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5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A卷 ）

满分: 150

分

注意: ①认真阅读答题纸上的注意事项；②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本试题纸或草稿纸上均无
效；③本试题纸须随答题纸一起装入试题袋中交回！

一·单项选择题（50 分，每小题 2 分）
1. 按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孟子》一书属于（
A. 经
B. 史
C. 子
D. 集
2. 下列成语中，来源于历史故事的是（
）
A. 愚公移山
B. 刻舟求剑
C. 守株待兔

）

完璧归赵

D.

3.“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下列哪一篇文章中的名句（
）
A. 《滕王阁序》
B. 《登楼赋》
C. 《秋声赋》
D. 《兰亭集序》
4. 民间文化同以官方为代表的正统文化和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并非（
）
的。举例来说，它像无垠无际的沃土， （
）着正统和精英文化，而衰落了的正统和精
英文化又如枯枝败叶一样，流落于民间，丰厚了它的土层。
依次填入括号之中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相依相伴 培育
B. 全然隔绝 滋养
C. 此消彼长 维系
D. 泾渭分明 培养
5. 《红与黑》是法国小说家（
）的代表作
A. 左拉
B. 莫泊桑
C. 罗曼•罗兰
D. 司汤达
6. 《史记》中篇目最多的是（
）
A. 本纪
B. 表
C. 列传

D. 世家

7. 曾用二十多年时间主编《百科全书》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和作家是（
A. 狄德罗
B. 伏尔泰
C. 卢梭
D. 孟德斯鸠
）
8. 下列加点字的释义全部正确的一组是：（
A. 连篇累
．（重叠）牍 负
．（依仗）隅顽抗 怨天尤
．（归咎）人
B. 文
．（掩饰）过饰非 一衣带
．（连带）水 通宵达旦
．（清晨）
C. 不刊
．（登载）之论 贪得无厌
．（满足） 奇货可居
．（囤积）
D. 原形毕
．（最终）露

不速
．（邀请）之客

贪赃枉
．（歪曲）法

9. 下列成语中属于补充结构的是（
）
A. 光明磊落
B. 世外桃源
C. 包罗万象

D.

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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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
B．
C．
D．

下面各句中，语意明确、没有歧义的一句是：
（
）
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还是个 7 岁的毛头小子，如今已经成家立业了。
就反腐败这样一个国际性的顽疾来说，“公开”是最有效的一剂良药。
几个公司的领导对这个调整方案意见不一，争执不下。
对于南方银行新任行长的意见，《经济观察报》明天将发表相关评论。

11. 你肯定听过这种理论：左撇子的右脑运作比较活跃，因此更为感性，具有艺术天
赋；右撇子则充分锻炼了左脑，因而擅长逻辑思维，性格更为理性。这个观念是如此深入
人心，以至于有些父母或教育者煞费苦心地让孩子平衡左右手活动。
接下来作者最有可能谈论的是：
（
）
A. 左右脑为何存在分工
B. 左右脑如何协调工作
C. 左右脑未必存在明确分工
D. 左右脑分工不同的例子
12．基尼系数表示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
百分比。它是描述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反映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基尼系数的大
小，下面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是（
）
A. 甲国 0.1
B. 乙国 0.3
C. 丙国 0.5
D. 丁国 0.7
13． 将以下中国近代史上提出的口号按提出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一项是
）
①“扶清灭洋” ②“超英赶美” ③“抗美援朝，保家为国” ④“外争主权，内惩国

（
贼”

A．①②③④
C．①④③②

B．①②④③
D．②④③①

14. 法律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
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符合上述
规定的推断是（
）
A. 甲乙是夫妻，在婚礼现场，甲的父母宣布并当众送给甲 100 万元。该 100 万元是夫
妻共同财产
B. 甲乙两人准备结婚，甲的父母出资 100 万元以甲的名义购买了住房，后甲乙结婚。
该住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C. 甲乙是夫妻，甲的父母出资 100 万元用于甲乙婚后购房，房屋登记在甲乙两人名下。
该房产中有一部分是属于甲父母的财产
D. 甲乙是夫妻，后因购房，甲的父母赠送 100 万元，该房屋登记在乙的名下。该房产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5.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如英
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
族使用它们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英国和法国都曾坚持在其殖
民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但大多数前殖民地独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语言代替帝
国语言，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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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本土语言是民族独立的重要标志
语言使用是政治权力的某种表现
利用权力推行语言是无法持续的
殖民统治对语言分布有深刻影响

