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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卷全攻略 

【萬能答題公式】   

 

（一）某句話在文中的作用：  

1.文首：開篇點題；渲染氣氛（散文），埋下伏筆（記敘類文章），設置懸

念，為下文作輔墊；總領下文；   

2.文中：承上啟下(過渡)；總領下文；總結上文；   

3.文末：點明中心（散文）；深化主題（記敘類文章）；照應開頭（議論文、

記敘類文章文、小說）   

 

（二）修辭手法的作用：   

（1）它本身的作用；（2）結合句子語境。   

1.比喻、擬人：生動形象；  

 答題格式：生動形象地寫出了＋物件＋特性。   

2.排比：有氣勢、加強語氣、一氣呵成等； 

 答題格式：強調了＋物件＋特性   

3.設問：引起讀者注意和思考；  

 答題格式：引起讀者對＋物件＋特性的注意和思考   

4.問：強調，加強語氣等；   

5.對比：強調了……突出了……    

6.反復：強調了……加強語氣   

 

（三）句子含義的解答：   

這樣的題目，句子中往往有一個詞語或短語用了比喻、對比、借代、象

徵等表現方法。答題時，把它們所指的物件揭示出來，再疏通句子，就可以

了。   

 

（四）某句話中某個詞換成另一個行嗎？為什麼？   

動詞：不行。因為該詞準確生動具體地寫出了…… 

形容詞：不行。因為該詞生動形象地描寫了……    

副詞（如都，大都，非常只有等）：不行。因為該詞準確地說明了……的情

況（表程度，表限制，表時間，表範圍等），換了後就變成……，與事實不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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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句話中某兩三個詞的順序能否調換？為什麼？ 

不能。因為：   

（1）與人們認識事物的（由淺入深、由表入裡、由現象到本質）規律不一

致。   

（2）該詞與上文是一一對應的關係。   

（3）這些詞是遞進關係，環環相扣，不能互換。   

 

（六）段意的概括歸納   

1.記敘類文章：回答清楚（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什麼人做什麼事。   

格式：（時間＋地點）＋人＋事。   

2.說明類文章：回答清楚說明物件是什麼，它的特點是什麼。   

格式：說明（介紹）＋說明物件＋說明內容（特點）   

3.議論類文章：回答清楚議論的問題是什麼，作者觀點怎樣。   

格式：用什麼論證方法證明了（論證了）＋論點   

 

（七）技巧 

 

（一）“方式、手法”的區分  

 藝術手法，又叫表達技巧，包括： 

 ①表達方式：記敘、描寫、抒情、議論、說明。 

 ②表現手法：起興、聯想、烘托、抑揚、照應、正側、象徵、對照、由實

入虛、虛實結合、運用典故、直抒胸臆、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

融、托物言志、借古諷今、化動為靜、動靜結合、以小見大、開門見山。 

 ③修辭手法：比喻、借代、誇張、對偶、對比、比擬、排比、設問、反問、

引用、反語、反復。  

 

（二）“情”、“景”關係區別  

 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都是詩人把要表達的感情通過景物表達出來。 

 

“借景抒情”表達感情比較直接，讀完詩歌後的感受是見“情”不見“景”； 

“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表達感情時正面不著一字，讀完詩歌後的感受

是見“景”不見“情”，但是仔細分析後卻發現詩人的感情全部寓於眼前的

自然景色之中，一切景語皆情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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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描寫的角度  

 常見的角度有：形、聲、色、態、味。 

“形”、“色”是視覺角度； 

“聲”是聽覺角度； 

“態”分為動態和靜態； 

“味”是觸覺角度。  

 

(四) 說明文 

說明文分類：1、實物說明文、事理說明文、程式說明文  

2、科技性說明文、文藝性說明文(也叫科學小品或知識小品)   

