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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2020 年普通高考一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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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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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现行一类模式彝语文教材，确定高考彝语文学科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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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ꉌꌤꑓꀖ    ꉌꂅꑓꑣ    ꉌꐒꇁꎭ    ꉌꊢꑓꊢ 

B.ꁨꇐꄉꇐ    ꈬꊯꈬꉘ    ꃄꇖꄹꊂ    ꀨꎹꆽꃴ 

C.ꈏꇤꊋꇤ    ꑘꃅꊖꑣ    ꈐꊟꊋꊡ    ꌳꈄꀬꅑ    

D.ꄓꃀꍅꑓ    ꑘꃛꃤꃙ    ꃅꇏꂶꄟ    ꇖꊩꄟ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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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ꐰꏭꅇꉙꌐꄀꄉꈧꌠꉉꋊꌊꐛꀋꐛꋈꌠꆹ 

ꅩꌺꌡꃅꐥꇬꆹ，ꑍꆏꈧꌺ．．ꀿꃅꐥꇈꃲ，ꌊꆏꆪꌺ．．ꃀꃅꐥꇈꃲ；ꃢꁮ．．ꀉꂿꉂ，ꑇꇖꑅꇖꉂ；ꑷꊭ．．ꀉ

ꂿꉂ，ꊫꑻꊨꑻ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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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ꈧꌺ：ꉘꁮꄜ。 

B.ꆪꌺ：ꆧꁨꄜ。 

C.ꃢꁮ：ꃮꀠꄜ。 

D.ꑷꊭ：ꃬꊭꌺꄜ。 

【ꀱꅇ】 C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ꀊꆨꅇꉙꌧꐨꎖꉚ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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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ꇤꈏꑭ，ꎭꂵꌿꄿꄰꌕꀥꌠꊉꑑꋬꄹꌕꇁꈈꅇꉉꇫꑌ。ꇤꈏꇬꃆꄔꋌꐞꋍꃅꐞ，ꅡꊅꅍꑌꂾꅉꏯ

ꑌꌠꎭꂵꀉꁌꌿꄿꇇꈌꋍꁆꋌꇤꃅꇴꌧꄉꇈ，ꑊꄜꇬꑊꈜꍯꃅꄼꁱꌟꃅꄄꍅꀕꈧꌠꇙꋏꃅꄉꋍꌺꑍꂷꌠ

ꏭ：“ꀉꁌꍸꇈꌠꄢꌺꂶꌠꄚꉪꑳꊂꇓꆈꀋꃀꂶꌠꐴꑭꁭꅐꁆꏯꊐꄉꌠꉬ，ꀉꁌꉉꇬꉬꊯꌕꂷꉬꄷ。ꉡꆹ

ꎼꈎꆏꏃꊯꌕꈎꀐ，ꌩꃀꃪꇬꋦ，ꈊꋦꎷꀋꋦ；ꇌꃀꉻꇬꀀ，ꈊꀀꎸꀋꀀ。ꉢꌦꈭꐨꆏꆐꑊꑴꌠꎔꃅꐏꁇ

ꄉꅊꇈ”ꄷ。 

②ꑮꃀꌦꊂꆏ，ꌿꄿꆹꀉꄉꑌꋌꐛ，ꀉꂿꑌꋌꐛꄉꌺꍸꑍꍈꌠꀨꎹ，ꉌꂵꉪꇬ，ꌺꒉꂶꌠꆏꌌꑘꁨ

ꊖꑣꌠꉙꂘ，ꈪꑌꍣꑌꃅꄉꑘꁨꌣꈚ，ꑱꋦꇤꄂꎻꏢꉨ，ꑠꅹꌺꒉꃅꇫꆹꋍꑍꂯꌶꅉꇬꑌꀋꋻ。ꌻꑘꆹꈍ

ꃅꑌꎭꌊꁱꂷꌶꏢꉨ，ꏃꈓꄹꈎꆏꎭꌊꐭꌶꅉꇬꁱꂷꌷ，ꌻꑘꁱꂷꌷꇬꊋꇤꏡꇤꁱꂷꑌꌧꐯꌧ，ꋀꁥꌠꋌ

ꂴꅑꐺꇬꎷ，ꈁꁠꑌꀉꑌꃅꊌꋺ，ꂘꃀꉬꇮꌶꌺꀻꎆꋚꎑꂷꉬꄷꉉꌐ。ꄚ，ꐭꌶꅉꌶꅐꄉꑤꇬꐧꌶꅉꇬꌷ

ꁧꂿꄷꇬꆏ，ꌶꁌꌋꆀꄯꒉꁌꏃꊰꂷꁵꀋꄐ，ꀀꀨꈚꅍꈬꑌꀋꊌꄉꁧꀋꄐꀐ。ꉹꁌꃅ“ꀉꑳꑠꃅꁱꂷꌧꑠ

ꍈ，ꂄꈩꀐ”ꄷꌐ。ꃅꑖꆹꁱꂷꌷꁧꀋꄐꇬꆏ，ꉌꂵꐒꌌꌕꑍꌕꉖꋚꀋꋠ。ꌿꄿꃅꑖꏭ：“ꀉꑳ，ꃅꅍꎷ

ꀋꊌꀐ，ꀉꄉꆏꁳꁱꂷꌷꁧꎻꀋꏾꌠꀋꉬ，ꀁꇬꆹꑠꃅꌢꎭꎆꃀꏃꊰꂷꄷꀋꁧꏃꂷꂯꎹꅉꀋꊌꀐ，ꀉꁌꑘ

ꁨꋠꀋꁧꑘꁨꋠ，ꌳꉔꑲꆏꁱꂷꌷꄉꋋꈨꑌꌬꇎꀐ”ꄷ。ꌿꄿꅇꆹꑠꃅꉉꑴꇬꋍꇬꇉꑓꁴꊰꏭꐛ。 

1.ꁱꇐ①ꐛꊙꌠꅇꇬꇂꃴꑟꌊꑴꄉꇫꌠꅇꇐꉏꑳꏡꁈꆹ        。 

【ꀱꅇ】 ꋓꐊ 

【ꉉꀽ】 ꋋꄝꆹꌶꌺꅇꇐꉏꑳꏡꁈꌧꐨꎖꉚꌠ。 

２.ꁱꇐ②ꐛꊙꌠꆹꑞꃆꂮꁱꌠꉬ? 

【ꀱꅇ】 ꎭꂵꌿꄿꑮꃀꌦꊂꐥꐨꃆꂮꁱꌠ。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ꐊꇐꎥꃪꐱꏓꄐꅍꎖꉚ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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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ꀉꂿꅩꌺꑠꍈꑌ，ꀿꇁꃀꉂꆺꀕꂂꍈꄸ，ꃺꇁꑌꉂꉙꀕꐙꍈꄸ，ꃈꉂꑓꁴꑰꀕꇣꍈꄸ，ꐋꇁꊈ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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ꑖꈈꀕꍈꄸ。ꅩꌺꀿꉂꇱꋓꍬꂯꑌ，ꇱꋓꍬꀕꈤꇁꇐ，ꅩꌺꀿꉂꈤꂸꉆꑟꃲ。ꅩꌺꃀꉂꇁꄿꋖꂯꑌ，ꇁꄿ

ꋕꀕꈤꇁꇐ，ꅩꌺꃀꉂꈤꂸꉆꑟꃲ，ꅩꌺꎮꑍꅉ! 

②ꀉꂿꅩꌺꑌ，ꀃꀿꀁꇨꆹ，ꈌꇨꉌꂸꇨ；ꌡꀿꀁꇨꆹ，ꈌꇨꉌꇨꋧꇊꃲ。ꅩꌺꌡꃅꐥꇬꆹ，ꋙꋠ

ꌡꇇꉜꁧꃲ，ꒉꅝꌡꈌꉜꁧꃲ，ꃢꈚꌡꑓꉜꁧꃲ。ꌿꂷꎭꇬꐊ，ꌿꊏꎭꑓꊴꇈꃲ；ꍶꂷꑿꇬꐊ，ꍶꃚꑾꑓ

ꊴꇈꃲ；ꁮꐥꉷꃅꅐ，ꏜꋠꐉꂸꊌ，ꋍꇬꂾꐞꀕꇈꃲ；ꅪꐥꌡꃅꅐ，ꉉꈿꐋꂸꊌ，ꋍꇬꇖꈭꀕꇈꃲ，ꅩꌺ

ꎮꑍꅉ! 