16．下列句子中没有使比喻修辞手法的一句是 （
）
A．生命如风，创造着春的精致；生命如月，辉映着夏的清凉；生命如水，荡涤着秋的
萧瑟；生命如云，浮掠着冬的悲伤。
B．那些细碎的往事，当时只是寻常，如今却全变成钻石一样晶莹纯粹的回忆。
C．清晨，迎着朝阳，红领巾们带着小树苗去参加植树活动了。
D．儿子是箭，父亲是弓，要想把箭射得更远，父亲的背便愈弓。
17．下列事件与相关人物对应错误的是：（
A. 八王之乱：苻坚、谢玄
B. 七国之乱：吴王刘濞、汉景帝
C. 三藩之乱：吴三桂、康熙
D. 安史之乱：郭子仪、史思明

）

18. 如果不设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社会就不稳定；假如不让民营经济者得到回报，
经济就上不去。面对收入与分配的两难境地，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正确的，如
果听信“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主张，我国的经济就会回到“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
年代。 以下哪项陈述是上述论证所依赖的假设？ （
）
A．当前社会的最大问题是收入与分配的两难问题。
B．在收入与分配的两难境地之间，还有第三条平衡的道路可走。
C．“效率与公平并重”优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D．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会使经济回到“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年代。
19. 积极的财政政策用发国债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旧债到期了，本息要还，发行的
新债中有一部分要来还旧债。随着时间的推移，旧债越来越多，新债中用来还旧债的部分
也越来越多，用来投资的就越来越少，经济效益就越来越差。以下哪项陈述是以上论证所
依赖的假设？ （
）
A．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递减的。
B．积极的财政政策所筹集的资金只能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
C．用发国债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做法不能长期使用。
D．国债在到期之前，其投资回报不足以用来偿还债务。
20. 下列不属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到的“三种境界”的是（
A．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B．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C．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D．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

21. 苏轼在《水调歌头》一词的序中，点明此词是“兼怀子由”之作。这里的“子由”
是指（
）
A．其父苏洵
B. 苏轼的一个字为“子由”的朋友
C．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子路
D. 其弟苏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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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宋代朱熹主张读书要善于“涵泳”，强调读书“须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
下列朱熹关于读书的说法，与该句修辞方式完全不同的是 （
）
A．读书要须耐烦，譬如煎药，初煎时，须猛着火；待滚了，却退着，以慢火养之。
B．读书者当将此身葬在此书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晓彻为期。
C．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切己体察。
D．凡看书,须如人受词讼，听其说尽，然后方可决断。
23. 下列的诗词名句，如果依照宴会送行、握手道别、别后思念、再度相见的次序排列，
正确的排序是：（
）
①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②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③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④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A．②①③④
B．①②③④
C．④①③②
D．②①④③
24. “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特征。下面不属于这一内容的是（
A. 儿童的发现
B. 自然的发现
C. 人性的发现
D. 女性的发现

）

25．一段时期以来，网络上所谓政府官员的“神回复”接连出现，引发公众对官员“雷
语”现象的关注。据媒体报道，某地方官员问专家“江豚好不好吃”，当得到“不好吃”的
答复时，这位官员竟说：
“不好吃干嘛要保护?” 以下各项都是该地方官员的话所隐含的意
思，除了（
）
A. 只有江豚好吃，我们才保护它。
B. 如果江豚不好吃，我们就不保护它。
C. 动物是否需要保护，与它是否好吃无关。
D. 对于动物保护工作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被保护动物是否好吃。
二·应用文写作题（50 分，每题 25 分）
1. 外语学院因教学需要，欲从本院在读研究生中招聘《大学英语》课程助教一名，承
担诸如作业批改、教学材料收集、教学效果反馈……等一系列教学辅助工作。请以应聘者
的身份，拟写申请书一份，阐述自己可以胜任该岗位的各项理由。要求内容得宜，格式规
范，字数在 400—500 字之间。
2.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拟写一份个人今后的发展规划书。要求：
（1）内容具体，符合实际；
（2）条理清楚，有概括性；
（3）格式规范，字数在 500 字左右。
三·命题作文（50 分）
生活里充满了令人迷惑的人、事、现象……，孔子四十而不惑，那或许是圣人的智慧。
平凡的我们也无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请以《惑》为题，写一篇结构完整的文章。
要求：
1. 用现代汉语写作。
2. 除诗歌外文体不限，议论、叙事、抒情皆可。
3. 不少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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