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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化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指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

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的美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是由精彩故事组成的历史典故。

三国时汉献帝的大臣司徒王允的歌姬貂蝉在后花园拜月时，忽然轻风吹来，一块浮云将那皎

洁的明月遮住。这时正好王允瞧见。王允为宣扬他的养女长得如何漂亮，逢人就说，我的女

儿和月亮比美，月亮比不过，赶紧躲在云彩后面，因此，貂蝉被人们称为“闭月”。由此可

知，“闭月”指的不是赵姬，而是貂蝉。

因此，选择 C 选项。

A项：春秋战国时期，越国有一个叫施夷光的女子。她在河边浣纱时，清澈的河水映照她俊

俏的身影，使她显得更加美丽，这时，鱼儿看见她的倒影，忘记了游泳，渐渐地沉到河底。

从此，西施就得来了“沉鱼”的代称。A 项正确。

B 项：公元前 33 年，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君赐给作为汉朝属国的南匈奴首领呼韩邪，昭君告

别了故土，登程北去。她在坐骑之上，拨动琴弦，奏起悲壮的离别之曲。南飞的大雁听到这

悦耳的琴声，看到骑在马上的这个美丽女子，忘记摆动翅膀，跌落地下。从此，昭君就得来

“落雁”的代称。B项正确。

D项：在唐朝开元时期，杨玉环进宫被封为贵妃以后，因为十分思念家乡，便对着鲜花说：

我什么时候才会有出头的时候。当杨贵妃刚伸手摸花的时候，花瓣突然收缩，绿叶也卷起低

了下来，这个时候有一位宫女看到。逢人便说杨贵妃和鲜花比美，就连鲜花都含羞的低下头。

从此，杨玉环就得来“羞花”的代称。D 项正确。

2.【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史记》记载的是黄帝到汉武帝的历史。昭君出塞说的是汉元帝时期，王昭君远嫁

匈奴并带来和平的故事。汉元帝和王昭君都是生活在司马迁之后，所以《史记》中是查不到

的。

因此，选择 B 选项。

A项：“指鹿为马”意思是指着鹿，说是马；比喻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出自《史记·秦

始皇本纪》。A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C项：张骞出使西域又称张骞通西域，指的是汉武帝时期希望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派遣张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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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西域各国的历史事件。张骞和司马迁为同时代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有记载

张骞出使西域。C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D项：大泽乡起义，又称“陈胜吴广起义”，是秦末农民战争的一部分。此次起义沉重打击

了秦朝，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司马迁在《史

记·陈涉世家》记载了该事件，陈胜也就是陈涉。D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3.【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中国历史知识。

第二步，公元前 54 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打败，向汉朝称臣归附，曾三次进长安

朝觐天子，并向汉元帝自请为婿。元帝遂选王昭君赐予他。昭君到匈奴后，受到礼遇，感激

她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因此，

“昭君出塞”的故事，发生在汉代。B项符合题意，当选。

因此，选择 B 选项。

4.【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知识。

第二步，《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

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

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其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

黛无颜色。”是用来形容杨贵妃（其名：杨玉环）的端庄美丽。C项符合题意，当选。

因此，选择 C 选项。

5.【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知识。

第二步，A项，战国时赵国国君赵武灵王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

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

B 项，公元前 54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向汉朝称臣归附，曾三次进

长安朝觐，并向汉元帝自请为婿。王昭君听说后请求出塞。她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

象征她将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

C项，北魏孝文帝改革，俗称孝文汉化，是指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在位时所推行政治改

革。其主要内容是汉化运动，包括推行均田制和户调制，变革官制和律令，迁都洛阳，改易

汉俗等；

D项，文成公主进藏是指唐朝贞观年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使者，赴长安请婚。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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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远支宗女封为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并诏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持节护

送文成公主入蕃。松赞干布率群臣到河源附近的柏海（今青海玛多县境内）迎接文成公主，

与文成公主同返逻些（今拉萨），并在拉萨为文成公主修建宫室。

故发生时间最早的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A项正确，当选。

因此，选择 A 选项。

6.【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李清照，号易安居士，齐州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宋代女词人，婉约

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辛弃疾，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今

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

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因此，选择 B 选项。

7.【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蔡琰，字文姬，别字昭姬，陈留郡圉县（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时期女性文学家，

