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师资格统考《语文学科知识与能力（初中）》模拟

试卷一

一、 单项 选择 题(本大 题共 15 小题 ，每 小题 3 分， 共计 45 分)

1.在学 习了 杜甫 的《 望岳 》之 后， 教师 准备 给学 生另 外推 荐几 首五

言律 诗进 行赏 析阅 读， 以下 不合 适的 是 ( )。

A.李白 《月 下独 酌》

B.王勃 《送 杜少 府之 任蜀 州》

C.王维 《使 至塞 上》

D.王绩 《野 望》

2.教师 讲解 朱熹 《观 书有 感》 时， 列举 蕴含 哲理 的诗 歌， 下列 古诗

不能 作为 例子 使用 的是 ( )。

A.王之 涣《 登鹳 雀楼 》 B.白居 易《 望月 有感 》

C.苏轼 《题 西林 壁》 D.王安 石《 登飞 来峰 》

3.古代 文人 墨客 往往 寄情 山水 ，通 过对 景色 的描 写表 达作 者不 同的

心境 ，下 列不 属于 山水 游记 的是 ( )。

A.柳宗 元《 小石 潭记 》 B.王安 石《 游褒 禅山 记》

C.全祖 望《 梅花 岭记 》 D.吴均 《与 朱元 思书 》

4.教师 在教 授《 <论语 >十二 章》时 ，要求 学生 回忆“四书 ”，下列

学生 的回 答不 属于 “四书 ” 之一 的是 ( )。

A.《诗 经》 B.《大 学》

C.《中 庸》 D.《孟 子》



5.教学 曹操 的《 观沧 海》 ，教 师向 学生 推荐 阅读 曹操 的其 他作 品，

下列 选项 不适 合的 是( )。

A.《观 书有 感》 B.《蒿 里行 》

C.《龟 虽寿 》 D.《短 歌行 》

6.学习 辛弃 疾的 《永 遇乐 · 京口 北固 亭怀 古》 后， 教师 要求 学生 列举

其他 使用 典故 抒发 作者 情感 的诗 词， 下列 不符 合的 是 ( )。

A.李商 隐《 锦瑟 》 B.杜牧 《赤 壁》

C.马致 远《 天净 沙 ·秋思 》 D.曹操 《短 歌行 》

7.《关 雎》 和《 蒹葭 》是 《诗 经》 中关 于爱 情的 两首 诗歌 ，教 学时

教师 推荐 了另 外几 首《诗经 》中以 爱情 为主 题的 作品 ，建议 学生 比较 阅

读， 下列 作品 不适 合推 荐的 是 ( )。

A.《诗 经• 卫风 • 木瓜 》 B.《诗 经 • 卫风 • 子衿 》

C.《诗 经 • 卫风 • 风雨 》 D.《诗 经 • 卫风 • 硕鼠 》

8.某教 研室 组织 教师 学习 《义 务教 育语 文课 程标 准 (2011 版)》围 绕

“教学 实施 建议 ” 展开 讨论 ，下 列观 点不 恰当 的是 ( )。

A.学生 是语 文学 习的 主体 ，教 师是 学习 活动 的组 织者 和引 导者 。

B.教师 在教 学过 程中 要整 体考 虑知 识与 能力 、过 程与 方法 、情 感态

度与 价值 观的 综合 。

C.语文 教学 要注 重激 发学 生的 好奇 心、 求知 欲。

D.在教 学过 程中 对于 文字 ，要 求学 生会 认的 同时 也要 要求 会写 。



9.《义 务教 育语 文课 程标 准(2011 年版 )》指 出， 写作 时考 虑不 同的

目的 和对 象。 根据 表达 的需 要， 围绕 表达 中心 ，选 择恰 当的 表达 方式 。

对“ 表达 方式 ”的理 解不 恰当 的是 ( )。

A.学习 表达 方式 不宜 让学 生单 纯的 读记 各种 概念 。

B.学习 表达 方式 有利 于学 生表 达能 力的 提高 。

C.在教 学实 践中 总结 不同 的表 达方 式， 根据 实际 情况 使用 恰当 的表

达方 式。

D.抒情 的表 达方 式指 以形 式化 的话 语组 织， 象征 性地 表现 个人 内心

