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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侯马事业单位教师招聘语文学科真题

教师基础知识（共 30 分）

一、选择题。(每题 1 分，共 5 分)

1.最早在教学理论上提出班级授课制思想的是（ ）。

A.泰勒

B.夸美纽斯

C.裘斯塔洛齐

D.凯洛夫

【答案】B

【解析】近代教育学之父夸美纽斯在其《大教学论》中，最早系统地论述了班级授课制。故

此题选 B。

2.1632 年,标志着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形成的教育论著是（ ）。

A.《学记》

B.《普通教育学》

C.《大教学论》

D.《教育论》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了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的地位：标志着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

形成。故此题选 C。

3.一种学习中习得的一般原理、方法、策略和态度等迁移到另一种学习中去是（ ）。

A.一般迁移

B.具体迁移

C.垂直迁移

D.水平迁移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迁移的类型。一般迁移指的四先习得一般原理、方法、策略和态度，

然后将其迁移到另一种学习中。具体迁移指由一种具体的学习迁移到另一种具体学习中去。

垂直与水平迁移体现的是前后学习之间概括水平或层级不同。故此题选 A。



真题 教师事业部

2

4.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研究学校情境中学与教的什么规律的科学（ ）。

A.基本教育规律

B.基本教学规律

C.基本心理规律

D.基本身心规律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教育心理学的含义。教育心理学究其本质是研究基本心理规律的科学。故

此题选 A。

5.引起和维持个体的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个目标的内在心理过程,叫做( )。

A.注意

B.需要

C.动机

D.兴趣

【答案】C

【解析】动机具有激发、维持以及指向的特点，题干中呈现的是关于动机的含义。故此题选

C。

二、判断题(每题 1 分，共 5 分)

1.分组教学是为了克服班级授课制的弊端而提出的,因此比班级授课制优越。（B）

【解析】分组教学制与班级授课制各有优缺点，并不存在绝对的优越。故此题错误。

2.班级管理应该以学生为核心,建立以学生为本的班级管理机制。（A）

【解析】新课改所提倡的即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心。故此题正确。

3.人的身心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概括起来主要有遗传、环境和教育。（A）

【解析】表述正确。

4.霍尔是智力发展的内化学说的最早提出者之一。（B）

【解析】维果斯基是智力发展内化学说的最早提出者之一。

5.斯金纳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形成操作性条件反射的过程。（B）

【解析】操作学习理论认为学习的实质是形成操作性条件反射的过程。

三、填空题(本大题分 5 小题,每空 1分,共 10 分)

1.学生年龄特征包括（生理）和（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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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课程强调,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参与者）。

3.迁移是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对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影响。

4.课堂时某些占热的态唐和情咸的综会状本.叫做（课堂气氛）它是教学讨程的软情景

5.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教育再生产（劳动力）和教育再生产（科

学知识）

四、简答题（本大题分 2 小题，每题 5 分，共 10 分）

1.简述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2.教育的文化功能有哪些?

【答案】

1.(1)问题的特征; (2) 已有的知识经验; (3) 定势与功能固着; (4) 原型启发与联

想:(5)情感与动机状态; (6) 个性因素。

2.第一，教育具有文化的传递的功能。第二，教育具有文化选择的功能。

第三，教育具有文化更新与创造功能。第四，现代教育的开放性还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专业知识（70 分）

一、现代文阅读，本题共 6 分

道法自然的智慧 赵建永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

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

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

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

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

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路向，相反

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 25 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

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

揭示了人之所以应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

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

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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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

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

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

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角度看，

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

人化自然。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

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

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

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

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

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

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

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

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

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

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

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

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它的意思是“道”的运行效法自身，“道”具有“自然

无为”的特性。

B.道家崇尚“自然”，“自然”最初是与人为相对的，后经变化发展，其含义更为丰富，可

多角度解读。

C.儒家和道家的价值取向不同，但它们对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的认识是一致的，二者相辅相成，

互补互促。

D.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的观念，是世界上唯一不反对科学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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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体系。

【答案】C

【解析】C 选项，张冠李戴，原文为“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

顺序相似”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文章通过对儒道两家价值取向的分析比较，突出了“道法自然”的价值取向及道家思想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B.文章紧紧围绕标题“道法自然的智慧”展开论述，主要采用了引用论证、举例论证、因果

论证等论。

C.文章引用《老子》原文和专家解读，详细地阐述了“道法自然”的具体含义，为下文提出

“环境伦。

D.文章阐释了“道法自然”的概念，分析了“道法自然”对人们思想认识的影响，最后对人

类提出要求和希望

【答案】B

【解析】文章中没有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2分）（）

A.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人与物的和谐，所以人类必须首先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解决生存的物质问题。

B.道教对自然的认识富有科学性，国学大师陈寅格先生认为它对我国医药学术的发达贡献较

多即是明证。

C.“道法自然”实际上就是提倡人类的活动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庖

丁解牛》就体现了这一观点。

D.现代仿生学就是基于“道法自然”而进行的实践，这样顺势而为就会事半功倍，现代仿生

学的发展会更高更快。

【答案】C

【解析】A项，前提错误，原文为“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而非主

要体现；B项，于文无据，文中没有提到“道教对自然的认识富有科学性”，陈寅恪的话也

不是对“科学性”的证明；D项，推断错误，“仿生学的发展会更快更高”不对。

二、古代诗文阅读（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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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言文阅读（3 小题，共 1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4-6 题。