文学家蔡邕之女。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蔡文姬集》

一卷，今已失传，只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

因此，选择 D 选项。

8.【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出自李清照的《如

梦令》。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汉族，齐州济南宋代女词人，是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

一才女”之称。代表作品有：《声声慢·寻寻觅觅》《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夏日绝

句》等。

因此，选择 B 选项。

9.【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绿肥红瘦的意思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红瘦”表明春天的渐渐消逝，“绿肥”

象征着绿叶成荫的盛夏的即将来临。据此可知描述的是春残的景象，此时应是晚春时节。A

项符合题意，当选。BCD 项不符合题意，不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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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A 选项。

10.【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该句出自南宋李清照的《如梦令》，全文为：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

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词的大意是：昨夜雨疏风猛。

当此芳春，名花正好，偏那风雨就来逼迫了，心绪如潮，不得入睡，只有借酒消愁。酒吃得

多了，觉也睡得浓了。结果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但昨夜之心情，却已然如隔在胸，所以一

起身便要询问意中悬悬之事。于是，她急问收拾房屋，启户卷帘的侍女：海棠花怎么样了？

侍女看了一看，笑回道：“还不错，一夜风雨，海棠一点儿没变！”女主人听了，嗔叹道；

“傻丫头，你可知道那海棠花丛已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所以，其中的红指的是红花。

因此，选择 A 选项。

11．【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婉约派为中国宋词流派。婉约，即婉转含蓄。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

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

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所以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不包括李清照。

因此，选择 B 选项。

A项：豪放派，是形成于中国宋代的词学流派之一。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

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

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

苏轼，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

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

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

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所以

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A项不符合题意，故排除。

C项：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

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所以辛弃疾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C项不符合题

意，故排除。

D项：范仲淹，字希文，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

家。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所以范仲淹是豪放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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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D 项不符合题意，故排除。

12．【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管理学基本原理。

第二步，决策，是组织或个人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提出若干方案，并对其进行选择的过程。

光环效应，又称晕轮效应，它是一种在突出特征这一晕轮或光环的影响下而产生的以点代面、

以偏概全的社会心理效应，其最突出特征就是极端和绝对，“情人眼里出西施”“一白遮百

丑”就是光环效应的典型反映。

因此，选择 C 选项。

A项：近因效应，指的是在交往中最近一次接触给人留下的印象对社会知觉者的影响作用。

由此可知，近因效应与“情人眼里出西施”不符。A项错误。

B项：定型效应，是指在头脑中存在的、关于某一类人的固定印象。由此可知，定型效应与

“情人眼里出西施”不符。B项错误。

D项：投射效应，是指人们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心理特征归属到别人身上，认为别人也有同样

的特征。由此可知，投射效应与“情人眼里出西施”不符。D项错误。

13．【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意思是云霞是她的衣裳，花儿是她的颜容；

春风吹拂栏杆，露珠润泽花色更浓。出自《清平调词三首》其一，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组

诗作品。三首七言乐府诗中第一首从空间角度写，以牡丹花比杨贵妃的美艳；第二首从时间

角度写，表现杨贵妃的受宠幸；第三首总承一、二两首，把牡丹和杨贵妃与君王糅合，融为

一体。全诗构思精巧，辞藻艳丽，将花与人浑融在一起写，描绘出人花交映、迷离恍惚的景

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故“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扶栏露华浓”描写的是杨贵妃。

因此，选择 B 选项。

14.【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的

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因此，选择 B 选项。

15.【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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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A 项，《梧桐雨》，全称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是元代文学家白朴创作的杂剧。

