꅇ】 ꐥꍂꆹꒊꃀꀊꎴꑠꏢꉬ，ꄮꈉꒊꃀꇬ，ꊾꂷꑍꃢꀱꄉꒊꃀꋍꏢꇬꈭꆹꀋꄐ。ꈍꄮꉬꄿꂿ

ꇿꇬꉬꄿꂿ，ꉪꊇꈭꌠꆹꄮꈉꐯꀋꌡꌠꒊꃀꉬ。 

【ꉉꀽ】 ꋋꄝꆹꌶꌺꉌꈲꅇꂷꁱꂷꁎꆦꌊꆈꌠꅇꂷꁱꂷꃅꌠꄐꅍꎖꉚꌠ。 

ꅺꌡ11  ꐰꏭꆈꌠꅇꉙꈧꌠꁎꆦꌊꉌꈲꅇꂷꁱꂷꃅꁱꎼꇁ。 

ꊨꃀ     ꋯꑌ      ꑋꈌ      ꃢꈜ      ꃮꑌ 

【ꀱꅇ】锄头    团结      春天     服装     野猪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ꅇꉙꁎꆦꌊꉌꈲꅇꂷꁱꂷꃅꌠꄐꅍꎖꉚꌠ。 

二、阅读 

（一）现代文阅读 

ꅺꌡ12  ꐰꏭꀋꃅꋋꄮꁱꇐꊱꌠꉜꀘꄉ，（1）—（5）ꄝꌠꅇꀱ。 

①ꀙꏢꄫꍏꄉꁭꅐꏭꉆꉻꆏꈴꑲꆏ，ꍨꀙꒊꃀꌋꆀꏦꉼꒊꃀꐯꈽꅉꇬꁡꇤꆹꆸꑌꀉꆹ、ꏀꑌꀊꏀꂷ

ꐛ，ꁡꇤꋋꂷꆹꌦꇴꁡꇤꂓ。ꋌꀉꆹꄷꌠꆹ，ꁡꇤꋋꂷꐩꋊꉆꉐꎖꈎꐥꀐ;ꋌꀊꏀꄷꌠꆹ，ꋋꈍꑍꈓꑘꃅ

ꁡꇤꎆꏣꏦꉻꄺꀱꄉ，ꁡꇤꋋꂷꋌꎼꍅꁍꀕꃅꀻꎆ。 

②ꁡꇤꁭꅐꏭꆹꍨꀙꒊ꒜ꒉꇊꄹꇭꉬ，1958ꈓꂱꒀꒈꇉꄻꐛꈭꐨꆏ，ꍨꀙꒊꃀꒈꅐꒉꉮꑠꀋꐥ

ꀐ。ꋋꑍꈓꅑꅸꇁꌠ，ꒉꇊꄹꇭꄻꌊꀊꐯꀊꂥꄉ，ꈝ꒜ꀊꐯꐨꊰꂰꐛꌠꇬꄹꁆꇓꋌꀉꀜꁊꄉꀐ，ꀠꆿꌩꁧ

ꌐꒉꇂꃴ，ꈝꃀꋋꏢꒉꋮꄇꈜꏢꐛꀐ。ꒉꇊꄹꇭꒉꋮꂤꏂꀠꇬ，ꒉꈻꅉꀂꏽꐾꑳꃅꋉꄉꑠꑍꂷꄉꉬꃅꇬ

ꐙ，ꈐꏭꒉꈻꏸꆹꅉꃴꄙꂰꐥꅉꇬꄉꒉꈻꌊꅉꃴꁠꐤꇬꈴꄉꑤꍰꇓꈓꀀꊿꈧꌠꁳꅥꎻ。ꁡꇤꒈꂪꏭꆹꀊꆨ

ꊿꄻꒊ꒜ꀋꉬꀋꉆꐮꈴꌠꏦꉼꒊꃀꉬ，ꇤꎸꄿꌌꋉꄉꌠꋒꀉꒉꑠꇷꋍꄩꏦꈴꄉ，ꋒꇶꌠꒈꂪꏭ150ꂰꇢ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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ꇬꆹ，ꊖꀌꀠꃙꅉꀊꏀꃅꋉꄉꌠꉬ，ꊖꀌꀠꃚꐬꆹꌌꏮꉆꃅꄉ，ꀃꈈ16ꐬꁮ，ꃆꄔꄀꊂꆏ，ꊖꂃꄻꇬꊎ