郝杰，字彦辅，蔚州人。父铭，御史。杰举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隆庆

元年，巡抚畿辅。冬，寇大入永平，疏请蠲被掠地徭赋，且言：“比年罚行于文臣而废于武

弁，及于主帅而略于偏裨，请饬法以振国威。”俱报可。已，劾蓟督刘焘、巡抚耿随卿观望，

寇退则断死者报首功，又夺辽东将士棒槌崖战绩，帝敕焘、随卿还籍听勘。诏遣中官李祐督

苏、杭织造。杰言：“登极诏书罢织造甫一年，敕使复遣，非画一之政。且内臣专恣，有司

剥下奉之，损圣德非小。”帝终不听。驾幸南海子，命京营诸军尽从。徐阶、杨博等谏，不

听，杰复争之，卒不从。刑部侍郎洪朝选以拾遗罢，上疏自辨，杰等劾其违制，遂削职。以

尝论高拱非宰辅器，为所嫉。及拱再召，杰遂请急去。十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

以督诸将击敌，录一子官。时李成梁为总兵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无抵欺寇入塞或敛兵避既退

始尾袭老弱或乘虚捣零部诱杀附塞者充首功习以为常。督抚诸臣庇之，杰独不与比。帝谓成

梁前功皆由巡按勘报，卒置成梁等不问，而心以杰为不欺。旋就进右副都御史。日本陷朝鲜，

朝鲜王避难将入辽，杰请择境外善地处之，且周给其从官、卫士，报可。寻迁兵部右侍郎，

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召理戎政，进右都御史。日本封贡议起，杰曰：“平秀吉罪不胜诛，

顾加以爵命，荒外闻之，谓中朝无人。”议不合，徙南京户部尚书。移疾归。起南京工部尚

书。就改兵部，参赞机务。卒官。赠太子少保

（节选自《明史 郝杰传》）

4.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时李成梁为总兵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无抵欺／寇入塞／或敛兵避／既退／始尾袭老

弱／或乘虚捣零部／诱杀附塞者充首功／

B．时李成梁为总兵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无抵欺／寇入塞／或敛兵避／既退／始尾袭老

弱／或乘虚捣零部／诱杀附塞者充首功／

C．时李成梁为总兵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无抵欺／寇人塞或敛兵／避既退／始尾袭老弱

／或乘虚捣零部／诱杀附塞者充首功／

D.时李成梁为总兵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无抵欺／寇入塞或敛兵／避既退／始尾袭老弱

／或乘虚捣零部／诱杀附塞者充首功／

【答案】A

【解析】“威望甚著”句子完整，“然”应该放在后一句，做一个转折连词，排除 BC，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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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AD，区别在“寇入塞或敛兵”的短句，结合前后文，这句话讲了两件事，一是“入塞”

二是“敛兵”，所以应该断为“寇入塞／或敛兵避”。所以选 A。

5.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郝杰爱护百姓，敢于为民请命。贼寇入侵永平，他上书请求免除被劫掠地区百姓的徭役和

赋税，并得到了皇帝的应允。

B.郝杰屡有谏言，但不为皇帝采纳。他认为恢复织造，是前后不一的政令；他反对皇帝命京

营各军护驾至南海子，但都未被听从。

C.郝杰正直耿介，弹劾有罪之人。蓟督刘焘、巡抚耿随卿消极抗敌，贪取功劳，郝杰上书弹

劾，使二者受到应有的惩处。

D．郝杰对待邻国，态度迥然不同。对避难的朝鲜王，郝杰建议朝廷善待他；对日本想要受

封和朝贡的请求，他则认为应该拒绝。

【答案】C

【解析】听勘，意为听候勘问、审讯，以判定是否有罪，并非惩处。

6.将下列语句翻译成现代语（4 分）

（1）以尝论高拱非宰辅器，为所嫉。及拱再召，杰遂请急去。

（2）杰请择境外善地处之，且周给其从官、卫士，报可。

【答案】（1）（郝杰）因为曾经评论高拱没有辅政大臣之才，被高拱嫉恨。等到高拱第二

次被召回，郝杰就请求赶快离开朝廷。

（2）郝杰请求在境外选择合适的地方安置（朝鲜王），并且接济他的随从、卫士，皇帝回

复可以。

（二）古代诗歌阅读（5分）

狂夫

杜甫

万里桥四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风含翠篠①娟娟净,雨裹②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啡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注释:①篠(xiao)细小的竹子。②裹(yi):通“浥”,沾湿。

7.下列对这首诗的分析,不恰当的两项是 ( )(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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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刀里桥”与“百花潭”,“草堂"与“沧浪”,略相映带,似对非对,有形式天成之美:而一