1.ꁱꇐ①ꐛꊙꌠꇬꅩꌺꀿꉂꃀꉂꐨꆹ        。 

【ꀱꅇ】 ꅩꌺꀿꉂꃀꉂꆺꀕꂃ，ꀿꃀꉂꐪꈤꀋꉆ。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ꐊꇐꐱꏓ、ꉪꇐꉂꐪꌌꉪꄐꅍꎖꉚꌠ。 

２.ꁱꇐ②ꐛꊙꌠꉜꀘꄉꅇꀱ，ꅩꌺꌡꃅꐥꇬꈍꃅꐥ? 

【ꀱꅇ】 ꋙꋠꌡꇇꉜ，ꒉꅝꌡꈌꉜ，ꃢꈚꌡꑓꉜꁧꃲ。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ꉜꀘꄉ，ꊿꌡꁱꃆꂮꌧꐨꎖꉚ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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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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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考试范围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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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行一类模式彝语

文教材为主要依据，可结合二类模式彝语文教材和我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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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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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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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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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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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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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ꐰꏭꅇꇬꈐꏭ，ꁱꂷꌐꄀꄉꂶꌠꐭꃚꋉꑽꋈꌠꆹ 

A.ꉢꂿꑘꑴꉴ．（hap）ꇬꄉꎆꃀꋊ。 

B.ꆪꑭꇂꃴꁡꇤꒊꇙꒋ．（yyx）ꇙꃅꉠꑓꐛꇁ。 

C.ꃽ．（vyp）ꇇꋍꇱꎰ，ꀋꐱꉬꅊꇈ。 

D.ꋍꂷꎭꂯꆹ，ꎽ．（shup）ꇑꃏꆹꃅ，ꑳꈫꑳꇋꏮ。 

【ꀱ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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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ꁱꂷꐭꃚꌧꐨꎖꉚꌠ。 

ꅺꌡ2 ꐰꏭꅇꉙꈧꌠꇬꁱꂷꁱꑽꌠꐊꋈꌠꆹ 

A.ꉌꌤꑓꀖ    ꉌꂅꑓꑣ    ꉌꐒꇁꎭ    ꉌꊢꑓꊢ 

B.ꁨꇐꄉꇐ    ꈬꊯꈬꉘ    ꃄꇖꄹꊂ    ꀨꎹꆽꃴ 

C.ꈏꇤꊋꇤ    ꑘꃅꊖꑣ    ꈐꊟꊋꊡ    ꌳꈄꀬꅑ    

D.ꄓꃀꍅꑓ    ꑘꃛꃤꃙ    ꃅꇏꂶꄟ    ꇖꊩꄟꃀ 

【ꀱꅇ】 D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ꁱꂷꌧꐨꎖꉚꌠ。 

ꅺꌡ3 ꐰꏭꅇꉙꈧꌠꉬꇮꌊꄜꅇꉬꌐꋈꌠꆹ 

A.ꀉꒉ—ꀄꊭ  ꁭꅐ—ꁮꐚ  ꒈꀑ—ꒈꂪ  ꀏꏯ—ꄩꏯ 

B.ꎔꃨ—ꉾꃪ  ꅶꁉ—ꍤꁆ  ꌄꆣ—ꀻꎆ  ꇀꃼ—ꇀꑳ 

C.ꅇꄸ—ꅇꂄ  ꑊꏦ—ꎲꄏ  ꌟꃅ—ꌠꋋ  ꈝꐮ—ꊋꋠ 

D.ꌢꎭ—ꐞꄿ  ꐵꑷ—ꃱꑿ  ꂿꃅ—ꃄꅉ  ꉇꎞ—ꁨꆹ 

【ꀱꅇ】 A 

【ꉉꀽ】 ꋋꄝꆹꌶꌺꌊꄜꅇꌧꐨꎖꉚꌠ。 

ꅺꌡ4 ꐰꏭꅇꌐꂷꌬꑽꋈꌠꆹ 

A.ꀿꌗꃀꌗꊷꆣꀕ，ꃰꌗꉈꌗꈺꄂꀕ。 

B.ꌞꃅꈁꎔꎗ，ꀀꃅꉂꀋꋌ。 

C.ꆏꆃꎭꃅꈋꑟꇁꋺꀕ。 

D.ꉪꏤꑳꐮꍯꃅꄼꁱꄄꍅꀕ。 

【ꀱꅇ】 C 

【ꉉꀽ】 ꋋꄝꆹꌶꌺꅇꌐꂷꌧꐨꎖꉚꌠ。 

ꅺꌡ5 ꐰꏭꅇꇬꐛꀋꒆꇫꌠꆹ 

A.ꁦꀑꌩꋦꆈꊉꀕ，ꁧꐧꌩꃨꇓꃨꀕꈍꀕ，ꎿꐛꃴꇉꀕꌠꁧꑭꆏ。 

B.ꒉꄩꄇꋒꌊꌋꏣ，ꋋꑌꆀꇁꉷꌺꈴꃅꌒ。 

C.ꃰꊿꆹꀊꆨꅑꅸꇁꇯꆐꉌꊭꌟꃅꐚꐺꑟꉂ。 

D.ꉢꆅꌊꋰꀋꄐꃅꀋꈨꅉꀋꐥꃅꏅ。 

【ꀱꅇ】 A 

【ꉉꀽ】 ꋋꄝꆹꌶꌺꅇꇬꐛꒆꐛꀋꒆꃆꂮꊨꇽꄐꅍꎖꉚ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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ꅺꌡ6 ꐰꏭꅇꇐꉏꑳꏡꁈꊿꌟꃅꁱꇫꌠꆹ 