       說明順序：1、時間順序：歷史順序、年代順序、四季交替順序、早晚(先

後)順序 

2、空間順序：注意表方位的名詞  

 3、邏輯順序：先總後分、由主到次、由表及裡、由簡到繁、

由此及彼、由現象到本質等。   

說明方法：數字說明、比較說明、舉例說明、比喻說明、分類說明等  

說明方法的作用： 

比喻說明：生動形象說明了__________ 增強了文章的趣味性。   

舉例說明：具體說明_____ 的特點，從而使說明更具體，更有說服力。 

比較說明:把____ 和 ______相互比較, 突出強調了____ 的_____特點。    

數字說明: 用具體的資料 加以說明，使說明更準確更有說服力。 

 

(五) 記敘的順序： 

順敘:清晰 

倒敘:引起懸念、吸引讀者 

插敘:補充  

(六) 描寫的方法：   

一.人物 

1、肖像(外貌)描寫、動作描寫、神態描寫、語言描寫、心理活動描寫;    

2、正面描寫與側面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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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環境描寫 

主要作用： 

1、交代作品的時代背景。 

2、在回答時必須結合當時當地的時代背景，指出文段中環境描寫的相關語

句揭示了什麼樣的社會現實。 

三.自然環境描寫(景物描寫)句的主要作用：   

1、表現地域風光，提示時間、季節和環境特點; 

2、推動情節發展;  

3、渲染氣氛; 

4、烘托人物形象(或人物心情、感情);    

(七) 常見寫作方法、表現手法：   

聯想、想像、象徵、比較、對比、襯托、烘托、反襯、先抑後揚、以小見大、

托物言志、借物喻理、寓理於物、借物喻人、狀物抒情、借景抒情、情景交

融   

 

(八) 語句在文章篇章結構上的作用：   

首:總起全文、引起下文、打下伏筆、作鋪墊、 

中:承上啟下(過渡)、前後照應、推動情節發展 

末:首尾呼應、總結全文、點題 

句子在文章結構上的作用分析：  

1、對上文(或全文)：照應上文、首尾呼應、總結上文(或全文); 

2、對下文：引起下文，打下伏筆、作鋪墊; 

3、對上下文：承上啟下(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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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語句在表情達意方面的作用：   

1.渲染氣氛、烘托人物形象(或人物感情)、 

2.點明中心(揭示主旨)、 

3.突出主題(深化中心)   

 (十 )語文應試答題方法、技巧 (綜述) 

 知識積累與運用  

 一、書寫題： 

  1、認真規範書寫; 

2、不出現錯別字; 

3、不亂畫塗改，在草稿紙寫好後再謄寫。 

4、學會審題。  

 二、選擇題：1、直選法 2、排除法  

 三、閱讀題技巧 

  修辭方法及表達作用  

 比喻，擬人：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了 ，表達了 情感。  

 排比：表現了 ，抒發了 ，增強了語勢，加強了感情。  

 設問：自問自答，引起讀者思考 ，使文章有起伏。  

 反問：加強語氣，增強語勢，表達了 (的情感)，使文章有起伏。 

 

模式: 

(1).點明何種表現手法 

(2). 表現了什麼內容 

(3).表達了怎樣的感情? 如：此句運用了____，從而生動形象表現了_____ ，

表達了_________ 

 

文章段落語句的主要作用有： (必須從內容、結構兩個方面來進行做答) 

    1、結構上：承接上文、開啟下文、總領下文(引出下文)、承上啟下(過渡)、

照應前文(開頭)首尾呼應。  

 2、內容上：開篇點題、抒發情感、點明中心，深化主題、畫龍點睛  

 3、寫法上：氣氛渲染 、托物言志、以小見大、設置懸念、埋下伏筆、為

後文作鋪墊、欲揚先抑、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托物言志等。   

 

象徵、托物言志作用:使表達委婉含蓄、深沉感人. 

 

環境描寫的作用：交代時間地點，揭示時代背景;渲染氣氛、烘托人物心情，

展示人物的性格、推動情節的發展評價感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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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是不是”、“同意不同意”、“好不好”? 

