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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孔子（公元前 551 年―公元前 479 年），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曲阜）人，

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

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

趋势。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 项：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

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

“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

贤为支点。B 项错误。

C 项；老子，其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

术上，老子讲究物极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讲究虚心实腹、

不与人争的修持。老子传世作品《道德经》（又称《老子》），是全球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

的著作之一。C 项错误。

D 项：庄子，战国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代表作品为《庄子》，其中名篇有《逍遥

游》《齐物论》等。其作品被称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D 项错误。

2.【答案】AB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

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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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A 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意思是，如果自己都不希望被人此般对待，

推己及人，自己也不要那般待人。A 项正确，当选。

B 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出自《论语》，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

道就是不知道，这样才是真正的智慧。B 项正确，当选。

C 项：“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出自《论语》，意思是，为政者如果自

身的行为端正，无须下命令，百姓也会按他的意旨去做；如果自身行为不端，即使三令五申，

百姓也不会服从。C 项正确，当选。

因此，选择 ABC 选项。

【拓展】

D 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周文王姬昌《周易》，意思是，宇宙不停运转，人

应效法天地，永远不断的前进。

3.【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

第二步，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祖籍宋国，中国古代思想家、教

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

七十二。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三年，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

《春秋》）。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

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孔子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在世时就被尊奉为

“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更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

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

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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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 项：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春秋末期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

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与庄子并称“老庄”。在道教中

被尊为始祖，称“太上老君”。在唐朝，被追认为李姓始祖。曾被奉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

百位历史名人之一。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

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术上，老子讲究物极必反之理。A 项错误。

C 项：学子即学生，指在学校学习的人或虽年长而仍在求学的人。不是特指的某人。C 项错

误。

D 项：韩非，又称韩非子，韩国新郑（今河南新郑）人，华夏族，战国末期韩国人。杰出的

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代表人物，被誉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两个人之一。韩非将

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

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他的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运用的基础。其文学功底之深厚，为

后世留下了大量名言、名著。D 项错误。

4.【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出自《孟子•梁惠王章

句下•第四节》。意思是：执政者如果以顺应民众的快乐为快乐，民众就会为执政者的快乐

而快乐；如果把民众的忧苦当做自己的忧苦，民众也会为执政者的忧苦而忧苦。这句话体现

了古代民本思想，强调对民生的关注。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主张统治者要以德治民，爱惜

民力，取信于民，反对苛政与刑杀；孟子进一步发展孔子的思想，主张实行“仁政”，提出

“民贵君轻”的思想。本句正与关注民生、注重和谐的儒家思想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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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B 选项。

5.【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董仲舒，西汉广川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武帝元光元年，武帝下诏征求

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主张“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 项：黄宗羲，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

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黄宗羲提

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其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

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B 项错误。

C 项：管仲，姬姓，世人尊称为管子，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

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

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C 项错误。

D 项：程颐，世称伊川先生，出生于湖北黄陂，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程颐与其胞兄程颢同

学于周敦颐，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世称“二程”。他的学说以“穷理”为主，

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

在致知”的修养方法，目的在于“去人欲，存天理”，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宣扬“气禀”说。D 项错误。

6.【答案】ABC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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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诸子百家，是对先秦时期各学术派别的总称。诸子百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是法家、

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

因此，选择 ABCD 选项。

7.【答案】AB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

第二步，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在《孟子•尽心章句上》

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

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因此，选择 ABC 选项。

8.【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出自荀子的《荀子•性恶》，意思是：礼义是

圣人制定的，但并非圣人的本性，圣人之所以不同于普通人，就在于他能约束本性，追求性

情以外的事物，于是制定出礼义和法度。D 项不属于孟子思想，但符合题意，当选。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 项：“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第九节》，意思

是：人民向于仁，如同水往下方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A 项不符合题意，不当选。

B 项：“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出自孟子的《仁义礼智，我固有之》，意思

是：仁义礼智，不是从外部给予的，自己本来就拥有这些。B 项不符合题意，不当选。

C 项：“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出自孟子《寡人之于国也》，意思是：认真地兴办

学校教育，把孝悌的道理反复讲给百姓听。C 项不符合题意，不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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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五经一般指儒家典籍《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合称。《诗》

温柔宽厚，《书》疏通知远，《乐》广博易良，《易》洁静精微，《礼》恭俭庄敬，《春秋》

属词比事。故《论语》不属于儒家经典“五经”。

因此，选择 C 选项。

10.【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

第二步，孟子（约前 372 年—前 289 年）名轲，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

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宣扬“仁政”，

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 项：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 年），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

人。编纂《春秋》，修订《六经》，创办私学等。孔子是是儒家的创始人，但生活在春秋时

期，并非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B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C 项：董仲舒（公元前 179 年－前 104 年），西汉哲学家，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

的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董

仲舒是汉代时期的儒家，不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 项：庄子，战国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他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

学的创立者，与老子并称“老庄”。庄子不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D 项不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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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当选。

11.【答案】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屈原，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芈

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

被誉为“楚辞之祖”。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

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

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对

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屈原不属于诸子百家中的人物。

因此，选择 C 选项。

12.【答案】C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C 项：“道法自然”出自《道德经》，属于道家思想。意思是“道”所反映出来的

规律是“自然而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用了一气贯通的手

法，将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命规律精辟涵括、阐述出来。“道法自然”揭示了整个

宇宙的特性，囊括了天地间所有事物的属性，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均效法或遵循“道”的规