情感 的一 类文 学活 动，它与 叙事 相对 ，具有 主观 性、个性 化和 诗意 化等

特征 ，在 写作 中要 多加 使用 。

10.《 义务 教育 语文 课程 标准 (2011 年版 )》指出 ，具有 独立 阅读 的能

力， 学会 运用 多种 阅读 方法 。对 “阅读 方法 ” 的理 解恰 当的 是( )。

A.不同 的文 体， 有不 同的 阅读 方法 。

B.写记 叙性 文章 ，表 达意 图明 确， 内容 具体 充实

C.从书 刊或 其他 媒体 中获 取有 关资 料， 讨论 分析 问题 ，独 立或 合作

写出 简单 的研 究报 告。

D.讲述 见闻 ，内 容具 体、 语言 生动 。复 述转 述， 完整 准确 、突 出要

点。

11.下图 是某 教师 讲授 某版 教材《马 》一课 时的 板书 设计 ，对其 评价

不正 确的 是( )。



A.概括 内容 ，简 明扼 要 B.突出 重点 ，化 解难 点

C.运用 符号 ，图 文并 茂 D.规范 工整 ，内 容

12.语文 素养 的综 合能 力体 现在 ( )。

A.写作 能力 B.识字 能力

C.阅读 能力 D.口语 交际 能力

13.阅读 《黔 之驴 》的 教学 实录 (节选 )，按 要求 答题 。

师： 大家 一定 记得 有这 样一 首诗 ： “ 千山 鸟飞 绝， 万径 人踪 灭。 孤

舟蓑 笠翁 ，独 钓寒 江雪 。”

这是 唐朝 诗人 柳宗 元的 《江 雪》 ，这 首小 诗为 身在 南国 的人 们描 绘

了一 幅绝 美的 雪景 ，今天 就让 我们 走进 他的 另一 篇比 较著 名的 文章《黔

之驴 》， 看看 作者 又会 给我 们带 来哪 些惊 喜和 启示 。

(课文 讲解 部分 略)

师： 文中 写虎 从畏 驴到 食驴 的过 程分 为六 个层 次， 请找 出各 层次 中

表明 虎的 心理 的词 语。

师：刚才 大家 都在 认真 思考 ，下面 我们 看下 你们 总结 的对 不对 (出示

幻灯 片答 案)，请 大家 将答 案记 下来 。

师： 虎开 始为 什么 害怕 驴?



生： 因为 一开 始以 为它 很厉 害。

师： 虎后 来为 什么 吃掉 驴?

生： 因为 虎看 出驴 的本 领不 过如 此。

师： 既然 驴的 本领 只不 过如 此， 用一 个成 语表 示是 什么 ?

生： 黔驴 技穷 。

师： 黔驴 技穷 多用 于贬 义， 借指 仅有 的一 点本 领也 用完 了。 请几 位

同学 给这 个成 语造 句。

生： 小明 夸大 海口 说他 会修 理电 视。 等到 他家 的电 视真 的坏 了， 他

黔驴 技穷 ，束 手无 策。

师： 造得 非常 好， 希望 大家 都能 学一 点真 本事 ，硬 功夫 ，千 万不 要

被人 说黔 驴技 穷哦 。

关于 上述 教学 片段 ，下 面评 价不 正确 的是 ( )。

A.教师 在课 堂导 入时 引入 了学 生熟 悉的 作者 诗词 ，自 然流 畅地 导入

新课 ，点 燃了 学生 学习 新课 文的 热情

B.通过 提问 层层 深入 ，启 发学 生认 识 “黔驴 技穷 ” 的本 质， 为学 习

该成 语做 好铺 垫

C.学习 完成 以后 及时 引导 学生 通过 造句 进一 步巩 固， 课堂 讲解 和练

习结 合紧 密。

D.教师 最后 的玩 笑有 点跑 题， 没有 体现 对学 生的 尊重

14.阅读《 珍珠 鸟》教学 实录 (节选 )，按要 求答 题 。(画线 语句 的序 号

与现 象的 序号 是对 应的 )



师：[A]请同 学们 再默 看这 一段 课文 ，跟刚 才一 样，先找 出表 示时 间

先后 的词 语。

生： 先是 、然 后、 再、 后来 。

师： [B]请同 学们 读读 这一 段课 文， 从中 你又 体会 到什 么 ?