A.ꉪꇩꏤꆹꊿꋅꉬꊰꃘꁯꐥ，ꊿꋅꉬꊰꃘꁯꌠꆹꋯꑌꊿꋍꁯꌡ。 

B.ꉠꃅꄷꆹꀒꎂꐛ，ꀊꄶꇬꁧꎔꇈꃨ，ꒉꎔꃪꎔ。 

C.ꑋꆳꂃꏂꂃꅪꈚꄉꒈꌠꀕꃅꇁꌊꊖꆈꅔꊂꑟ。 

D.ꑋꅐꑋꈌꁏ，ꑋꈌꉙꏦꀕ，ꈬꌩꈬꇓꃨꈍꀕ，ꈬꉘꈬꃪꐭꌷꀕ。 

【ꀱꅇ】 C 

【ꉉꀽ】 ꋋꄝꆹꌶꌺꅇꇐꉏꑳꏡꁈꌧꐨꎖꉚꌠ。 

ꅺꌡ7 ꐰꏭꅇꉙꌐꄀꄉꂶꌠ“ꈂꀸ”ꄜꂶꌠꆹ 

A.ꊨꊭꈛꁧꈌ．ꌠꎭ，ꋍꑍꌕꈭꄓꌠꎭ，ꋍꑍꌔꈌꐆꌠꎭ。      

B.ꀃꀿꀁꇨꆹ，ꈌ．ꇨꉌꂸꇨ；ꌡꀿꀁꇨꆹ，ꈌꇨꉌꇨꋧꇊꃲ。 

C.ꉢꀄꊭꃅꋍꑍꈌ．ꑝꋻꄉ，ꀋꃉꆏꈌꂿꇬꉌꂵꏸꏦꌦꄉꏽ。 

D.ꀉꇤꆏꀃꑍꋚꃅꇬꈍꃅꀕꌠꉬ，ꋂꈌ．ꌦꄉꏽꀐꂼ！ 

【ꀱꅇ】 B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ꅇꉙꄜꇐꌧꐨꎖꉚꌠ。 

ꅺꌡ8 ꐰꏭꊱꁨꐨꈴꄉꈥꊐꇬ，ꎃꊒꋈꌠꆹ 

ꁦꀑꏂꐎꈚ，ꎺꌺꊪꇖꀵ，ꇿꑌꃰꎍꐍꊭꀕ，ꀋꇊꆏꂪꌦꀊꐎꁬꄸꃄꅉꇬꉱꄉꌠꌡ，ꈜꀕꇈꎰꆳꍠ

ꀕꃅꁏꌊꊽꈁꑓꌸꇬꈻꃅ      ，ꀋꇊꆏꅅꃅꏼꌌꍓꌠꌡ 。ꃪꈿꄹꄧꆫꌠꂿꌠꑞꑌꈻꁧꌐꀐꌠꉥ，ꅳ

ꀧꍔꄉꅲꇬꌕꃅ      ，ꊿꋌꎼ      ꏭꃅꐙ。 

A.ꌕꈈꀕ、ꉌꌤꑓꀖ、ꈺꄂꀕ      

B.ꌕꈈꀕ、ꈺꄂꀕ、ꉌꌤꑓꀖ  

C.ꈺꄂꀕ、ꉌꌤꑓꀖ、ꌕꈈꀕ    

D.ꈺꄂꀕ、ꌕꈈꀕ、ꉌꌤꑓꀖ   

【ꀱꅇ】 D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ꅇꉙꌌꎃꊒꃅꌬꄎꌬꀋꄐꃆꂮꎖꉚꌠ。 

ꅺꌡ9 ꐰꏭꁱꇐꌋꆀꁰꄻꊿꐯꇯꎼꇁꇬꐛꀋꐛꋈꌠꆹ 

A.《ꃅꃤꄮꇬ，ꉢꎺꉠꀉꂿꄀ》       ꃺꃼ 

B.《ꉢꎺꆏꄀ》       ꏬꃀꆿꌺ 

C.《ꐴꌋꆀꃨ》       ꀈꆺ 

D.《ꒈꀮꃆꂮꁮꅉ》      ꏃꎖꍀꉈ 

【ꀱꅇ】 B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ꁰꄻꌧꃀꁱꇐ、ꁱꀕꌧꇐꌧꐨꎖꉚ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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ꅺꌡ10 ꐰꏭꅇꂷꈧꌠ，ꋍꊂꏂꀨꄯꒉꋐꌠꈐꏭꅇꂷꀋꉬꇫꌠꆹ 

A.ꉂꐪꀊꌱꁨ，ꑍꇁꌊꉂꏿ。     ———《ꀊꌱꑘ》 

B.ꅪꎔꆀꃅꐥ，ꂸꎭꅩꂷꇬꂸꐊ。    ———《ꀉꂿꅩꌺ》 

C.ꌕꈭꌕꊰꏁ，ꊈꒆꑌꆊꄃ，ꐧꒆꑌꌧꋬ。  ———《ꅺꊈꄯꒉ》 

D.ꐧꃅꀉꌺꇖ，ꀘꌧꆀꐪꌧ，ꆀꐪꌧꊂꊎ。  ———《ꂘꃅꄯꒉ》 

【ꀱꅇ】 C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ꏂꀨꄯꒉꐊꇐꐝꉅꃆꂮꎖꉚꌠ。 

ꅺꌡ11 ꃅꃴꃄꅉꄅꀕꐰ，ꃰꊿ①ꄅꀕꑍ；ꃄꅉꁠꈪꆏꋙꋦ，ꃰꊿ②ꆏꑘꃅ。 

【ꀱꅇ】 ①ꀞꃀ  ②ꈪꑌ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ꇐꀳꌧꐨꎖꉚꌠ。 

ꅺꌡ12 ꉂꃅꉂꌠꋍꑍꌕꃢꂾꑌꉂ，ꌂꃅꌂꌠꌕꈎ③ꂾꑌꌂ；ꉂꃢꉂꈚꏝꁧꅾꉘꀕ，ꉂꋚꉂꒉꉏꀑ

④，ꉂꅇꑟꅅꇬꇉꐝꑌꀕ。 

【ꀱꅇ】 ③ꋍꃢ  ④ꉨꍚꀕ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ꅇꅧꌧꐨꎖꉚꌠ。 

ꅺꌡ13 ꁍꃀꅩꒌꑌ，ꄀꉜꆹꂿꄷ，ꄀꈩꆹꂿꄷ，ꄀꌦꌕꄧꊰ，ꁍꃀꅩꒌꌸ。ꂸꌸꇏꆹꌸ，ꋍꄩꀑ

ꊂꌸ，ꀍꏶꈬꄅꈴ；ꋍꄩꐧꊂꌸ，⑤ꈬꄅꈴ；ꋍꄩꂪꊂꌸ，⑥ꈬꄅꈴ。 

【ꀱꅇ】 ⑤ꏃꏾ  ⑥ꂃꂪ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ꏂꀨꄯꒉ《ꅺꊈꄯꒉ》ꈐꏭꌧꇐꌧꐨꎖꉚꌠ。 

ꅺꌡ14 ꀿꎝꌺꁯꆹ，ꀿꃀꁦꄻꃅ，⑦ꑳꃴꄀ；ꌺꎝꀿꁯꆹ，ꑮꒃꌺꁵꇈ，⑧ꋦꐨꌆ。 

【ꀱꅇ】 ⑦ꁌꈄ  ⑧ꌺꇖ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ꏂꀨꄯꒉ《ꂘꃅꄯꒉ》ꈐꏭꌧꇐꌧꐨꎖꉚꌠ。 

ꅺꌡ15  ꅽꇂꉣꑊꉂꇁꑟꅇꆹ，ꏬꌌ⑨ꈨꆹꃲ，ꏷꌺꑍꍈꆧꃴꍃꄉꆈꆹꃲ；ꆳꌌ⑩ꈨꆹꃲ，ꏰ

ꌺꑍꍈꄂꃴꁿꄉꋶꆹꃲ。 

【ꀱꅇ】 ⑨ꃅꈯ  ⑩ꅔꐎ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ꏂꀨꄯꒉ《ꀊꌱꑘ》ꈐꏭꌧꇐꌧꐨꎖꉚꌠ。 

ꅺ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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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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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ꉉꀽ】 ꋋꄝꆹꌶꌺꉌꈲꅇꂷꁱꂷꁎꆦꌊꆈꌠꅇꂷꁱꂷꃅꌠꄐꅍꎖꉚꌠ。 