律，道以自己为法则。C 项错误。

D 项：“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出自战国时期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著作

总集《韩非子•有度》，属于法家思想。这句话的意思是惩罚和奖赏应一视同仁，不应因人

的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属于法家思想。D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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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CD 选项。

【拓展】

A 项：“民贵君轻”是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意为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基础，

是根本，民比君更加重要。“民贵君轻”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具有民本主义色彩，对中

国后世的思想家有极大的影响。属于儒家思想。A 项正确，但不符合题意。

B 项：仁义礼智，意思是遵守仁爱、忠信、礼仪并勤学，以增长见识等伦理规范。仁义礼智

信为儒家“五常”，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

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它与

五行说“金木水火土”，古人创作的“梅花篆字”梅报五福（平安、健康、幸福、快乐、长

寿）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是儒家提倡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出自《孟子•告

子上》。属于儒家思想。B 项正确，但不符合题意。

13.【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

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

子》并称“四书”。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 项：《论语》并不是孔子的著作，是其弟子及再传弟子为记录孔子言行所创。A 项错误。

C 项：《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

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南朝时期，而非魏晋时期。C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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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二十四诗品》是晚唐诗人司空图编著的一部古代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专著。司空图

生活于晚唐而非盛唐。D 项错误。

14.【答案】AB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A 项：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

表人物。孟子主张“仁”，则兼具教化的功能。君主应培养出德性，这是施行仁政的条件，

故主张“有德者执政”。故“儒家--孟子”表述正确。A 项正确。

B 项：韩非，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河南新郑）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

和散文家，法家代表人物，被誉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两个人之一。韩非将商鞅的“法”，

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

体。故“法家--韩非子”表述正确。B 项正确。

C 项：庄子，战国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姓庄，名周。他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

代表人物，庄学的创立者，与老子并称“老庄”。故“道家--庄子”表述正确。C 项正确。

因此，选择 ABC 选项。

【拓展】

D 项：列子，战国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其学本于黄

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他创立了先秦哲学学派贵虚学派（列子学）。是介于老子与庄子之

间道家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传承人物。故“墨家--列子”表述错误。D 项错误。

15.【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孟子•尽心上•忘势》，意为不得志的时候就要

管理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行，得志的时候就要努力让天下百姓都能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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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 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旅居四川成都草堂期间创作的一首七言古

诗，全文：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

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

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

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B 项错误。

C 项：《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庆历六年九

月十五日为重修岳阳楼写的。其中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是较为出名和引用较多的句子。C 项错误。

D 项：《师说》是唐代的韩愈所著，有名句如下：“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故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D 项错误。

16.【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

第二步，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

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

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

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

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选择 A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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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B 项：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法家不是

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代表人物商

鞅、韩非。与题意不符。B 项错误。

C 项：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兼爱、非

攻、节用、明鬼等。与题意不符。C 项错误。

D 项：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道家完

整系统的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

道法自然，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与题意不符。D 项错误。

17.【答案】BC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统称，起源于公元前 1046 年的周王朝，

直至唐代随着科举制的产生而逐渐消亡，它是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出自

《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艺指的是：礼仪、音乐、射击、驾驶、书画艺术、数学。

因此，选择 BCD 选项。

18.【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

第二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

在富贵时，能使自己节制而不挥霍；在贫贱时不要改变自己的意志；在强权下不能改变自己

的态度，这样才是大丈夫。

孟子（约前 372 年—前 289 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号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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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书，或后人杜撰），邹国（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

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宣扬“仁政”，

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

子的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

助》《寡人之于国也》等。B 项与题意相符，当选。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 项：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春秋末期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

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与庄子并称“老庄”。在道教中

被尊为始祖，称“太上老君”。在唐朝，被追认为李姓始祖。曾被奉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

百位历史名人之一。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

代表作品《道德经》。A 项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C 项：庄子，战国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姓庄，名周，宋国蒙人，先祖是宋国君主

宋戴公。他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庄子》（即《南华经》）。C 项

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D 项：韩非，又称韩非子，韩国新郑（今河南新郑）人，战国末期韩国人。杰出的思想家、

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

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他的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统治

阶级运用的基础。其文学功底之深厚，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名言、名著。代表作品：《韩子》、

《韩非子》。D 项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19.【答案】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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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知识。

第二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儒家经典读物《论语》中的《卫灵公篇》第二十四章，

是孔子跟名叫“仲弓”的弟子的对话。意思为自己不希望他人对待自己的言行，自己也不要

以那种言行对待他人。所以最早说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的人是孔子。A 项符合

题意，因此当选。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 项：孟子，名轲，字号不详，邹国（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

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B 项不

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C 项：庄子，战国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姓庄，名周，宋国蒙人，先祖是宋国君主

宋戴公。他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学的创立者，与老子并称“老庄”。C 项

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 项：墨子，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

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

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D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

当选。

20.【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

第二步，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

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

“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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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提出节俭、节用主张的中国古代思想流派是墨家。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A 项：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至今仍有一定生

命力的学术流派。变“学在官府”为“有教无类”，主张“德治”和“仁”。A 项不符合题

意，因此不当选。

B 项：道家是由老子在春秋时期所创立，道家主要思想有“无为而治”“上善若水”“柔弱

胜刚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B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 项：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主要代表

人物有韩非、商鞅，主要思想是以法治国。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

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实行君主专制。不法古、不循今。D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