生： 我体 会到 珍珠 鸟与 “我 ”的关 系越 来越 密切 。

师： [C]谁能 把珍 珠鸟 与作 者越 来越 密切 的关 系读 出来 ?

生： (有感 情地 朗读 )

师： 这一 段中 珍珠 鸟与 作者 之间 的关 系的 发展 过程 写得 非常 细腻 ，

非常 生动 。下 面老 师跟 同学 们一 起来 读这 一段 。

(教师 引读 ：起 先… … 随后 … …)

师： [D]请同 学们 看着 板书 ，试 着把 这一 段记 下来 。

对以 上教 学活 动， 下面 阐述 有误 的一 项是 ( )。

A.通过 重要 的词 句帮 助学 生理 解文 章， 体会 表情 达意 的作 用， 以及

对文 章大 意的 把握 。

B.想让 学生 去感 受、 理解 文章 ，一 定要 多朗 读。

C.朗读 的总 要求 是让 学生 在正 确、 流利 的基 础上 能够 有感 情地 朗读

课文 ，多 读， 读出 感情 进而 悟出 感情 。

D.通过 板书 的引 导帮 助学 生识 记课 文内 容， 这是 常用 的并 且是 比较

好的 方法 ，但 是太 死板 ，应 该在 课堂 上忽 视背 诵。

15.阅读《 爱莲 说》教学 实录 (节选 )，按要 求答 题 。(画线 语句 的序 号

与选 项的 序号 是对 应的 )



师：朗读 的真 棒!下面 让我 们对 照注 释自 由译 读课 文 ，疏通 文意 不懂

的词 语和 语句 圈点 出来 ，彼 此交 流讨 论。

生： 自由 翻译 ，讲 不动 的词 语和 句子 圈点 出来 (教师 在同 学间 巡视 )

师：在刚 才的 译读 过程 中，你遇 到了 哪些 困难 ，请与 大家 探讨 交流 。

生 1：老 师， 请问 “ 中通 外直 ”怎么 翻译 ?

生 2：我来 解释 ，我觉 得应 该翻 译成“ 莲花 露在 水面 的部 分是 直的 ，

水下 的根 部是 空的 ”

生 3：不 对， 我觉 得应 该是 “ 莲花 的茎 是直 的， 而且 里面 是空 的 ”

生 1：我 觉得 你的 看法 是正 确的 ，但 是， “ 不蔓 不枝 ”中的 “ 蔓和

枝” 又怎 么解 释?

生 4：我 认为 根据 书下 对这 个句 子的 翻译 ，可 以推 断出 “ 蔓” 翻译

成“ 牵连 ”;“ 枝” 可以 翻译 成“ 枝节 ”

生 3：我 觉得 这两 个词 应该 是同 一词 性， 可是 刚才 同学 的翻 译显 然

不是 ，所 以我 觉得 不对 ，但 是我 也说 不好 应该 怎么 翻译 (众生 笑)

对上 述教 学行 为分 析不 正确 的一 项是 ( )。

A.将学 习的 主动 权交 给学 生， 侧重 对学 生自 主解 决问 题的 能力 的培

养。

B.老师 图省 事直 接引 导学 生合 作、 探究 的学 习方 式解 决译 读过 程中

障碍 。

C.学生 很聪 明， 能够 感觉 出证 悟， 但是 最后 又分 析不 出个 为什 么所

以被 全班 同学 笑。



D.课堂 氛围 好， 整堂 课都 在师 生平 等的 对话 中进 行， 完全 打破 了传

统的 以教 师为 中心 的教 学模 式。

二、 案例 分析 题(本大 题共 3 小题 ，第 16 题 20 分， 第 17 题 8 分，

第 18 题 12 分， 共 40 分 )