二、阅读 

（一）现代文阅读 

ꅺꌡ17 ꐰꏭꁱꇐꁬꌠꉜꀘꄉ，（1）—（3）ꄝꌠꅇꀱ。 

①ꌋꐓ，ꃅꒉꆈꏸꀕ，ꆼꏦꁡꇤꑶꋦꊰꉆꁯꌠꋓꃱꎾꃝꌟꃅꌙꈈꀕ。ꄚ，ꎭꂵꌿꄿꄰꀃꈈꐛꁓꌟꃅ

ꍝꇖꑓꈜꁬꌠꇬꃅꁨꅩꇉꃅꇬꊎꁨꑴꌦ。 

②ꇤꈏꑭ，ꎭꂵꌿꄿꄰꌕꀥꌠꊉꑑꋬꄹꌕꇁꈈꅇꉉꇫꑌ。ꇤꈏꇬꃆꄔꋌꐞꋍꃅꐞ，ꅡꊅꅍꑌꂾꅉꏯ

ꑌꌠꎭꂵꀉꁌꌿꄿꇇꈌꋍꁆꋌꇤꃅꇴꌧꄉꇈ，ꑊꄜꇬꑊꈜꍯꃅꄼꁱꌟꃅꄄꍅꀕꈧꌠꇙꋏꃅꄉꋍꌺꑍꂷꌠ

ꏭ：“ꀉꁌꍸꇈꌠꄢꌺꂶꌠꄚꉪꑳꊂꇓꆈꀋꃀꂶꌠꐴꑭꁭꅐꁆꏯꊐꄉꌠꉬ，ꀉꁌꉉꇬꉬꊯꌕꂷꉬꄷ。ꉡꆹ

ꎼꈎꆏꏃꊯꌕꈎꀐ，ꌩꃀꃪꇬꋦ，ꈊꋦꎷꀋꋦ；ꇌꃀꉻꇬꀀ，ꈊꀀꎸꀋꀀ。ꉢꌦꈭꐨꆏꆐꑊꑴꌠꎔꃅꐏꁇ

ꄉꅊꇈ”ꄷ。 

③ꌺꑍꂷꌠꋌꇰꏭꃅꄗꇬꊼꇅꑌꈭꐨꆏ，ꈀꄸꑌꋋꆹꀉꁌꍸꇈꌠꐎꂷꈧꌠꄜꌠꉪꐙꀐ。ꌺꒉꃅꇫꁱ

ꀋꐭꃅꋍꀉꄉꅇꅲꄉꀍꉞꇫꑌ。ꃅꇫꁱꂷꀕꀋꌧ，ꄷꀋꁧꉌꈲꉙꇯꁁꌧꁁꀋꌧ，ꄚ，ꋌꀋꎪꀋꑴ，ꈪꑌꇔ

ꍣꐋꅉꊈꅉ，ꋍꀉꄉꉌꂵꂶꌠꋌꑌꌊꐺ，ꋌꉪꇬꀿꃀꉉꌠꆹꀋꉬꇬꀋꐥꏭꃅꐙ。 

④ꌻꑘꃅꑖꋍꀉꄉꅇꈧꌠꈨꇬꆏꋌꇰꏭꃅꄗꇬꊼꇅꑌꇈꉉꀬꉉꀋꀬꃅ：“ꉌꈲꉉꇬꇇꌒꌕꂷꎑꈧꌠ

ꄈꀊꅰꃅꁌꐥꄷ，ꀉꁌꃤꋋꈨꈍꃅꐙꌠꉬꀋꐚ”ꄷ。 

⑤ꃅꑖꅇꂷꉉꀋꌐꌦꇬꆏ，ꋍꀉꄉꇨꇅꃃꐆꃅ：“ꅽꉌꂵꑞꉪꌠꉬ，ꀖꌌꃷꋠꏢꉨꅀ?ꌺꄸꇖꄸꌠ

ꑲꆀꀿꃀꍸꇐꃷꋠꑵ，ꌺꁘꌺꇁꅽꑠ，ꀿꃀꍸꇐꃷꋠꌠꀄꂼꇬꂯꈌꅥꃬꅥꇬꁳꄡꑟ”ꄷꇈꑓꋪꋌꋘꌻꑘꉜ

ꄉ，ꃅꑖꀋꇊꆏꉈꑴꋍꈨꉉꂿꉂꌠꌡ，ꄚꅇꋊꎼꇁꀋꀬꀐ。 

⑥ꅇꋋꈨꉉꌐꈭꐨꆏ，ꀋꁧꀉꌺꌕꀥꌠꂱꑱꉪꐨꂱꑱꀵꀀꁧꀐ。 

⑦ꎭꂵꀉꁌꈍꃅꀀꑌꀀꃅꃹꒉꀋꅲ，ꀬꍔꃅꉪꅷꀋꑟꅉꀋꐥ。ꋍꀉꂿꈍꄮꌦꌠꆹꋌꀕꀋꎺ，ꊿꉉꇬ

ꋌꈭꀋꏝꃅꋍꀉꂿꌦꌠꉬꄷ，ꄚꋍꀉꄉꃀꐚꌠꆹꈍꄮꑌꎺꇊꐝꄧꀕꇬꎷ。 

⑧ꀊꋨꄹꈎꋌꊯꌕꈎꄉ，ꇈꈬꂷꋐꅉꇬꄉꊿꇴꌊꀁꇬꑟꇁꇬꆏ，ꋍꀉꄉꆄꃚꇫꎍꅊꇈ。ꊿꋍꀉꄉꀨ

ꎹꈧꌠꉬꇮꅐꁧꌐꇬꆏ，ꋍꀉꄉꌗꃀꌗꌺꐮꑘꀋꒃꃅꋍꏭ：“ꄢꌺꂶꌠꄚꑳꊂꇓꆈꀋꃀꂶꌠꁭꅐꁆꏯꊐ

ꄉ，ꉬꊯꌕꂷꉬ，ꆏꑴꌠꎔꃅꐏꁇꄉꅊꇈ，ꌺꄸꇖꄸꌠꑲꆀꀿꃀꍸꇐꌬ……”ꋍꀉꄉꅇꂷꋋꇬꉉꌐꇬꆏꇫ

ꈴꁧꀐ。 

⑨ꋍꀉꄉꌦꊂꋌꐤꇨꐤꊋꃅꀕꐎꊯꊪꈎꐥ，ꌩꏓꒉꇸ，ꐥꐨꈌꌠꌈꌠꈍꑋꇫꈴꁧꀋꐚꑲꆀꑮꃀꁌꐎ

ꉬꂷꌠꁵꌐ，ꐧꇁꃰꊿꇫꐥꌠꎭꐨꈤꌐꄭꂷꀋꐥ，ꌺꒉꍇꌠꉆꈓꄹꈎꆏꋍꑮꃀꆄꃚꃅꇬꅜꌦꀐ。ꌿꄿꌋꆀ

ꋍꑮꃀꑋꆹꇯꍝꃅꐮꉂꌠꃌꒆꋒ，ꋍꑊꐮꉈꇬꑓꇬ，ꐯꀋꂿꋚꀋꋠ，ꑮꃀꆅꃚꇬꅜꇬꆏ，ꌿꄿꋌꎼꑬꃶꈛ

ꂿꍬ。ꑊꋌꈹꇿꑴꄷꄉ，ꀁꇬꍶꑿꉬꋓꅱꄜꁨꌠꑌꀋꆏꃅꌌꒌꋊꆠꀠ、ꑊꋌꈹꌐꀐ，ꄚꀉꑳꀉꂿꆅꄡꇗꌒ

ꇁꀱꀋꋦ。ꊁꆏꈀꄸꉉꇬꑌ，ꊿꋋꂷꆹꌌꁬꋌꄐꁧꑲꆏꌒꄷ，ꌿꄿꊨꏦꑌꑠꃅꉪ，ꄚꑷꈐꈥꇤꀕ，ꁬꋌ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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ꅍꀋꊌꀐ。ꌿꄿꉪꅷꀋꑟꅉꀋꐥ，ꂛꊨꋊꃤꅍ，ꏣꃀꏣꑟꅍ，ꉛꂿꎅꂷꇬꀋꐥ。 