ꇈ，ꊖꀌꀠꃚꅐꇁ，ꑍꇁꌋꀋꐥꃅꃚꇬꎷ。ꁡꇤꁮꐚꏭꆹꒈꀑꒈꂪꏦꈴꌠꄇꋒꏢꉬ。ꁡꇤꒈꀑꏭꋍꉻꆏꐤ

ꅉꇬꆹ，ꁭꅐꁮꐚꐯꋑꄉꌠꏢꐎꄆꌬꎸꈜ、ꏢꉳꈴꐳꄇꈜꉬ。ꄚꇬꈭꌒꈜꌒꃅꐙ。 

③ꋋꈍꑋꈓꇬ，ꁡꇤꇐꄸꉻꏭꃅꏀꀖꄉꌩꋚꇓꂷꁍ300ꂿꄻꐛꇈ。ꌌꁸꄉꌧꃰ、ꌧꇤ、ꌧꅪ、ꌧ

ꅗ、ꑌꃀꌧꊈ……ꑠꊪꄉ。ꃅꑌꄮꐰꌩꃨꇓꃨꀕꈍꀕ，ꃅꍵꄮꐰꂷꅑꀮꇗꀕ。ꁡꇤꑾꌋꈤꏭꆹꉛꉘꒊꄝꅤ

ꄉꇈ，ꉛꉗꅉꄻꐛꄉ，ꀋꃅꆹꏓꂱꑍꄜꅏꅉꈚꐛꀐ。ꁡꇤꑛꌋꈤꏭꆹꀙꏢꀡꀣꎭꁧꄃꁧꐛꅉꌋꆀꐯꇯꄉꄫ

ꄃꁧꄻꅉꐛꇈ，ꇩꈐꇩꉈꊈꉅꌊꇬꊎꌠꌤꑘꃅ。ꈐꏭꆹꁸꌊꁭꅐꁮꐚꑍꈚꃅꄉ，ꁭꅐꈚꌠꆹꌤꑘꀞꅉꌋꆀ

ꌤꃅꑬꆏꅉꉬ，ꁮꐚꈚꌠꆹꄃꁧꄺꅉꉬ。ꄃꁧꐛꅉꇬꆹꇓꌬꋉꄉ，ꈐꏭꄮꁧꃴꊰꀕ、ꈎꇁꈭꏝꃅꌩꃨꃨꈍ

ꀕ，ꄇꆹꇓꌊꋉꄉꌠꑳꑠꑍꂷꄉꉬꅍꒈꂪꐛꄉ，ꄃꁧꐛꅉꋌꎼꀊꅰꃅꋽꎔ、ꀊꅰꃅꌙꈈꀕꃅꐙ。ꁡꇤꈌꄸ

ꉻꏭꀊꏀꃅꄻꄉꌠꂿꑘꏠꐕꄺꅉꆹ，ꂿꑘꏸꏧꋍꑞꋍꑵꎆꇌꃅꄻꑱꈐꊐꄉ，ꂽꑼꄻꎳꄉꂽꅐꁧꂿꄷꈧꌡ，

ꂿꑘꃄꅉꇬꄉꆏꃨꉢꃨꂅꄉꀉꅰꃅꊽꉌꂵꇿ，ꋌꃀꈝꃀꈛꎭꌠ，ꀋꃉꄇꈜꁨꇉꀕꀐ。ꒈꀑꒈꂪꄇꈜꌕꏢꁮ,

ꁱꅐꁮꐚꄇꈜꌕꏢꁮ，ꈝꃀꆏꒉꉢꇁꏍ，ꇖꎏꇖꃱꃅꁮꈴ。ꀀꑳꀊꏀꃅꋉꄉꌠꆹ，ꎆꇌꃅꏦꈜꑍꄷꏯꐛ，

ꊖꀌꀠꀊꅪꉄꇓꀊꃴꌠꇚꄉꌠꐥ，ꊖꀌꀠꀊꃴꈬꇓꀊꅪꌠꌊꇚꄉꌠꐥ，ꊿꀉꑌꌠꈵꑷꇬꁱꀕꋑꋓꃅꐙꌐ；

“ꊿꇬꋬꂻ”“ꆿꍯꂷꌵ”“ꑌꑿꀻꎆ”……ꋍꑠꆹꑘꃅꏓꂱꐙꎴꀕꌠꉜꅐꇁꉆ。ꏦꈜꇬꐺꇬ，ꄆꁱꊪꎴ