 

感悟:結合主旨、個人生活體驗,提出對問題的看法。 

 

啟示從原文引出;評價表明態度及理由。特別注意是否讓舉例或結合實際，

把題目中所要求的全部答出。   

 

懂得常用的描寫人物的方法，並理解其作用。方法有： 

①正面描寫：語言、動作、心理、神態、外貌 

②側面(間接)描寫：其他的人或事 

③細節描寫 

④環境襯托人物心情等。 

⑤用詞的感情傾向.褒貶色彩 

作用是： 

揭示人物性格，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精神風貌 

非主人公在文中的作用:對比烘托,使主人公性格特徵更加鮮明突出. 

 

  有關佈局謀篇的題型:   

 提問方式：某句（段）話在文中有什麼作用？  

 答題模式：1. 文首：開篇點題；照應題目；總領全文；渲染氣氛，埋下

伏筆；設置懸念，為下文作輔墊。  

 2. 文中：承上啟下；總領下文；總結上文；呼應前文。  

           3. 文末：點明中心；昇華感情，深化主題；照應開頭，結構

嚴謹；畫龍點睛；言有盡而意無窮。  

答題示例： 

我怕我父親，他打我是真打。看著他瞪圓了眼，一步一步逼近，還不敢躲，繃緊

了肌肉等著，於是一巴掌扇過來，於是腦袋嗡的一聲……（節選自韓羽《父子之

間的怯意》） 

  問：請簡析第一自然段（即上文）在作品中的作用。 

  答：（1）為下文寫父親對“我”的愛作反襯； 

（2）為文末寫父親對“我”的怯意作鋪墊； 

（3）照應了“父子之間的怯意”這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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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表現手法的題型:  

 

藝術類  

  

提問方式：文章這樣寫有什麼好處、效果、作用？ 

 答題模式：使用的方法＋內容＋效果（或作用） 

答題示例： 

這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浮海遠遊的潮流，各有其截然不同的背景、色彩和內

涵，不可一概而論，卻都是時代浮沉的側影，歷史浩蕩前進中飛濺的浪花。民族

向心力的凝聚，並不取決於地理距離的遠近。我們第一代的華僑，含辛茹苦，寄

籍外洋，生兒育女，卻世代翹首神州，不忘桑梓之情，當祖國需要的時候，他們

都做了慷慨的奉獻。香港蕞爾一島，從普通居民到各業主王、紳士爵士、翰苑名

流，對大陸踴躍捐助，表示休戚相關、風雨同舟的情誼，是近在眼前的動人事例。   

 

問：本文第四段（即上文）寫了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浮海遠遊的潮流，並讚

頌他們不忘桑梓之情，慷慨奉獻，與祖國休戚相關。試分析這樣寫的作

用和好處。  

答：把鄉土情結提高到民族凝聚力的高度來認識，豐富並深化了鄉土情結的

涵義。具體說明了鄉土情結不因時間的悠遠（歷史）和空間的阻隔（地

理）而褪色。既照應了開頭，也使本文的主題得到深化。  

 

人稱類  

提問方式：使用這種人稱寫的好處是什麼？或：為什麼要改變人稱？  

答題模式：第一人稱續寫：親切、自然、真實，適於心理描寫； 

第二人稱：便於感情交流，進行抒情，還能起擬人化的作用； 

第三人稱：顯得客觀冷靜，不受時空限制，便於敘事和議論。   

 

答題示例： 

但幻想畢竟是幻想，封閉終不能封閉。幾多和番公主的幽魂，帶著環佩的響聲在

月夜中歸來了。幾多寒霜凍硬的弓弦，射出了斷喉的利箭。薊門被踏平，燕台被

摧垮，呼嘯著風聲的寶劍，掀翻了太液秋波。由是人們發現：邊牆不再是屏障，

紫塞(注：指長城)不再是嶔奇。它變得可笑，仿佛受盡了時間與空間的嘲弄。在

風沙剝蝕下，它過早地衰老了。所以我說，你是一個文化愚鈍的標誌，長城！（節

選自 2000 年全國卷《長城》）  

 

問：這篇散文中，⑴作者主要用第二人稱寫長城，這樣寫的好處是什麼？ 

⑵第六段的結尾改用第三人稱“它”，原因是什麼？  

 



8 
 

答：⑴將長城擬人化：A. 便於與長城對話，B. 便於抒發感情。 

⑵因為這句話承接“由是人們發現”而來，寫的是“人們”的感受，而不是

作者直接向長城抒懷。 

 