⑩ꊁꆏꃅꅍꎷꀋꊌꃅꉪꅷꑳꊂꇓꆈꀋꃀꂶꌠꐴꑭꀿꃀꍸꇐꍇꌠꇬꑟ。ꉪꅷꑮꃀꋍꑊꉂꏣ，ꉪꅷꋍꌺ

ꑍꍈꌠꄀꇬꆏ，ꌿꄿꀋꇝꃅꊨꃀꀸꋌꄌꌊꑳꊂꇓꆈꀋꃀꑭꑟ。 

ꌿꄿꀋꇊꊨꄷꇬꆏ，ꋍꀉꄉꌥꄮꇬꉉꄉꇈꌠꅇꂷꇫꌠꋍꅳꀧꇬꈌꐚꇁ，“……ꎔꃅꐏꁇꄉꅊꇈ，

ꌺꄸꇖꄸꌠꑲꆀꀿꃀꍸꇐꌬ。”ꌿꄿꇇꆹꏯꄹꊰꇈꊨꃀꀸꌠꑌꊰꃄꅉꇬꅞ。 

ꑠꅹꀉꑳꀉꂿꆄꃚꃅꏃꑍꀀꇈꇫꈴꁧꀐ。 

ꑮꃀꌦꊂꆏ，ꌿꄿꆹꀉꄉꑌꋌꐛ、ꀉꂿꑌꋌꐛꄉꌺꍸꑍꍈꌠꀨꎹ，ꉌꂵꉪꇬ，ꌺꒉꂶꌠꆏꌌꑘꁨ

ꊖꑣꌠꉙꂘ，ꈪꑌꍣꑌꃅꄉꑘꁨꌣꈚ，ꑱꋦꇤꄂꏢꉨ，ꑠꅹꌺꒉꃅꇫꆹꋍꑍꂯꌶꅉꇬꑌꀋꋻ。ꌻꑘꆹꈍꃅ

ꑌꎭꌊꁱꂷꌶꏢꉨ，ꏃꈓꄹꈎꆏꎭꌊꐭꌶꅉꇬꁱꂷꌷ，ꌻꑘꁱꂷꌷꇬꊋꇤꏡꇤꁱꂷꑌꌧꐯꌧ，ꋀꁥꌠꋌꂴ

ꅑꐺꇬꎷ，ꈁꁠꑌꀉꑌꃅꊌꋺ，ꂘꃀꉬꇮꌶꌺꀻꎆꋚꎑꂷꉬꄷꉉꌐ。ꄚ，ꐭꌶꅉꌶꅐꄉꑤꇬꐧꌶꅉꇬꌷꁧ

ꂿꄷꇬꆏ，ꌶꁌꌋꆀꄯꒉꁌꏃꊰꂷꁵꀋꄐ，ꀀꀨꈚꅍꈬꑌꀋꊌꄉꁧꀋꄐꀐ。ꉹꁌꃅ“ꀉꑳꑠꃅꁱꂷꌧꑠ

ꍈ，ꂄꈩꀐ”ꄷꌐ。ꃅꑖꆹꁱꂷꌷꁧꀋꄐꇬꆏ，ꉌꂵꐒꌌꌕꑍꌕꉖꋚꀋꋠ。ꌿꄿꃅꑖꏭ：“ꀉꑳ，ꃅꅍꎷ

ꀋꊌꀐ，ꀉꄉꆏꁳꁱꂷꌷꁧꎻꀋꏾꌠꀋꉬ，ꀁꇬꆹꑠꃅꌢꎭꎆꃀꏃꊰꂷꄷꀋꁧꏃꂷꂯꎹꅉꀋꊌꀐ，ꀉꁌꑘ

ꁨꋠꀋꁧꑘꁨꋠ，ꌳꉔꑲꆏꁱꂷꌷꄉꋋꈨꑌꌬꇎꀐ”ꄷ。ꌿꄿꅇꆹꑠꃅꉉꑴꇬꋍꇬꇉꑓꁴꊰꏭꐛ。 

    ꉪꅷꄚꑟꇬꆏ，ꌿꄿꀋꇊꆏꀉꑳꂷꊵꑵꈨꃅꑽꌠꀋꏮꑓꁴꀑꈑꇉ。ꑠꄮꇬꆏꃬꀮꑌꋍꄲꇴꀐ，ꋍ

ꌺꑍꂷꌠꑌꄡꇗꀀꑌꇴꀋꅲꏭꐛ。 

    ꊁꄹꈎꃅꑌꄮꐰꆏꎭꂵꀉꁌꌿꄿꃀꐚꇫꈴꁧꀐ。 

    ꐋꀨꐥꊈꏣꃀꏣꑟꇬꈀꇁꌠ：“ꎭꂵꀉꁌꌿꄿꆹꎭꇗꈧꊰꀕꂷꉬ，ꂴꆏꀿꆹꍸꏜꃀꆹꇜꅼ，ꊁꆏ

ꀉꋒꀕꀊꏀꏃꃅꀿꍸꃀꅐ，ꀋꃅꌦꇬꑋꇋꏢꊌꀋꄐ”ꄷꇬꏭꎭꃅꉈꌐ。 

    ꌋꐓ，ꃅꅂꐍꐷꀕ，ꆼꏦꁡꇤꑶꋦꊰꉆꁯꌠꄡꇗꌙꈈꀕ，ꎭꂵꌿꄿꄰꇤꈏꑭꃅꇫꌋꆀꃅꑖꑋꀋꆏ

ꃅꇬꊎꊉꑑꋬꄹꇫꑌꑴꌦ。 

（1）ꁱꇐ⑨— ꐛꊙꌠꀑꐱꃅꑞꈨꃆꂮꁱꌠꉬ? 

【ꀱꅇ】 ꀉꄉꌦꊂ，ꌿꄿꐥꐨꐥꄸꌋꆀꀉꄉꃴꂷꋜꅇꋍꏭꁧꏖꃆꂮꁱꌠꉬ。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ꐊꇐꐱꏓꄐꅍꎖꉚꌠ。 

（2） ꁱꇐꋌꁬꁱꉻꆹꑞꉬ? 

【ꀱꅇ】 ꌧꈿꁱꇐ。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ꁱꉻꃆꂮꌧꇐꎖꉚꌠ。 

（3） ꆏꉜꇬꀎꋏꀿꃀꍸꇐꌬꋭꀕ?ꑞꐛꅹ? 

【ꀱꅇ】 ꌬꋭ，ꎆꃀꆿꂷꌌꎆꀱꎆꎹ,ꀊꅰꃅꌣꈚꐞꄿꇁꄡꑟ。 

【ꉉꀽ】 ꋋꄝꆹꌶꌺꊿꐥꁌꐨꉜꐨꃆꂮꎖꉚꌠ。 

ꅺꌡ18 ꐰꏭꁱꇐꁬꌠꉜꀘꄉ，（1）—（4）ꄝꌠꅇ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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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ꀉꑳꃅꄉꇬꁮꅉꑠꂷꈨꋺ：ꀋꉊꆹ，ꊖꋒꁯꄸꆹꐛꑿꌡ，ꇭꀧꂷꐭꑾꌙꀕ，ꅏꊭꏷꐥꀕ，ꈁꏾꃅ

