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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职工专业知识测试

（2019 年 1 月）

一、基础知识与阅读（50%）
（一）基础知识（25%）
1. 下面四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数（）。（3 分）

A. 剽悍．/发飙． 亲．家/告罄． 浑．水摸鱼/混．世魔王

B. 戏 /虐．待 螺蛳．/狮．吼 扪．心自问/门．庭若市

C. 打烊．/洋．溢 烘焙．/培．植 稗．官野史/卑．鄙拙劣

D. 内疚．/马厩． 针灸．/灵柩． 趁．火打劫/暴殄．天物

2. 下面四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3 分）

A. 一筹莫展 甘拜下风 言简意赅 一鼓作气

B. 悬梁刺股 天翻地覆 一如继往 草菅人命

C. 不胫而走 黄粱美梦 不落窠臼 额手称庆

D. 墨守成规 罄竹难书 声名鹊起 美轮美奂

3. 在下面这段话空缺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3 分）

我 过一些古老的树。每次用掌心去 沧桑的树皮， 其体温， 其内部的

年轮，我都 。

A. 抚触 感受 揣摩 凝视 满怀深情 B. 凝视 抚触 感受 揣摩 隐隐动容

B. 感受 抚触 揣摩 凝视 隐隐动容 D. 揣摩 凝视 感受 抚触 满怀深情

4. 下列各句中标点符号使用合乎规范的一项是（）。（3 分）

A. 《新华字典》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一本小小的“工具书”竟然历经数十年

而不衰。

B. 她独自一个人在雨中走着，几乎忘记了一切，已分不清天上飘洒着的是雨还是雪？也不

知道脸上缓缓流淌着的是水还是泪？

C. 归隐是旧时文人理想的一种生活——躬耕、沽酒、题诗、对弈......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

人愿意去过这样的生活呢？

D. “进化论嘛！”鲁迅先生微笑着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舌头底下压着个结论：可

怕的进化论思想。”

5. 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3 分）

A. 40 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

B. 根据本报的调查显示，儿童的阅读启蒙集中在 1-2 岁，并且阅读时长随年龄的增长而增

加的。

C. “互联网+”是开放的产物，技术和资源的共享，激发了人们创新的热情，催生了互联网

经济现象的出现。

D. 这项新产品不仅达到了环保指标要求，更是通过了耐高压、耐高辐射等一系列近乎苛刻

的性能，让用户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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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面五个句子，按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一项是（）。（3 分）

①出于对“井神”的虔敬，他们常要盖一座漂亮的井罩，或似佛塔，或似华盖，并施以彩绘

和大象孔雀等雕饰。

②至今，虽然许多傣寨通了自来水，但村民仍习惯井饮，他们笃信神赐之水比管道来水要甜，

要纯洁，要吉祥。

③有“水傣”之称的傣族，笃信人源于水、归于水，有一民谣：“泡沫随浪漂，傣家跟水走。”

④不仅维护井身的洁净，连周边环境也要每天清扫。

⑤在傣寨，只要找到了最精美的屋舍，即找到了井。

A. ⑤①④②③ B.③①④⑤② C.①⑤④③② D.②①⑤④③

7. 下列文学常识的表述，错误的一项是。（3 分）

A.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B. 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

C. 入选高中语文教材的《瓦尔登湖》，其作者是美国超验主义文学家、哲学家梭罗。

D. 儒勒·凡尔纳还被称为预言家，是因为他一生创作了很多科幻小说，书中的幻想情节在今

天都成为了现实。

8. 诗文填空。（4 分）

（1）《登高》中描写仰望落叶萧索和俯视江水长流，暗含人生短暂的感慨的诗句是：

，不尽长江滚滚来。

（2）读书不觉已春深， ，（唐·王贞白《白鹿洞》）

（二）古诗文阅读（10%）
从军行

【唐】李白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

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9. 解释意思。（4 分）

（1）第一句诗中的“碎”意思理解正确的是（）。

A. 伤害 B.破坏，打坏 C.琐细；繁杂 D.支离破碎

（2）对“突营射杀呼延将”的意思理解正确的是（）。

A. 冲出营帐，就遭到匈奴将士的射杀。

B. 边突围边射杀边大喊匈奴将领的名字。

C. 冲出重围，并射死了一个匈奴将领。

D. 冲出重围时，遭到匈奴将领的射杀。

10.这首诗表达了诗人 的思想感情。（3 分）

11.对这首诗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 将军独自带领一些残兵归来，说明这次是打了败仗。