ꑟꍼꈘꀕ，ꊽꑓꇁꐯꑓꇁ，ꊿꋍꁯꋑꀋꋒꄆꁱꐥꌐ。 

④ꁡꇤꇬꌄꆣꐯꌄꆣꅉꆹꏦꈜꒈꀑꏡꌠꉬ。ꇲꃷꇷꃅꅉ、ꎊꈬꃷꅉꑠꒈꀑꐛꇈꀃꈈꏮꒈꂪꉜꄉ，ꈮ

ꈜꃅꄹꃥꇫꇁꌠꋨꏦ，ꋋꈨꌋꆀꐯꋑꋦꌠꆏ，ꑱꄜꁥꋠꃷꅉꌕꁯꌋꆀꀂꏾꐑꅉꈚꉬ。ꏦꈜꁮꐚꏭꀁꏾꇬꆏ

ꀈꃀꃴꅉꌋꆀꄯꒉꋮꅉꉬ，ꀃꈈꁮꐚꏭꉜꄉ，ꋂꊈꉼꌤꃅꅉꑳꂶꌠꌋꆀꄇꈜꏢꇢꄉꐯꉚꋦ。 

⑤ꁡꇤꁮꐚꏭꆹꐭꌶꅉꂷꐛ，ꁡꇤꒈꀑꏭꆹꐧꌷꅉꂷꐛ，ꐯꇯ“ꌦꇴꁡꇤ”ꌌꂓꋉꄉ。ꌠꏀꈧꌠꄚ

ꄉꈬꈎꋖꋦꂘꇐꌷ，ꀉꒉꇬꆏ，ꋀꊇꀑꁮꅺꐳꐨꌌꁡꇤꋈꄻꌊꀊꅰꃅꉾꃪꇁꌠ。 

1.ꉎꏯꌬꇐꋋꈨꁱꉻꆹꑞꉬ?  

【ꀱꅇ】 ꉉꀽꁱꇐ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ꁱꉻꌧꐨꎖꉚꌠ。 

2.ꌦꇴꁡꇤꆹꑞꐛꅹꆹꆸꑌꀉꆹ、ꏀꑌꀊꏀꂷꉬꄷꉉꌠꉬ? 

【ꀱꅇ】 ꀉꆹꄷꌠꆹ，ꁡꇤꋋꂷꐩꋊꉆꉐꎖꈎꐥꀐ；ꋌꀊꏀꄷꌠꆹ，ꋋꈍꑍꈓꑘꃅꁡꇤꎆꏣꏦꉻ

ꄺꀱꄉ，ꁡꇤꋋꂷꋌꎼꍅꁍꀕꃅꀻꎆ。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ꐊꇐꐝꉅꐨꎖꉚꌠ。 

3.ꁱꊿꆹꅇꂷꇬꌊꁡꇤꅉꀨꐛꋲꐨꋌꐱꏓꎼꇁꀐ。ꅇꂷꋋꇬꆹ         

【ꀱꅇ】 ꆸꑌꀉꆹ，ꏀꑌꀊꏀ。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ꐊꇐꅇꇬꀋꉬꀋꉆꌠꐝꉅꐨꎖꉚꌠ。 