有關歸納內容要點的題型: 

   提問方式：請概括某一段（或全文）的內容要點。 

   答題模式：分三步走，第一步劃分本段的層次，第二步提取要點詞語，

第三步整合答案。  

答題示例： 

母親愛花，我也跟著愛起花來。家住在石門鄉間，前後有兩個小小的院子，於

是，也種了不少雜七雜八的植物，按著季節，也會開出不少好看的花。有時候

在廊前一坐，桂花送來淡淡的清香，覺得自己好像也安靜古雅了起來。夏天的

傍晚，茉莉會不停地開，摘下兩三朵放在手心裡，所有青春的記憶都會隨著它

的香氣出現在我眼前。我想，我愛的也許並不是花，而是所有逝去的時光，在

每一朵花後面，都有著我珍惜的記憶。（節選自席慕容《花的世界》）  

 

 問：本段寫我愛花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三點，請概括寫出。  

 分析：四句話中很顯然前兩句各是一層，後兩句是一層。再提取每層的要

點詞“母親的愛花”“安靜古雅”“珍惜的記憶”，最後整合答案。  

 答：（1）受母親的愛花的影響 

 （2）花讓自己變得安靜古雅 

（3）花裡有自己珍惜的記憶。  

  

有關鑒賞人物形象的題型:   

 提問方式：請簡要分析文中的主人公的形象  

 答題模式：按總分（分總）來回答。 

先用一句話從整體上對該人物作出一個定性分析，然後再從幾個方面作定量

分析；也可以先從幾個方面作定量分析，然後再用一句話作定性式的總括。   

答題示例： 

女主人很快發現了我的反常行為，她嗅到了屋子裡的油煙味。即刻提出了質疑。

那時我正站在廚房裡陶醉地聽著三兄弟的叫聲，我已經能夠準確地分清他們聲音

中的微小差異了，有一個不叫我就會心事重重。女主人說，傻瓜蛋，有吸油煙機

不用，你有神經病啊？我剛給她幹活時，她對我的稱呼是四個字——文學青年。

這四個字用她地道的北京話發出來，顯得無比的惡毒。雇用我三個月後，她叫我

的就是這三個字——傻瓜蛋，她說之所以沒有解雇我，是因為我看上去不像別的

人一樣嚇她一跳。  我示意她小聲一點，低聲說，煙囪裡有一窩小麻雀，他們

是我的兄弟。女主人上上下下地看了我一遍（好像我是個什麼怪物），扭身走出

了廚房，在門口她從牙縫裡擠出了兩個字——農民。我喜歡這個稱呼，雖然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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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惡毒，但我確實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我認為做個農民並不可恥。（節選自安

勇《煙囪裡的兄弟》） 

 

 問：文中的“女主人”是個怎樣的人物形象？請用一句話加以概括，並舉

一例說明。  

 答：是一個鄙視進城打工農民的城裡人形象。如：從牙縫裡擠出了兩個

字——農民。（或無比的惡毒地將“我”稱為“文學青年”“傻瓜

蛋”等） 

 

說明文閱讀   

一.說明方法  

 1.舉例子：具體形象 2.打比方：生動形象 3.作比較：突出強調 4.分類別：

條理清晰 5.列數字：具體準確 6.下定義：科學準確 7.引用：

更具體  

 二.說明語言 : 1 準確性 2 平實和生動  

 

記敘文閱讀  

 一.修辭方法  

 1.比喻：生動形象  

2.擬人：形象生動  

3.誇張：突出特徵 

4.排比：加強語氣  

5.反問：態度鮮明，增強語氣  

二.表達方式  

 1.記敘 2.議論 3.抒情 4.描寫 5.說明  

 

議論文閱讀 

一. 論證方法 

  1 舉例論證：具體有力 

2.道理論證：具有權威性  

3.比喻論證：生動形象  

4.對比論證：全面深刻  

 

句子作用是：（1）總領全文【在開頭】（2）承上啟下（3）引出下文（4）提綱

挈領【在最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