ꐚꃅꑆꃴꇉꀕꌠꇬꐺꄎ，ꃨꁍꃨꄩꍘꄉ，ꐛꑿꌋꆀꐋꀨꐮꉂꐮꄮꐮꉾꌠ。ꑠꃅꑴꇬ，ꊖꋒꁯꄸꆏꑘꃅꊖꑣ

ꀋꏾ，ꐛꑿꈍꃅꇬꏭꉉꑌꆐꀋꉬꇈ，ꇨꇅꃃꌌꋌꐚꁧꀐ。ꃅꑍꃅꉖꀊꉗꃅꐛꇬꆏ，ꊖꋒꁯꄸꅏꊭꀋꅑꆘ

ꅝ，ꇭꀧꂶꌠꑌꀑꆹꂪꆹ、ꄿꆸꀮ、ꎵꑳꀕꃅꐙꄉ，ꇳꉻꐈꌌꇣꋲꇤꑞꃅꐙꆘꅝꀐ。ꋌꑊꏦꌊꐛꑿꂿꀋꀬ

ꃅ，ꂇꊖꆊꇬꃹꁧꇈ，ꅐꇁꀋꅲꀐ。 

②ꁮꅉꋋꂷꆹꅲꅍꐥꒉꅍꐤꂷ。ꇭꀧꒆꀉꒉꈭꐨꆏ，ꋋꆹꀊꉘꁮꅉꂷꀉꄂꉬꌠꉢꅉꐚꀐ。ꌟꒉꈧꌠ

ꁮꅉꅲꌒꋋꂷꌧꇬꎷꌠꆹ，ꉪꊇꉙꂘꌌꑘꃅꊖꑣꏾꇁꎻꂿꉂꌠ。 

③ꃶꐚꃅꇬ，ꊖꋒꁯꄸꆹꎭꐓꅧꐕꌠ“ꌶꀠ”ꉬꑴ！ꑘꃅꁡꇤꆹ，ꇿꑌꊖꋒꁯꄸꐪꌐꁮ，ꋍꌬꍩꇿ

ꑌꐥꄉ，ꑘꃅꊿꌌꁌꇐꈤꌠꃅꄉꇬꎷ。ꋌꋍꑍꌠꊖꆊꇬꀀꄉꂇꋍꏯꅞꌦꂇꀋꏯꅞꌦꃅ，ꀋꆏꃅ“ꃄꃹꃄ

ꌙ”ꇬꎷ，ꃅꌗꌋꆀꀆꐒꀉꑌꃅꊖꆊꇬꃹꒉꄎ，ꊖꆊꋌꃹꋌꆽꐮꉔꄉ，ꋦꁧꉀꒆꇎꏦꉾꐯꉾꌠꋌꄻꄉꀐ。

ꋌꃰꊿꏭꏾꃅꏾꅍꀋꐥ，ꋠꌠꆹꊗꑗꍹꐛꌠꌋꐊꐥꇐꉬ，ꐔꎼꇁꌠꆹꇑꇐꐥꊈꄊ、ꆀ、ꏧꐊꌠꑭꂂꀖꂄꑠ

ꉬ。ꃄꅉꊗꑗꋌꎼꑭꇱꀖꇱꄉ，ꃄꅉꊁꅉꋌꎼꃄꋌꃅꆊꑌꇁꀐ。ꃷꁨꊿꋌꇰꑠꈨꊿꏓꌗꎼꇁꀐ：ꀋꄸꄷꊖ

ꆊꋍꐽꎏꂰꇬꊖꋒꁯꋒ1-12ꏢꐥꑲꆏ，ꃅꐎꊰꈎꀋꈁꃅ，ꃄꅉꋌꏬꋌꀱꋌꆽꌊꃄꋌꃅꆊꑌꏬꐛꄎ。 

④ꊖꋒꁯꄸꆹꑓꋪꀋꅑ，ꈌꌟꃅꅳꁖꋽꌠꀋꅑ，ꐰꃅꌟꃅꉐꆂꁠꄻꌠꑌꀋꅑ，ꃶꐚꃅ“ꑓꁖ、ꇉ

ꁧ、ꑶꀠ”ꌕꑵꆐꅑꌠꉬꀐ。ꋋꆏ，ꋋꆹꈍꃅꑛꐺ？ꈍꃅꋌꐛꈬꇬꐥꄎ、ꀻꎆꌠꉫꆏ？ꊷꆣꀕꌠꉐꐙꄮꃅ

ꃤꄮꇬ，ꊖꋒꁯꄸꆹꀉꑌꃅꑛꅉꄩꅐꇁ。ꋌꇖꑭꀋꅑ，ꐁꑌꐂꀋꄐꀥꑌꀥꀋꄐ，ꑛꆹꑖꆹꃅꑛꐺꄉꀒꁨꆹ

ꇬꎷ。ꋌꑞꉘꇉꄉꑠꃅꑛꐺꄎꌠꉫꆏ？ꋋꆹꆊꌧꀉꇨꌠꌋꆀꇭꀧꇨꑐꋆꇌꉾꇌꃅꐙꌠꉘꇉꄉꑛꐺꌠꉬꅊ

ꇈ。ꊖꋒꁯꄸꀒꁨꑛꒉꄮꇬ，ꇭꀧꊁꐕꌠꇨꑐꂇꊗꑗꇬꃹꁧ，ꑠꃅꄉꇭꀧꊁꐕꌠꋌꎼꇙꀋꉆꑐꀋꉆ，ꋋꄮ

ꇬꆏꆊꌧꇬꈭꆊꌧꆏꍕꐯꇯ，ꇂꃺꆊꌧꆏꃛꊸꇁꄉ，ꇭꀧꀒꁨꉜꄉꎇꈻꒉ。ꊛꄉꇭꀧꂴꐕꌠꇨꑐꂇꊗꑗꇬ

ꃹꁧꄉ，ꇭꀧꂴꐕꌠꋌꎼꇙꀋꉆꑐꀋꉆ，ꋋꄮꇬꆏꇂꃺꆊꌧꍕꐯꇯ，ꈭꆊꌧꃛꊸꇁꄉ，ꇭꀧꂴꉜꄉꍕꀁꎴ

ꇁ。ꑠꃅꎇꌦꍕꌦꃅꄉ，ꊖꋒꁯꄸꀒꁨꉜꄉꑛꐺꄎꀐ。ꀋꄸꄷꆏꇇꌌꊖꋒꁯꄸꒃꒉꇬꆏ，ꑘꈘꑖꈘꃅꐙꌠ

ꆏꌌꉪꇁ，ꋋꆹꊖꋒꁯꄸꑅꇷꇬꅐꇁꌠꑗꒉꉬ。ꑗꒉꋋꈨꃅꄉꋍꇭꀧꉔꇙꏶꇙꃅꐙꇬꎷ，ꑠꃅꐙꄉꑛꐺꄮ

ꇬꊗꑗꌋꆀꐮꃝꌠꊨꒊꉆ。ꋍꈭꐨ，ꊖꋒꁯꄸꆹꌋꐳꐯꌋꐳꌠ，ꆏꐛꇬꄀꄷꆏ，ꋋꇅꃅꋌꂇꃅꐬꇬꃹꁧ。 

⑤ꊖꋒꁯꄸꆹꇮꇐꀉꇨꐯꀉꇨꌠ—“ꀱꉇꒆ”ꑠꐘꐥꑴꌦ。ꊖꋒꁯꄸꆹꊖꆊꇬꀀꇬꎷꄉ，ꑘꃅꊿ

ꃅꊨꃄꑣꄮꇬꆏꊿꊨꑍꐦꃅꆘꅝꇬꎷꑟꃅ，ꇙꀕꀉꁁꑠꉬꇬꆹꀑꇬꁮꀐꌠ。ꄚ，ꋋꆹꀋꆰꀋꊸ，ꇭꀧꊿꊨ

ꆼꈘꐕꌠꒆꌊꇭꀧꐛꒆꂷꐛꄎ，ꀋꇊꆏꐈꋓꌠꌡ。ꈜꀕꇈꋍꇭꀧꊁꐕꌠꆹ，ꀱꉇꒆꄐꅍꂴꐕꌠꏭꀋꋌ，ꀑ

ꇬꀊꏀꌠꐛꈝꐮ。ꊖꋒꁯꄸꇭꀧꆹꁸꌊꐯꀋꇊꌡꌠꀉꑌꐕꃅꄉ，ꋍꐕꋑꀋꋒꑳꁨꌡ，ꈏꇓꌷꁧꌩꏦꑞꑌꐊ

ꈴꄉ，ꌷꁧꌩꏦꋋꈨꌌꑳꐛꒆꁨꋉꐛꄎ，ꋋꆹꊖꋒꁯꄸ“ꀱꉇꒆ”ꄎꌠꁢꊧꏢꉬ。 

⑥ꊖꋒꁯꄸꆹꎃꐚꌠꇙꀕꀄꊭꑵꉬ，ꋍꋦꐥꄟꌋꆀꐛꏦꆏꌼꁙꇨ，ꋍꅐꌞꑆꊋꆹꊿꋌꇰꉜꐨꀊꏀꌌ

ꉜꄻꅐ。ꋋꆹꉢꇬꏭꈐꀋꐥꉈꀋꐥꃅꉜꌠꉜꐨꉬ。 

⑦ꀊꉘꁮꅉꀊꋨꂷꂫꎤꅇꆏꎺꑴꌦꀞ？ꊁꆏ，ꊖꋒꁯꄸꐈꌌꎭꀋꐒꅧꀋꐒꃅꑘꁨꊖꑣꉔꀐ，ꃄꅉ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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ꂿꈁꁠꐧꃬꏁꂿꀕꌠꀉꑌꈨꄻꇬꄀ—ꋋꆹꀋꃅꊖꋒꁯꄸꇭꀧꇬꐧꃬꋍꏮꋍꏮꃅꐙꈧꌠꉬ。 

﹙1﹚ꁱꇐ①ꐛꊙꌠꉜꀘꄉꅇꀱ，ꃅꑍꃅꉖꀊꉗꃅꐛꇬꆏ，ꊖꋒꁯꄸꅏꊭꀋꅑꆘꅝ，ꇭꀧꑌꐈꌌ

ꈍꃅꐙꆘꅝꀐ？ 

【ꀱꅇ】 ꀑꆹꂪꆹ、ꄿꆸꀮ、ꎵꑳꀕ。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ꐊꇐꐝꉅꄐꅍꎖꉚꌠ。 

﹙2﹚ ꁱꇐ③ꐛꊙꌠꉜꀘꄉꅇꀱ，ꊖꋒꁯꄸꋠꌠꆹ 

A．ꌩꏾꍹꐛꌠꌋꐊꐥꇐ          B．ꊗꑗꍹꐛꌠꌋꐊꐥꇐ 

C．ꁬꆰꍹꐛꌠꌋꐊꐥꇐ          D．ꏜꀖꍹꐛꌠꌋꐊꐥꇐ 

【ꀱꅇ】 B 

【ꉉꀽ】 ꋋꄝꆹꌶꌺꌷꊱꐊꇐꅇꇬꀋꉬꀋꉆꌠꐝꉅꄐꅍꎖꉚꌠ。 

﹙3﹚ ꁱꇐ④ꐛꊙꌠꉜꀘꄉꅇꀱ，ꊖꋒꁯꄸꑞꉘꇉꄉꑛꐺꄎꌠꉬ? 

【ꀱꅇ】 ꆊꌧꀉꇨꌠꌋꆀꇭꀧꇨꑐꋆꇌꉾꇌꃅꐙꌠ。 

【ꉉꀽ】 ꋋꄝꆹꌶꌺꊖꋒꁯꄸꈆꑪꌧꇐꌧꐨꎖꉚꌠ。 

﹙4﹚ ꊖꋒꁯꄸꐛꋲꐨꑞꈨꐥ? 