该剧讲述了唐明皇宠幸杨贵妃，醉生梦死，不理朝政。在长生殿乞巧盟誓，又在沉香亭观赏

《霓裳羽衣舞》。忽报安禄山叛乱，明皇、杨妃仓皇出逃。至马嵬驿，军士哗变，逼明皇赐

杨妃缢死。乱后，明皇退为太上皇，日日哭祭杨妃画像。一夕梦与杨妃团聚，被夜雨惊醒。

雨打梧桐，更添明皇郁闷。故正确，排除；

B项，《惊鸿记》是明代作品，作者一般认为是吴世美。内容是写唐明皇同梅妃、杨贵妃的

故事。《惊鸿记》根据宋人小说《梅妃传》及多种关于杨贵妃的文学作品、传说加工而成。

大意是杨贵妃死于马嵬坡，而梅妃几经离乱，最终同唐明皇团聚。故正确，排除；

C项，《拜月亭》又名《王瑞兰闺怨拜月亭》，是元曲四大爱情剧之一，元代关汉卿所作。

描写了大家闺秀王瑞兰和秀才蒋世隆悲欢离合的婚姻爱情故事，与李杨爱情故事无关。故错

误，当选；

D项，《彩毫记》是明代屠隆创作的戏曲。彩毫，即彩笔，指绚丽的文笔。故事内容描写了

李白因文才名气被唐明皇诏聘入宫，受宠甚隆，在宫中酒醉写《清平调》，要内侍高力士为

之脱靴等情节，题材依然围绕李杨爱情故事展开。故正确，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16.【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款款东南望，一曲凤求凰”，凤求凰是描写古人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的

古琴曲。传说中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个是被临邛县令奉为上宾的才子，一个是丧夫新寡的

佳人。他们的故事是从司马相如做客卓家，在卓家大堂上弹唱那首著名的《凤求凰》开始的：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

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

因此，选择 C 选项。

17.【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第二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出自于南北朝《木兰辞》，主要描述了花木兰代父

从军，英勇杀敌的气概。

因此，选择 B 选项。

18．【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并选错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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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婉约，即婉转含蓄。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

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有柳永、张先、晏殊、晏几道、欧

阳修、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等。

岳飞诗词题记大都写得慷慨激昂，是岳飞性格的书面表现。如为世人所熟知的《满江红》，

较之豪放派大家辛弃疾的许多作品也毫不逊色。一腔爱国忠愤之情，一个刚烈男儿的坦荡豪

放气概溢于言表，其诗词更能反映其激烈坦荡的内心和豪放旷达的个性，是宋代豪放派词家

中不可忽视的英雄词人。D 项错误，但符合题意。

因此，选择 D 选项。

A项：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汉族，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人。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

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名句如“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念奴娇》）、“云

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剪梅》）、“雁过也，正伤心，即是旧相识”

（《声声慢》）。A项正确，但不符合题意，当排除。

B 项：晏殊(991 年-1055 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晏殊以词

著于文坛，尤擅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

阳修并称“晏欧”。名句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昨夜

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

泪”（《撼庭秋》）等佳句广为流传。B 项正确，但不符合题意，当排除。

C项：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

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

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也主要是走五

代词人的老路，但他对词作也有所革新：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

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

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C项正确，但不符合题意，当排除。

19.【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出自于宋代辛弃疾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此词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带湖时所作，创作时间在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 年）至宋

光宗绍熙三年（1192 年）间。辛弃疾在带湖居住期间，常到博山游览，博山风景优美，他

却无心赏玩。眼看国事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了

这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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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C 选项。

A项：“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出自宋代岳飞《满江红》词中的上阕。岳飞（1103

年 3 月 24 日—1142 年 1 月 27 日），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省汤阴县）人。南宋时期

抗金名将、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书法家、诗人，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A 项

正确。

B项：“良景对珍筵恼，佳人自有风流”出自宋代柳永《如鱼水·二之二·仙吕调》。柳永

（约 984 年—约 1053 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

柳七，福建崇安人，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B项正确。

D项：“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出自魏晋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一》。魏文帝

曹丕（187 年－226 年 6 月 29 日），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

家、文学家，曹魏开国皇帝（220 年－226 年在位）。曹丕于诗、赋、文学皆有成就，尤擅

长于五言诗，与其父曹操和弟曹植，并称“建安三曹”，今存《魏文帝集》二卷。另外，曹

丕著有《典论》，《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作品。D项

正确。

20.【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文学常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靖节两字具有平淡、清高，有气节的意思，靖节先生是东晋陶渊明的私谥号。阮籍

是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

因此，选择 B 选项。

A项：司马青衫，出自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青衫”是白居易司马身份的象征。A项表述正确，不符合题意。A 项正确。

C项：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

誉为“诗仙”。C 项表述正确，不符合题意。C 项正确。

D项：“二安”指的是宋朝时期的两位著名词人辛弃疾和李清照。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济南章丘人；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程人。因两人都是山东人，字号中都有“安”

字，于是后人将他们合称“山东二安”。D项表述正确，不符合题意。D 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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