4.ꁱꇐ②ꐛꊙꌠꆹꉉꀽꏡꁈꀋꉬꀋꉆꌠꑞꑍꑵꌬ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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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ꀱꅇ】 ꃷꁨꌬ、ꐯꌟꉜ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ꉉꀽꏡꁈꌧꐨꎖꉚꌠ。 

5.ꅇꉙꐛꏦ“ꍅꁍꀕ、ꃨꈍꀕ”ꈧꌠꌡꃅꑠ6ꂷꁱꄚꐰꑴꑟꄩꄀꎼꇁ。 

                                                                    

【ꀱꅇ】 ꆈꏸꀕ  ꃴꇉꀕ  ꐍꊭꀕ  ꏁꏪꀕ  ꅩꇉꀕ  ꈺꍠꀕ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ꅇꉙꌬꈧꄐꅍꎖꉚꌠ。 

（二）古诗文阅读 

ꅺꌡ13  ꐰꏭꀊꆨꁱꇐꊭꊙꈧꌠꉜꀘꄉ，（1）—（5）ꄝꌠꅇꀱ。 

①ꉒꇁꉾꑋꁯ，ꂸꅔꇐꅒꐚ，ꁍꉻꀊꋯꈔꎆꅔꄉꐚ，ꁍꅔꑗꅒꐚ，ꇓꅔꐚꅒꐚ，ꃢꃀꋚꁧꅔ，ꑷꃀ

ꏜꐆꅔ，ꆏꐭꉢꒉꅔ，ꆏꃅꉢꉔꅔ，ꃰꃅꐎꍔꅔ，ꏂꅪꇇꌒꅔ，ꊢꌺꉘꇕꇗꌠꑟ，ꀖꌺꅩꐞꀕꌠꑟꄉꐚ。 

②ꉒꇁꉾꑋꁯ，ꉒꐈꉾꋠꋯ，ꉾꐈꉒꋠꋯ。ꂴꆽꋍꑍꐈ，ꉒꐈꉾꀋꂿ，ꉾꐈꉒꀋꂿ；ꊁꇁꋍꑍꐈ，

ꉒꐈꉾꀋꌧ，ꉾꐈꉒꀋꌧ，ꉒꈻꈜꉐꃹ，ꉾꐈꈜꐯꒉ，ꇓꑭꁻꁍꀕ。ꉒꇁꉾꑋꁯ，ꆏꐈꉢꐈꀥ，ꉒꐈꑿꐎ

ꐛ，ꉾꐈꆿꅪꐙ，ꑌꑿꈀꁈꀕ，ꆿꅪꈁꄚꄝ，ꋍꑍꉾꊋꅜ；ꉒꐈꀖꃅꐙ，ꉾꐈꇌꃅꐛ，ꇌꇁꀖꀑꌃ，ꀖꁏ

ꇌꀑꊥ，ꋍꑍꉒꊋꅜ；ꉒꐈꑷꃅꐛ，ꉾꐈꏬꃅꐙ，ꑷꃀꈀꁈꀕ，ꏨꆉꈁꏶꏹ，ꑍꀕꉾꊋꅜ；ꉒꐈꌩꏾꀊꅪ

ꐛ，ꉾꐈꃅꃴꏁꇙꐙ，ꏁꇙꉙꇊꒉꉱꃹ，ꌩꏾꒉꄩꁮ，ꑍꀕꉒꊋꅜ；ꉒꐈꃢꃀꐛ，ꉾꐈꃤꅪꐙ，ꃢꃀꈀꁈ

ꀕ，ꃤꅪꈁꄚꄝ，ꌕꑍꉾꊋꅜ；ꉒꐈꀋꃋꑮꆜꐛ，ꉾꐈꇇꈯꇇꀘꐙ，ꀋꃋꑮꆜꑌ，ꒂꅉꅑꅉꃅ，ꌕꑍꉒꊋ