(一)阅读 《浪 之歌 》教 学实 录(片段 )，完 成 16 题。

第二 环节 ：个 性阅 读

(一)自主 阅读

师： 老师 先示 范一 下。 老师 读 “ 我同 海岸 是一 对情 人” 一句 。

学生 认真 听。

师： 老师 在读 这一 句的 时候 ，把 重音 放在 “海岸 ” 和“ 情人 ”上，

因为 老师 在读 的时 候仿 佛置 身海 边 ，把自 己当 做海 浪 ，向海 岸倾 诉衷 肠 ，

语气 是委 婉的 ，感情 是深 沉的 。好 ，同学 们按 照我 们总 结的 阅读 方法 和

老师 刚才 的示 范，朗读 课文 。用圆 心实 点标 出重 音，并在 课文 的边 上写

出自 己的 理解 ，然 后小 组交 流。

学生 阅读 课文 。老 师巡 视指 导。

(二)小组 阅读 交流 评价

好。 同学 们读 得很 认真 。咱 们现 在进 行小 组阅 读交 流评 价。 一个 同

学读 ，其他 人进 行点 评 。点评 的依 据就 是那 三个 阅读 方法 。然后 全班 交

流。

学生 小组 阅读 交流 。老 师巡 视参 与。

第三 环节 ：展 示交 流



师： 通过 刚才 的阅 读， 同学 们把 课文 读通 了。 现在 请大 家来 展示 自

己的 学习 成果 ，互 相学 习， 互相 补充 。哪 一个 同学 先来 ?

生： 我最 喜欢 的句 子是 第一 段的 “爱情 让我 们相 亲相 近， 空气 却使

我们 相离 相分 。”这个 句子 前后 半句 形式 相近 ，后比 前多 一个“却 ”字 ，

前面 一句 是甜 蜜蜜 的， 令人 向往 的 ;而后 半句 却稍 显低 沉。 一个 “ 却”

字是 全句 的转 折，“相离 相分 ”突出 了作 者哀 的感 情。另外 ，“相亲 相

近”与“相离 相分 ”二词 作前 后半 句的 末笔 ，既押 韵 ，上口 ，又十 分贴

切。

好处 ，怎 一个 妙字 了得 ?

伤处 ，怎 一个 痛字 了得 ?

(生发 出一 阵惊 叹。 有人 在小 声称 赞： 才子 呀 !)

师：分析 得很 !既注 意到 了内 容方 面的 前后 比较 ，又读 出了 散文 诗押

韵的 特点 ，同 时还 很投 入， 用反 问句 将我 引入 这种 境界 了 !对这 一句 其

他同 学还 补充 吗?

生： 我喜 欢的 句子 也是 “爱情 让我 们相 亲相 近， 空气 却使 我们 相离

相分 。”这句 话写 出了 海浪 和海 岸若 即若 离的 关系 ，正如 老师 曾讲 的一

句话 ：“ 衣带 渐宽 终不 悔， 为伊 消得 人憔 悴。 ”

生： 这两 句诗 出自 哪里 呀?

师： 这是 柳永 的词 《蝶 恋花 》中 的名 句。 课下 我会 把这 首词 打印 ，

贴在 班里 。这 是运 用联 想和 想象 从内 容上 进行 理解 。好 ，继 续。

生： 我读 的一 句是 “我随 着碧 海丹 霞来 到这 里， 为的 是将 我银 白的

浪花 与金 沙铺 就的 海岸 合为 一体 … … ”。这 句话 中， “里 ”和 “体 ”押



韵， 读起 来比 较顺 口。 “碧海 丹霞 ” 使人 感到 广阔 ，心 情舒 畅;“ 银白

的浪 花”让人 感到 纯净 ，清新 ，“金沙 铺就 的海 岸”又让 人感 到温 馨和

谐， 令人 向往 。

师： 抓住 了关 键的 词语 进行 联想 和想 象， 体会 出关 键词 语所 创造 出

意。

生：“ 潮水 涨来 时，我拥 抱着 他;潮水 退去 时 ，我扑 倒在 他的 脚下 。”

押韵 ，富有 美感 ，既有 散文 诗的 条理 也不 失感 情色 彩 ，形象 地写 出了 海

浪起 伏的 景象 。

生： “清晨 ，我 在情 人的 耳边 发出 海誓 山盟 ，于 是他 把我 紧紧 搂抱

在怀 中;傍晚 ，我 把爱 恋的 祷词 歌吟 ，于 是他 将我 亲吻 。 ”“ 清晨 ”与

“傍晚 ”，两个“ 于是 ”，前后 呼应 ，十分 押韵 ，增进 了语 势。表达 了

浪与 海紧 密相 连的 关系 。

师： 读得 还应 该更 有感 情。 有些 重点 词要 读得 更重 些。 试一 试 ?