B. “百战”和“独领”呼应，显示出将军的英雄气概。

C. 虽然没有获胜，但将军带领士兵英勇突围，还射杀了敌军的将领，豪气冲天。

D. 虽然没有刻画将军的肖像，但将军勇武过人的形象在紧张的战斗场面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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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文阅读（15%）
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

基于长期的经验，我似乎发现，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处于此种境地：知识愈浅薄的人，愈

欲夸夸其谈；相反，学识丰富倒使人在判断某些新事物时，变得甚为优柔寡断。

从前有一人，生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但他天资颖慧，生性好奇。他喂养了许多鸟雀，

饶有兴味地欣赏其啁啾，聊以自娱。他极为惊异地发现，那些鸟儿运用巧妙之技，借助呼吸

之气，能随心所欲地叫出各种声音，皆好听极了。一日晚间，他在家听到附近传来一种声音，

十分悠扬，遂臆断为一只小鸟，出去捕之。路上，遇见一位牧童，正在吹着一根木管，同时

手指在上面按动着，忽而捂住某些孔眼，忽而放开，使木管发出了那种响声，宛然喈喈鸟语，

不过发音方式迥然不同。他惊诧不已，并在好奇心驱使下，送给牧童一头牛犊，换取了那支

笛子。他通过思索意识到：假使牧童未从此地路过，他将永远不会晓得，自然界有两种产生

声音和乐音的方法。他决定离家出走，意欲经历一些其他奇事。翌日，当他经过一幢茅舍时，

听见里面响着一种乐音，为了弄清是支笛子还是只乌鸦，他信步而入。只见一少年，正用拿

在右手的一根弓，拉着绷在左手持着的一只木匣子上的几条筋，同时指头在筋上移动着；根

本不必吹气，那件乐器就发出了各种悦耳的声音。此时他有多么惊愕。

他偶然见识了这两种意想不到的产生声音和乐音之新法后，遂开始相信自然界尚会存在

其他方法。然而又令他感到十分奇妙的是，当他走进一座圣殿时，为了瞧瞧刚才是谁在奏乐，

便往门后看去，发觉音响是在开门之际产生自门枢和铰链。另外一次，他兴致勃勃地走进一

家酒店，以为能看到某人在用弓轻轻触动小提琴的弦，但看见的却是有个人正用一只手指的

指尖，敲着一只杯子的杯口，使其发出清脆的响声。可当他后来观察到，黄蜂、蚊子与苍蝇

不是像鸟雀那样，靠气息发出断断续续的啼叫声，而是靠翅膀的快速振动，发出一种不间断

的嗡嗡声时，与其说他的好奇心越发强烈了，毋宁说他在如何产生声音的学问方面变得茫昧

了，因为他的全部阅历俱不足以使他理解或相信：蟋蟀尽管不会飞，但却能用振翅而非气息

发出那般和谐且响亮的声音。嗣后，当他以为除了上述发声方式之外，几乎已不可能另有它

法时，他又知悉了各式各样的风琴、喇叭、笛子和弦乐器，种类繁多，直至那种含在嘴里、

以口腔作为共鸣体、以气息作为声音媒介物的奇特方式而吹奏的铁簧片。这时他以为自己无

所不晓了，可他捉到一只蝉后，却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知和愕然之中：无论堵住蝉口还是

按住蝉翅，他都甚至无法减弱蝉那极其尖锐的鸣叫声，而不见蝉颤动躯壳或其他什么部位。

他把蝉体翻转过来，看见胸部下方有几片硬而薄的软骨，以为响声发自软骨的振动，便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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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断，欲止住蝉鸣。但是一切终归徒然；乃至他用针刺透了蝉壳，也没有将蝉连同其声音一

道窒息。最后，他依然未能断定，那鸣声是否发自软骨。从此，他感到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了，

问他声音是如何产生的，他坦率地说知道某些方法，但他笃信还会有上百种人所不知的、难

以想像的方法。

我还可以试举另外许多例子，来阐释大自然在生成其事物中的丰富性，其方式在感觉与

经验尚未向我们启示之时，都是我们无法设想的，即便经验有时仍不足以弥补我们的无能。

故此，倘若我不能准确地断定彗星的形成之因，那么我是应当受到宽宥的，况且我从未声言

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懂得它会以某种不同于我们任何臆度的方式形成。对于握在我们手