ꅜ；ꉒꐈꊿꃅꐙ，ꉾꐈꊈꃅꐙ，ꊈꀱꊿꑝꇁ，ꊿꁏꉹꒃꌊ，ꆪꍝꑋꑓꋪ。 

③ꉒꇁꉾꑋꁯ，ꇬꇁꉳꌠꑟ，ꄤꌉꉒꄤꌉ，ꄤꁻꉾꄤꁻ，ꌉꇁꆳꂿꐚꂸꉬ，ꌌꇁꉉꂿꄷ，ꂴꆽꋍꑍ

ꆏ，ꄵꇓꁦꀑꋪꄉꉉ，ꅙꐚꌦꆗꇁꃀꃅ，ꃅꍫꈬꐎꋩ；ꊁꇁꋍꑍꆏ，ꄵꇓꁧꐧꋪꄉꉉ，ꃅꏂꊖꌺꇁꃀꃅ，

ꃅꆈꑭꐎꋩ；ꊁꇁꋍꑍꆏ，ꄵꇓꒈꇤꋪꄉꉉ，ꌦꌺꀊꃴꇁꃀꃅ ，ꌦꃅꈌꅪꋩ。ꌦꌺꀊꃴꑌ，ꃅꇔꄹꃴ

ꏪ，ꊀꇔꄹꄧꅞ，ꆿꐎꁧꑴꇁ，ꌦꃅꋌꄚꇬꅜꇈ，ꌦꃅꆿꄚꃲ，ꀋꉉꃲꑴꄷ。ꉒꇁꉾꑋꁯ，ꀋꇷꋠꃲꄷ，

ꉹꁌꄚꄉꅸ，ꆿꐎꁧꑴꑌ，ꊿꌉꄚꅞꇈ。ꌦꌺꀊꃴꇁ，ꈨꑗꄐꂿꄷ，ꆿꌦꇖꇱꃬ，ꃄꇖꄹꊂꁊ，ꋍꄩꈨꊂ

ꌸ，ꈨꁈꄂꃢꉘ，ꋍꄩꄂꊂꌸ，ꄁꈘꇖꃱꅞ，ꋍꊂꉒꀱꁦꀑꅐꂸꅲ，ꉐꐙꃅꈯꌸꂸꅲ。ꉒꇁꉾꑋꁯ，ꃝꇔ

ꐋꁏꃅꂿꄷ，ꉿꄓꐙꇌꋠ，ꏃꃅꍚꆈꒉ；ꂸꆧꄮꇌꋠ，ꍵꐛꉐꌦꃅ，ꈩꋒꃜꇌꋠ，ꃅꑄꄂꅪꈫ。ꇌꏸꇖꈌ

ꀖ，ꃄꇖꄹꊂꁊ，ꃰꅪꌕꁧꐛ；ꇌꌦꇖꇱꃬ，ꋧꃅꇣꄧꎭ，ꉐꌦꌘꄲꐛ；ꇌꑆꇖꁱꐒ，ꃄꇖꄹꊂꈠ，ꋍꊂ

ꉒꐛꁦꀑꅐꅲꃲ，ꉐꐙꃅꈯꌸꅲꃲ。ꉒꇁꉾꑋꁯ，ꉒꀱꉒꃀꃅ，ꉒꀘꀊꐞꇁꃀꃅ，ꉾꀱꉾꃀꃅ，ꉾꀘꆂꈾ

ꇁꃀꃅ。ꅇꊪꉐꏤꆹ，ꌿꉘꏁꄏꌌ，ꊩꈌꃜꇤꆹ，ꆂꒌꃆꐳꌌ，ꊈꉜꌐꉜꆹ，ꅔꐎꌕꏂꌌ。ꌕꁯꏸꂸꑌꇱ

ꏤ：ꉺꇓꃆꌺꏸꂸꑌ，ꅙꑭꎽꀮꏸꂸꑌ，ꇉꅶꐕꐳꏸꂸꑌ，ꌕꁯꑐꂸꋦꇱꏦ：ꒉꃴꉜꏂꑐꂸꋦ，ꄹꃴꏂꌺ

ꑐꂸꋦ，ꄹꄧꀠꌺꑐꂸꋦ。ꌕꁯꐎꂸꅐꇱꏤ：ꃢꃀꆇꂷꐎꂸꅐ，ꇉꅶꊇꌺꐎꂸꅐ，ꉐꆈꀉꐚꐎꂸꅐ。ꌕꁯ

ꆈꂸꃹꇱꏤ：ꁦꀑꑿꐎꆈꂸꃹ，ꃅꃴꈭꏂꆈꂸꃹ，ꇉꅶꈹꀮꆈꂸꃹ，ꂸꁏꇁꎜꄉ。ꉒꇁꉾꑋꁯ，ꉒꑌꄙꈄ

ꅸ，ꉾꂾꏂꉐꒃ，ꉒꀘꀊꐞꁵ，ꎆꁵꄙꃅꁵ，ꉒꌺꄙꁍꒆ，ꉒꊂꌺꈬꇈ。ꉾꑌꄙꈄꅸ，ꉒꃀꐎꇐꒃ，ꉾ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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ꆂꈾꁵ，ꎆꁵꄙꃅꁵ，ꉾꌺꄙꁍꒆ，ꉾꊃꌺꈬꇈ。ꈬꉻꃼꊂꈤ，ꐈꆃꑳꊂꈤ。 