(生再 读，突出 了“海誓 山盟 ”“紧紧 搂抱 ”“ 歌吟 ”“亲吻 ”，有

些同 学善 意地 笑了 。)

师： 听了 刚才 同学 们的 发言 ，老 师的 觉得 是你 们已 经学 会从 散文 诗

本身 的特 点去 感受 语言 。但语 言的 最终 目的 是去 表情 达意 的 ，抒发 感情

的。 我们 在品 味语 言的 时候 一定 要感 受出 语言 背后 的东 西。 好， 继续 。

生：“这就 是我 的生 活;这就 是我 终身 的工 作 。”海浪 与海 岸嬉 戏着 ，

但海 岸不 理“ 我” 。“ 我” 依旧 要重 复， 这些 都说 明了 “我 ”的执 着 ：

为了 爱情 而百 死不 悔，即使 无法 相拥 相抱 ，但也 在坚 持 。最后“终身 的

工作 ”也体 现了 另外 一种 语气 ，一 辈子 无法 自拔 。



16.(1)请结 合新 课改 理念 ，试 评析 该教 学片 段中 的两 处优 点。

(2)请结 合本 课教 学， 给该 教师 提出 合理 建议 。

(二)阅读 下面 的学 生习 作， 完成 第 17-18 题。

我和 大自 然有 个约 会

①大自 然， 是人 生的 驿站 ，即 使驻 足片 刻， 启程 时那 亦是 满目 的碧

绿、 无涯 的姹 紫嫣 红， 铺满 了人 生的 征途 。

─ ─ 题记

②当我 忧伤 时， 我就 约会 雨中 的大 自然 。

③一走 进她 ，我 总会 看到 不明 不暗 的天 穹， 不粗 不细 的雨 。那 雨既

不是 毛毛 细雨 似的 轻柔 ，也不 是暴 雨似 的急 促 ，只是 密密 的、极有 轫性

的下 着，淋在 我光 光的 脊背 上，没有 一点 冷的 感觉 。雨中 的田 野升 起一

片淡 淡的 绿烟 。空中 的云 层并 不黑 厚 ，好像 有从 云层 上筛 下的 阳光 和雨

丝一 起洒 落。在这 圣洁 温暖 的雨 中，使我 的灵 魂得 到了 净化 。大自 然之

于我 灵魂 的幼 苗， 又何 尝不 是一 场充 满生 命力 的雨 !

④雨中 的约 会， 让我 学会 了遗 忘， 读懂 了坚 强。

⑤当我 浮躁 时， 我也 约会 阳光 下大 自然 。

⑥一走 进她 ，我 就仿 佛置 身于 七月 的夏 日。 地面 上热 浪袭 人， 太阳

也嘴 巴大 张，林中 的野 兽喘 着粗 气，无聊 的知 了在 不停 地鸣 叫 ，你到 底

知道 了什 么而 如此 兴奋 !只要 稍静 一阵 ，情 况陡 转。 闭上 眼睛 ，脑 中是

一片 白雪 皑皑 的世 界。万里 大地 ，红装 素裹 ，太阳 初升 ，阳光 是那 么柔

和，让人 心里 痒痒 。鸟儿 已经 绝迹 ，更不 用说 知了 了。徜徉 在热 情的 阳



光下 ，感受 着大 自然 的无 穷魅 力 ，可以 把不 愉快 的事 情抛 在青 山绿 水之

中。 远处 偶然 传来 一声 鸡叫 ，时 间在 这里 停滞 。我 不再 烦燥 。

⑦阳光 下的 约会 ，让 我学 会了 冷静 ，读 懂了 沉稳 。

⑧当我 成功 时， 我更 约会 大自 然。

⑨一走 进她 ，我 见到 的是 另一 番景 象： 丰收 的庄 稼一 望无 际， 秋后

的枝 头果 实累 累。小鸟 在天 边歌 唱着 胜利 的乐 章 ，鱼儿 在水 底摆 设出 优

美的 造型 — —是在 为我 欢乐 。咦 ，为什 么谷 穗不 高兴 ?不!它并 没有 像我

一样 轻狂 ，虽 然有 饱满 的果 实， 它依 然谦 虚地 把头 垂下 。看 那些 秕谷 ，

又随 风招 摇， 这无 知的 空虚 !我突 然想 到了 自己 ，急 忙把 头低 下， 踏上

了前 进的 路程 。我 不再 放纵 。

⑩田野 上的 约会 ，让 我学 会了 谦虚 ，读 懂了 踏实 。

⑪约会 着， 美丽 着， 在人 生的 征途 上。

问题 ：

17.请从 第③⑥ 段中 找出 两个 错别 字 ，从第 ③ 段中 找出 一处 病句 ，分

别改 正。

18.请指 出该 习作 的两 个优 点， 并结 合具 体内 容分 析。

三、教学 设计 题 (本大 题共 3 小题 ，第 19 题 20 分 ，第 20 题 20 分 ，

第 21 题 25 分， 共 65 分 )