心的蝉儿，都难以弄明白其鸣声生自何处，因而对于处在遥远天际的彗星，不了解其成因何

在，更应予以谅解了。

（【意大利】伽利略著 刘黎亭译）

12.根据要求，只选择一项，把正确答案的字母序号填入括号里。（每题 2 分，共 8 分）

（1）是什么引发了从前那个人对自然界声音和乐音的探究欲？（）

A. 鸟雀啁啾 B.牧童吹笛 C.圣殿奏乐 D.少年弹弓

（2）从前那个人对于哪一种声音的产生方法还不知道？（）

A. 蝉鸣 B.蚊子叫 C.鸟语 D.蟋蟀啼

（3）作者举了一个什么事例来说明大自然在生成事物中的丰富性？（）

A. 从前有个探索了许多昆虫发声的原理

B. 从前有个研究了很多乐器发音的原理

C. 从前有个人把昆虫发声和乐器发音作了比较研究

D. 从前有个探索了许多种声音的形成但不能穷尽

（4）作者讲从前那个人的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

A. 学识丰富反而越茫昧 B.不了解事物真相是能获得谅解的

B. 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 D.我们要有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13.用一句话说明鸟儿和蟋蟀发声原理的不同。（3 分）

14.简要回答：伽利略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读了这篇文章，你认为他会讲故事吗？为什

么？（至少写出 2 个理由）（4 分）

二、教材教法（20%）
《肥皂泡》是三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请你完成一份教学设计，教学设计包括教学目标

和教学过程。

肥皂泡

小的时候，游戏的种类很多，其中我最爱玩的是吹肥皂泡。

下雨的时节，不能到山上海边去玩，母亲就教我们在廊子上吹肥皂泡。她说阴雨时节天

气潮湿，肥皂泡不容易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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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把用剩的碎肥皂放在一只小木碗里，加上点水，和弄和弄，使它融化，然后用一

支竹笔套管，沾上那黏稠的肥皂水，慢慢地吹起，吹成一个轻圆的网球大小的泡儿，再轻轻

地一提，那轻圆的球儿，便从管上落了下来，轻悠悠地从空中飘游。若用扇子在下面轻轻地

扇送，有时能飞得很高很高。

这肥皂泡，吹起来很美丽，五色的浮光，在那轻清透明的球面上乱转。若是扇得好，

一个大球，会分裂成两三个玲珑娇软的小球，四散纷飞。有时吹得太大了，扇得太急了，这

脆薄的球，会扯成长圆的形式，颤巍巍的，光影零乱。这时大家都悬着心，仰着头，停着呼

吸——不久这光丽的薄球，就无声地散裂了，肥皂水落了下来，洒到眼睛里，使大家都忽然

低了头，揉出了眼泪。

那一个个轻清脆丽的球儿，是我们自己小心地轻轻吹起的，吹了起来，又轻轻地飞起，

是那么圆满，那么自由，那么透明，那么美丽。借着扇子的轻风，把她们一个个送上天去送

过海去。到天上，轻轻地挨着明月，渡过天河跟着夕阳西去。或者轻悠悠地飘过大海，飞越

山巅……目送着她们，我心里充满了快乐、骄傲与希望。

láng ruò jiāo báo chàn wēi diān yīng

廊 若 娇 薄 颤 巍 巅 滢

朗读课文，用自己的话说说吹泡泡的过程。

课文中有一些句子不容易读懂，如“五色的浮光，在那轻清透明的球面上乱转。”在课文中

找一找，说说这些句子的意思。

读句子，体会丰富的想象，再想一想：这些轻清翠丽的小球，还有哪些美丽的去处呢？

借着扇子的清风，把她们一个个送上天去送过海去。

到天上，轻轻地挨着明月，渡过天河跟着夕阳西去。

或者轻悠悠地飘过大海，飞越山巅，又低低地落下，落到一个熟睡中的婴儿的头发上......
15.教学目标设计（5 分）

16.教学过程设计（15 分）

皂 廊 碗 若 透 娇

扯 仰 串 越 婴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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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30%）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俩站着不说话。”在顾城的诗里，陪伴

是这样简单而美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陪伴。父母与子女之间

的陪伴，朋友的相伴；与好书结伴，清风明月作伴......请以“陪伴”为主题写一篇文章，题

目自拟。

要求：1.字数 600 字左右；2.诗歌除外，文体不限；3.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

名、单位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