1.ꁱꇐꊭꊙꋋꈨꆹꏂꀨꄯꒉꑞꋐꌠꐊꇐꉬ？ 

【ꀱꅇ】 《ꅺꊈꄯꒉ》 

【ꉉꀽ】 ꋋꄝꆹꌶꌺꏂꀨꄯꒉꐊꇐꐝꉅꐨꎖꉚꌠ。 

2.ꁱꇐ②ꐛꊙꌠꐊꇐꐱꏓꇬ，ꀊꅰꃅꎃꊒꋈꌠꆹ 

A.ꋋꆹꉒꇁꉾꑋꁯ，ꉒꀱꉾꄩꊋꌠꃆꂮꉉ。 

B.ꋋꆹꉒꇁꉾꑋꁯ，ꉾꀱꉒꄩꊋꌠꃆꂮꉉ。 

C.ꋋꆹꉒꌋꆀꉾꑍꁯꌠ，ꊋꃤꐯꒈ，ꈀꄸꑌꐯꉮꈔꀋꄐꌠꃆꂮꉉ。 

D.ꋋꆹꉒꇁꉾꑋꁯ，ꐯꌉꐮꆳꄉꈔꑍꌠꃆꂮꉉ。 

【ꀱꅇ】 C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ꐊꐨꐱꏓꄐꅍꎖꉚꌠ。 

3.ꐰꏭꅇꇬꁱꂷꌐꄀꄉꂶꌠꉉꋊꇬ，ꎃꊒꋈꌠꆹ 

ꂸꆧꄮ．ꇌꋠ，ꍵꐛꉐꌦꃅ，ꈩꋒꃜꇌꋠ，ꃅꑄꄂꅪꈫ。 

A.“ꄮ”ꆹꄮꁧꄜ。 

B.“ꄮ”ꆹꐮꉂꐮꄮꌠꄜ。 

C.“ꄮ”ꆹꇄꌠꇬꄜ。 

D.“ꄮ”ꆹꄮꈉꄜ。 

【ꀱꅇ】 B 

【ꉉꀽ】 ꋋꄝꆹꌶꌺꏂꀨꄯꒉꅇꉙꄜꇐꌧꐨꎖꉚꌠ。 

4.ꉎꏯꁱꇐꊭꊙꈧꌠꈐꏭꅇꂷ“ꂸꁏꇁꎜꄉ”ꄷꋋꇬꄜꇐꉉꎼꇁ。 

【ꀱꅇ】 ꂸꁏꇁꎜꄉꌠꆹ，ꋌꉈꆏꁏꀋꉆꆽꀋꉆꄷꏤꄉꌠꄜ。 

【ꉉꀽ】 ꋋꄝꆹꌶꌺꏂꀨꄯꒉꐊꇐꌧꐨꎖꉚꌠ。 

5.ꅇꀨꋭꋽꑠꇬꌌꉎꏯꁱꇐꊭꊙꈧꌠꅇꀨꋉꎼꇁ。 

【ꀱꅇ】《ꉒꐈꉾꐈꀥ》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ꐊꇐꇬꈴꄉꅇꀨꋉꌠꄐꅍꎖꉚꌠ。 

三、表达 

ꅺꌡ14  ꁱꇐꁰꄻ：60ꃏ 

ꆈꌠꇐꀳꇬ“ꑌꑿꆫꌠꁨ，ꆿꍯꃅꌠꋠ”ꄷ，ꋋꑌꀋꐯꐤꀋꁨ，ꐧꇁꃰꊿꆹꐭꃅꐭꊌ，ꒉꃅꒉ