阅读 文本 材料 和相 关要 求， 完成 第 19-21 题。

生于 忧患 ，死 于安 乐

孟子



舜发 于畎 亩之 中， 傅说 举于 版筑 之间 ，胶 鬲举 于鱼 盐之 中， 管夷 吾

举于 士，孙叔 敖举 于海 ，百里 奚举 于市 。故天 将降 大任 于是 人也 ，必先

苦其 心志 ，劳其 筋骨 ，饿其 体肤 ，空乏 其身 ，行拂 乱其 所为 ，所以 动心

忍性 ，曾 益其 所不 能。

人恒 过，然后 能改 ;困于 心 ，衡于 虑，而后 作;征于 色 ，发于 声，而后

喻。入则 无法 家拂 士 ，出则 无敌 国外 患者 ，国恒 亡 。然后 知生 于忧 患而

死于 安乐 也。

研讨 与练 习

一、 翻译 下列 句子 。

1.困于 心， 衡于 虑， 而后 作;征于 色， 发于 声， 而后 喻。

2.入则 无法 家拂 士， 出则 无敌 国外 患者 ，国 恒亡 。

二、 结合 课文 内容 说说 你对 “生于 忧患 而死 于安 乐 ”的理 解， 并另

举一 两个 事例 来证 明这 一观 点。

三、 《孟 子》 文章 以雄 辩著 称， 大量 使用 排比 句， 气势 非凡 。反 复

朗读 并背 诵课 文， 从中 举一 两个 例子 做具 体分 析。

四、 《孟 子》 中有 不少 历代 传诵 的名 言警 句， 请从 课文 或课 文以 外

的篇 目中 选择 一句 作为 你的 座右 铭， 并说 出理 由。

单元 介绍

人应 该有 怎样 的品 格与 志趣 ?本单 元的 几篇 古代 诗文 从不 同角 度回

答了 这一 问题 。它们 或以 睿智 雄辩 论述 人生 理想 与担 当 ，或以 奇特 想象

寄寓 不凡 的追 求，或以 生动 事迹 彰显 人物 品格 ，或以 诗意 语言 抒写 人生

感悟 与思 考。 阅读 这些 经典 作品 ，要 用心 去感 受古 人的 智慧 与胸 襟。



学习 本单 元，要借 助注 释和 工具 书 ，整体 感知 课文 内容 大意 ;还要 多

读熟 读，积累 常见 文言 词语 和名 言警 句 ，不断 提高 自己 的文 言文 阅读 能

力。

《义 务教 育语 文课 程标 准(2011 年版 )》的 相关 要求

阅读 浅易 文言 文， 能借 助注 释和 工具 书理 解基 本内 容。 注重 积累 、

感悟 和运 用， 提高 自己 的欣 赏品 位。

学生 情况

八年 级， 班级 人数 45

课时 安排

一课 时

教学 条件

教室 配有 多媒 体设 备， 能够 演示 PPT，播 放视 频、 音频 文件 ，投 影

实物 等。

问题 ：

19.从“ 应该 重视 语文 课程 对学 生思 想情 感所 起的 熏陶 感染 作用 ”角

度， 写出 你对 《生 于忧 患， 死于 安乐 》教 学的 认识 ，不 少于 200 字。

20.根据 上述 资料 ，确定 本篇 课文 的教 学目 标 ，并具 体说 明确 定依 据 。

(不能 照抄 材料 )

21.选择 其中 一个 教学 目标 ，设计 一个 教学 方案 ，简要 说明 每个 环节

的教 学内 容和 教学 方式 。



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河北教师资格网（www.hbjszgw.

com）或关注公众号：河北教师考试服务

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

1.【关注公众号，回复答案即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2.回复咨询，与老师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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