【ꀱꅇ】 ꎭꀋꐒꅧꀋꐒꃅꑘꃅꊖꑣꉔ、ꑓꁖ、ꇉꁧ、ꑶꀠ、ꀱꉇꒆ。 

【ꉉꀽ】 ꋋꄝꆹꌶꌺꊖꋒꁯꄸꐋꀋꌡꐨꐱꏓꄐꅍꎖꉚꌠ。 

（二）古诗文阅读 

ꅺꌡ19 ꐰꏭꀊꆨꁱꇐꉜꀘꄉ，（1）—（3）ꄝꌠꅇꀱ。 

①ꀉꂿꅩꌺꑌ，ꁯꄸꀿꂸꁨ，ꊖꆈꀿꃅꐥꇈꃲ；ꁯꆮꃀꂸꁨ，ꌧꏾꃀꃅꐥꇈꃲ。ꅩꌺꌡꃅꐥꇬꆹ，

ꑍꆏꈧꌺ．．ꀿꃅꐥꇈꃲ，ꌊꆏꆪꌺ．．ꃀꃅꐥꇈꃲ，ꅩꌺꎮꑍꅉ!ꀉꂿꅩꌺꑌ，ꅔꐎꏰꌺꋵꀕꆏꇁꇐ，ꅘꑭꎽꀮ

ꊜꀕꆏꇁꇐ，ꂶꑭꉑꀮꍺꀕꆏꇁꇐ，ꌩꑭꑙꌺꐁꐂꆏꇁꇐ，ꅩꌺꀿꇁꃀꉂꆏꂸꉆꇊꃲ；ꌩꄩꇪꀮꂾꀕꆏꇁ

ꇐ，ꌩꑭꁯꎓꂾꀕꆏꇁꇐ，ꅩꌺꀿꇁꃀꉂꆏꂸꉆꇊꃲ，ꅩꌺꎮꑍꅉ!ꀉꂿꅩꌺꑠꍈꑌ，ꀿꇁꃀꉂꆺꀕꂂꍈ

ꄸ，ꃺꇁꑌꉂꉙꀕꐙꍈꄸ，ꃈꉂꑓꁴꑰꀕꇣꍈꄸ，ꐋꇁꊈꉂꑖꈈꀕꍈꄸ。ꅩꌺꀿꉂꇱꋓꍬꂯꑌ，ꇱꋓꍬꀕ

ꈤꇁꇐ，ꅩꌺꀿꉂꈤꂸꉆꑟꃲ。ꅩꌺꃀꉂꇁꄿꋖꂯꑌ，ꇁꄿꋕꀕꈤꇁꇐ，ꅩꌺꃀꉂꈤꂸꉆꑟꃲ，ꅩꌺꎮꑍ

ꅉ! 

②ꀉꂿꅩꌺꑌ，ꇙꀕꇫꐥꌠ，ꀉꂿꂸꉂꌠꂸꐥ。ꁯꄸꀉꂿꉂ，ꀝꆽꀛꆽꉂ，ꁯꆮꀉꂿꉂ，ꅏꁏꅐꆗ

ꉂ；ꁯꎓꀉꂿꉂ，ꌩꃴꎑꄉꉂ，ꐛꑿꀉꂿꉂ，ꃪꃹꅑꄉꉂ；ꃢꁮ．．ꀉꂿꉂ，ꑇꇖꑅꇖꉂ；ꑷꊭ．．ꀉꂿꉂ，ꊫꑻ

ꊨꑻꉂ；ꑾꌺꀉꂿꉂ，ꂳꄹꌔꇬꊛꃅꉂ；ꃆꌺꀉꂿꉂ，ꈜꅪꆲꏂꄓꃅꉂ；ꇂꇤꀉꂿꉂ，ꃪꄧꇓꂃꄓꃅꉂ；

ꅩꌺꀉꂿꉂ，ꑍꇁꌊꇖꏿꃅꉂꇈꃲ，ꑓꁴꋙꊰꋠꃅꉂꇈꃲ。ꀉꂿꌩꃴꐥ，ꅩꌺꌩꃴꉂꇈꃲ；ꀉꂿꃪꃹꈴ，

ꅩꌺꃪꃹꉂꇈꃲ。ꆺꑳꀉꂿꂸꎺꄿꑴꇬ，ꁦꀑꎺꁧꂾꆏꎺꇁꃲ；ꆺꑳꀉꂿꂸꉂꄿꑴꇬ，ꇉꅶꉂꁧꂾꆏꉂꇁ

ꃲ，ꅩꌺꎮꑍ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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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ꀉꂿꅩꌺꑌ，ꀃꀿꀁꇨꆹ，ꈌꇨꉌꂸꇨ；ꌡꀿꀁꇨꆹ，ꈌꇨꉌꇨꋧꇊꃲ。ꅩꌺꌡꃅꐥꇬꆹ，ꋙꋠ

ꌡꇇꉜꁧꃲ，ꒉꅝꌡꈌꉜꁧꃲ，ꃢꈚꌡꑓꉜꁧꃲ。ꌿꂷꎭꇬꐊ，ꌿꊏꎭꑓꊴꇈꃲ；ꍶꂷꑿꇬꐊ，ꍶꃚꑾꑓ

ꊴꇈꃲ；ꁮꐥꉷꃅꅐ，ꏜꋠꐉꂸꊌ，ꋍꇬꂾꐞꀕꇈꃲ；ꅪꐥꌡꃅꅐ，ꉉꈿꐋꂸꊌ，ꋍꇬꇖꈭꀕꇈꃲ，ꅩꌺ

ꎮꑍꅉ! 

④ꀉꂿꅩꌺꑌ，ꋚꇁꒉꄸꆹ，ꑍꄸꉖꂸꄸ；ꃢꇁꈚꄸꆹ，ꈎꄸꆪꂸꄸ；ꃌꄸꒆꄸꆹ，ꍂꇊꉹꅉꀕꇈ

ꃲ。ꁍꇁꑖꄸꆹ，ꇌꃀꉈꅛꊐ；ꍋꇂꊀꄸꆹ，ꑬꈄꉈꅛꊐ；ꁭꇁꂪꄸꆹ，ꅩꌺꉈꅛꊐꇈꃲ，ꅩꌺꎮꑍꅉ! 

⑤ꀉꂿꅩꌺꑌ，ꈚꃀꎭꅍꐛ，ꐛꏾꐛꂸꏾ；ꎭꃀꈚꅍꐛ，ꐛꌒꐛꂸꌒ。ꅩꌺꌡꃅꐥꇬꆹ，ꈋꆹꎧꏁ

ꎧꐞꊪ，ꅩꌺꈌꁉꋋꂸꅝ；ꇇꆹꁮꑟꁁꑟꊭ，ꅩꌺꇇꎇꋋꂸꈻ；ꊫꇵꏦꍠꄄꑌ，ꅩꌺꑓꏮꋋꂸꉜ。ꐎꇁꏂ

ꈤꀀꑌ，ꅩꌺꋋꂸꏾ；ꐎꏂꂻꈤꏽꑌ，ꅩꌺꋋꂸꏾ；ꆿꍯꑮꁍꊨꑌ，ꅩꌺꋋꂸꁯ；ꑌꑿꄄꆈꐛꑌ，ꅩꌺꋋ

ꂸꁯ。ꌡꌺꆞꑭꊖꇱꄔꑌꋍꈀꌒ，ꏂꃴꏂꆈꄄꑌꋍꈀꌒ，ꃀꆏꉒꐎꄓꑌꋍꈀꌒ，ꏲꄣꃅꏸꋥꑌꋍꈀꌒ，ꋩ

ꃅꉘꁇꁉꑌꋍꈀꌒ。ꃅꐛꊀꄮꇀꂷꐥꇈꃲ，ꊿꐙꊾꄮꇀꂷꐥꇈꃲ。ꀉꂿꅩꌺꑌ，ꎷꈌꉌꈪꑌ，ꇇꋌꒉꂸ

ꅝ；ꎭꌺꉌꈪꑌ，ꈚꅍꋚꂸꒌ。ꀉꂿꅩꌺꑌ，ꅩꌺꉌꃀꉪꅉꐛꉆꆏ，ꋚꇁꒉꎔꀋꁧꀉꂿꍈꂿꉂ，ꃢꇁꈚꎔ

ꃺꇁꑌꎔꇢꂿꉂ；ꅇꆹꀎꋏꅲꂿꉂ，ꀋꌧꀿꃀꅲꂿꉂ，ꀋꇮꐋꀨꅲꂿꉂ，ꀋꀺꊈꌐꅲꂿꉂ，ꀋꑳꏣꑟꅲꂿ

ꉂ。ꀃꑍꋍꄮꆏ，ꉪꑌꀈꈥꉪꑟꃲ。ꅩꌺꉌꃀꁦꀑꉪ，ꐰꇑꁧꑭꊰꇈꃲ。ꅩꌺꎮꑍꅉ! 