ꊊ，ꀋꃅꀋꑽꆏꑞꑌꇫꅐꇁꀋꉆ。ꆏꑴꌠ“ꃅꇁꑽꐪꌋꆀꊌꐨꐮꃆꂮ” ꌌꌧꅇꁉꅇꃅꄉꁱꇐꁬꁱꎼ

ꇁ。 

ꁰꄻꄮꇬꋓꉪꁨꌶ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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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ꂱꑱꁱꇐꄜꀨꇬꈴꄉꅇꀨꋉꌊꁱ； 

②ꉙꇐꉇꄉꈭꐨ，ꁱꉻꐛꏦꑞꁱꑌꉆ； 

③ꀋꄸꄷꁱꇐꈐꏭꊾꂓ、ꃄꂓꑠꁱꈇꇬꆏ、ꂓꃶꐚꌠꄡꁱ； 

④ꌞꃤꌋꆀꁱꇐꀉꁁꑠꇬꉜꄉꐒꀋꉆ； 

⑤ꁱꂷ600ꂷꈋꉐꐥꃅꁱ。 

【ꀱꅇ】 ꁱꇐꁱꇬꄀꀋꄉ。 

【ꉉꀽ】 ꋋꄝꆹꌶꌺꇖꂟꐨꈴꄉꁰꄻꄐꅍꎖꉚꌠ。 

 

附录 彝语文课外阅读推荐书目 

1.《ꂘꃅꄯꒉ》   

2.《ꅺꊈꄯꒉ》 

3.《ꀉꂿꅩꌺ》 

4.《ꀊꌱꑘ》 

5.《ꆈꌠꇐꀳꅇꍝ》 

6.《ꁧꀿ》 

7.《ꑋꆳꁏꌊꁦꇉꑟ》 

8.《ꆿꐪ》 

9.《ꇤꃀꀈꑘ》 

10.《ꀉꑳꀉꎓ》 

11.《ꍜꇰꀉꇐ》 

12.《ꆃꎭꉜꇐꁱꀕ》 

13.《ꋅꊂꒊꃀ》 

14.《ꆃꎭꋋꄮꉜꇐꁱꀕꌋꄉꌠ   ꉙꇐꁱꇐ》 

15.《ꆃꎭꋋꄮꉜꇐꁱꀕꌋꄉꌠ   ꌧꈿꁱꇐ》 

16.《ꆃꎭꋋꄮꉜꇐꁱꀕꌋꄉꌠ   ꁗꁱꀕꇐ》 

17.《ꆃꎭꋋꄮꉜꇐꁱꀕꌋꄉꌠ   ꉉꈻꁱꇐ》 

18.《ꐴꌋꆀ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