（1） ꁱꇐꈐꏭꅇꉙꌐꄀꄉꈧꌠꄜꇐꁱꎼꇁ。 

【ꀱꅇ】 ꈧꌺ：ꉘꁮꄜ，ꆪꌺ：ꆧꁨꄜ，ꃢꁮ：ꃮꁮꌺꄜ，ꑷꊭ：ꃬꊭꌺꄜ。 

【ꉉꀽ】 ꋋꄝꆹꌶꌺꀊꆨꅇꉙꌧꐨꎖꉚꌠ。 

（2） ꁱꇐ③ꐛꊙꌠꉜꀘꄉꅇꀱ，ꅩꌺꌡꃅꐥꇬꈍꃅꐥ? 

【ꀱꅇ】 ꋙꋠꌡꇇꉜ，ꒉꅝꌡꈌꉜ，ꃢꈚꌡꑓꉜꁧꃲ。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ꉜꀘꄉ，ꊿꌡꁱꃆꂮꌧꐨꎖꉚꌠ。 

（3） ꁱꇐ④ꐛꊙꌠꌋꆀ⑤ꐛꊙꌠꇬꀊꆨꅇꂷꇂꃴꑟꑴꄉꈧꌠꌌꀋꃅꅇꃅꉉꎼꇁ。 

【ꀱꅇ】 ꋚꄸꒉꄸꑠꆹ，ꂵꆧꄸꇬꑌꈊꃀꆏꀋꄸ；ꃢꄸꈚꄸꑠꆹ，ꃅꈎꄸꇬꑌꃅꆪꆏꀋꄸ。ꌣꈚ

ꀋꃋꌢꎭꅍꐛꇬ，ꐛꏾꃅꑌꐙꐛꀋꏾꃅꑌꐙ；ꌢꎭꀋꃋꌣꈚꅍꐛꇬ，ꐛꑭꌒꃅꑌꐙꐛꑭꀋꌒꃅꑌꐙ。 

【ꉉꀽ】 ꋋꄝꆹꌶꌺꀊꆨꅇꂷꁎꆦꌊꀋꃅꅇꂷꃅꌠꄐꅍꎖꉚꌠ。 

ꅺꌡ20 ꐰꏭꀊꆨꁱꇐꊱꌠꉜꀘꄉ，（1）—（3）ꄝꌠꅇꀱ。 

ꀃꌋꂾꀊꆨ，ꄩꆹꃅꂸꐛ，ꃅꐛꏸꂸꅑ；ꀏꆹꅉꂸꐛ，ꅉꐛꏜꂸꋦꌦꂾ；ꐧꆹꉒꂸꈴ，ꈭꈫꃅꂸ

ꐛ，ꅉꐛꆳꂸꁏꌦꂾ。ꄂꃢꄂꂸꐛ，ꍯꃢꍯꂸꐛ；ꆂꉘꀕꂸꐛ，ꆂꍆꀕꂸꐛꌦꂾ；ꏃꃅꆈꋧꋪ，ꏃꃅꆈꅊ

ꀕ。ꏃꃅꂸꋧꌦꂾꆹ，ꒊꊝꂸꈤꌦꂾꆹ。ꋍꑍꌋꃅꋧ，ꌋꈍꀕꃅꋧ；ꋍꑍꉬꃅꋧ，ꉬꈍꀕꃅꋧ。ꏂꋧꒉꆏ

ꋍ，ꒉꉜꉚꆏꑍ，ꉜꉚꏂꆏꌕ，ꏃꃅꏸꍀꇖ，ꏸꍀꇴꆏꉬ，ꇴꎞꇊꆏꃘ，ꐈꎞꇊꆏꏃ，ꇁꉘꆿꆏꉆ，ꉬꐮ

ꈔꆏꈬ，ꌕꐮꈤꆏꊰ，ꂿꃅꋧꐈꋊ。 

（1） ꁱꇐꋋꊱꆹꆈꌠꀊꆨꏂꀨꄯꒉꑞꋐꈐꏭꐊꇐꉬ？ 



 - 14 - 

【ꀱꅇ】 《ꅺꊈꄯꒉ》。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ꀊꆨꏂꀨꄯꒉꃆꂮꌧꇐꎖꉚꌠ。 

（2） ꅇꀨꋭꋽꇬꌌꁱꇐꋋꊱꅇꀨꋉꎼꇁ。 

【ꀱꅇ】 ꂿꃅꋧꐈꋊ。 

【ꉉꀽ】 ꋋꄝꆹꌶꌺꁱꇐꉜꄉ，ꅇꀨꋉꃆꂮꌧꇐꄐꅍꎖꉚꌠ。 

（3） ꁱꇐꈐꏭꀊꆨꅇꂷꇂꃴꑟꌊꑴꄉꈧꌠꌌꀋꃅꅇꃅꉉꎼꇁ。 

【ꀱꅇ】 ꄩꏯꆏꂿꃅꇬꀋꐛ，ꂿꃅꐛꇬꑌꃅꏸꇬꀋꅑ；ꀏꏯꆹꃄꅉꇬꀋꐛ，ꃄꅉꐛꇬꑌꏜꇬꀋꋦ

ꌦꂴꆽ。 

【ꉉꀽ】 ꋋꄝꆹꌶꌺꆈꌠꀊꆨꅇꂷꁎꆦꌊꀋꃅꅇꂷꃅꌠꄐꅍꎖꉚꌠ。 

三、表达 

ꅺꌡ21 ꁱꇐꁰꄻ：60ꃏ 

ꆈꌠꁡꇤꂿꑘꊿꉉꇬ:“ꀋꃅꋋꄮꆹ，ꃅꒊꃅꇁꉾꃪ，ꌢꎭꊋꄏ，ꎭꇔꈚꐛ。ꆈꌠꁡꇤꑌꄇꈜꁨꇉ

ꀕ，ꑷꂿꉼꏒꀕ，ꄆꄒꃅꏸꋦ，ꐈꇁꏀꃅꐙ，ꐤꅉꌑꅉꑟ，ꀋꐥꉈꉩꀕꀐ”ꄷ。ꂿꑘꊿꉉꅇꈧꌠꌌꎔꎗꃅ

ꉪꏡꇈ，ꆏꂿꆏꈨꋺꌠꀋꃅꋋꄮꆈꌠꁡꇤꐛꐈꐨꇬꈴꄉꁱꇐꁬꁱꎼꇁ。 

 ꁰꄻꄮꇬꋓꉪꁨꌶꌠꆏ: 

①ꂱꑱꁱꇐꄜꀨꇬꈴꄉꅇꀨꋉꌊꁱ； 

②ꉙꇐꉇꄉꈭꐨ，ꁱꉻꐛꏦꑞꌌꁱꑌꉆ； 

③ꀋꄸꄷꁱꇐꈐꏭꊾꂓ、ꃄꂓꑠꁱꈇꇬꆏ，ꂓꃶꐚꌠꄡꁱ； 

④ꌞꃤꌋꆀꁱꇐꀉꁁꑠꇬꉜꄉꐒꀋꉆ； 

⑤ꁱꂷ800ꂷꈋꉐꐥꃅ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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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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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ꆿꐪ》 

9.《ꇤꃀꀈꑘ》 

10.《ꀉꑳꀉꎓ》 

11.《ꍜꇰꀉꇐ》 

12.《ꆃꎭꆈꌠꈍꎞꅧꏑ》 

13.《ꀊꏂꃀ》 

14.《ꆃꎭꉜꇐꁱꀕ》 

15.《ꋅꊂꒊꃀ》 

16.《ꆃꎭꋋꄮꉜꇐꁱꀕꌋꄉꌠ ꉙꇐꁱꇐ》 

17.《ꆃꎭꋋꄮꉜꇐꁱꀕꌋꄉꌠ ꌧꈿꁱꇐ》 

18.《ꆃꎭꋋꄮꉜꇐꁱꀕꌋꄉꌠ ꁗꁱꀕꇐ》 

19.《ꆃꎭꋋꄮꉜꇐꁱꀕꌋꄉꌠ ꉉꈻꁱꇐ》 

20.《ꅇꂷꁱꂷꅉꃀꌧꇐ》 

21.《ꐴꌋꆀꃨ》 

22.《ꈾꃚꁟꁠꅿ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