联之中涵四专名,“万里”、百花”这类字面,使诗篇一开头就不落寒俭之态,为下文写〃狂”

作铺垫。

B.“即沧浪"三字,用《孟子》“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典故,暗示诗人的操守,引出下

文疏狂之意。

C.五六句写客中少助,生活局促的情景。昔日厚禄故人书信断绝,饥饿波及幼子,以至形于颜

色,则家人忍饥挨饿的情形可以想见,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D.诗末"填沟壑”本为悲哀之事,而诗人却能以“疏放”的态度对待,而这样的人生态度却被

世俗中人耻笑为“老来更狂"。

E.诗的前半部分通过对优矢货致的描写直接表现了“狂夫”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后半部分则

借对“狂夫”潦倒生计的描述,凸显出“狂夫”的狂傲之气。

【答案】DE

【解析】D中，是诗人自嘲，E 中后半部分痛快淋漓地表达出自己饱经患难，从没有被生活

的磨难压倒，始终用一种倔强的生活态度来对待打击的生活信念。

8.此诗颔联历来为人称妙,试分析其妙处。(3 分)

①含、裹两个动词运用极细腻生动。“含”有小心爱护的意味，表现了风的微。裹有微小的

意味，表现了雨之细。

②运用了互文。两句分别吟咏风雨，而第三句风中有雨，从“净”字可以体味，第四句雨中

有风，这从“香”字可以会心。

③叠音词的使用，增加的韵律之美。意蕴丰富，形式精工。

④以乐景衬哀情，此联写草堂的美景最主要是反衬狂夫恶劣的现实处境，进而正面衬托狂夫

贫贱不能移的形象。

（三）古诗文默写

9.共 5分

（1）不积跬步， （荀子 劝学）

（2）既见复关， （诗经 卫风 氓）

（3）今年欢笑复明年， （白居易《琵琶行》）

（4） ，不知西东（杜牧《阿房宫赋》）

（5） ，以手抚膺坐长叹。（李白《蜀道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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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无以至千里

（2）载笑载言

（3）秋月春风等闲度

（4）高低冥迷

（5）扪参历井仰胁息

三、文学类阅读（13 分）

狗这一辈子

刘亮程

①一条狗能活到老，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太厉害不行，太懦弱不行，不解人意、太解人意了

均不行。总之，稍一马虎便会被人吃了肉剥了皮。狗本是看家守院的，更多时候却连自己都

看守不住。

②活到一把子年纪，狗命便相对安全了，倒不是狗活出了什么经验。尽管一条老狗的见识，

肯定会让一个走遍天下的人吃惊。狗却不会像人，年轻时咬出点名气，老了便可坐享其成。

狗一老，再无人谋它脱毛的皮，更无人敢问津它多病的肉体，这时的狗很像一位历经沧桑的

老人，世界已拿它没有办法，只好撒手，交给时间和命。

③一条熬出来的狗，熬到拴它的铁链朽了，不挣而断。养它的主人也入暮年，明知这条狗再

走不到哪里，就随它去吧。狗摇摇晃晃走出院门，四下里望望，是不是以前的村庄已看不清

楚。狗在早年捡到过一根干骨头的沙沟梁转转；在早年恋过一条母狗的乱草滩转转；遇到早

年咬过的人，远远避开，一副内疚的样子。其实被狗咬过的人，大都把仇恨记在主人身上，

而主人又一古脑把责任全推到狗身上。一条狗随时都必须准备着承受一切。

④在乡下，家家门口拴一条狗，目的很明确：把门。人的门被狗把持，仿佛狗的家。来人并

非找狗，却先要与狗较量一阵，等到终于见了主人，来时的心境已落了大半，想好的话语也

吓得忘掉大半。狗的影子始终在眼前窜悠，答问间时闻狗吠，令来人惊魂不定。主人则可从

容不迫，坐察其来意。这叫未与人来先与狗往。

⑤有经验的主人听到狗叫，先不忙着出来，开个门缝往外瞧瞧。若是不想见的人，比如来借

钱的，讨债的，寻仇的……便装个没听见。狗自然咬得更起劲。来人朝院子里喊两声，自愧

不如狗的嗓门大，也就缄默。狠狠踢一脚院门，骂声“狗养的”，走了。

⑥若是非见不可的贵人，主人一趟子跑出来，打开狗，骂一句“瞎了狗眼了”，狗自会没趣

地躲开。稍慢一步又会挨棒子。狗挨打挨骂是常有的事，一条狗若因主人错怪便赌气不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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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一眼闭一眼，那它的狗命也就不长了。

⑦一条称职的好狗，不得与其他任何一个外人混熟。在它的狗眼里，除主人之外的任何面孔

都必须是陌生的、危险的,更不得与邻居家的狗相往来。人养了狗，狗就必须把所有爱和忠

诚奉献给人，而不应该给另一条狗。

⑧狗这一辈子像梦一样飘忽，没人知道狗是带着什么使命来到人世。

⑨人一睡着，村庄便成了狗的世界，喧嚣一天的人再无话可说，土地和人都乏了。此时狗语

大作，狗的声音在夜空飘来荡去，将远远近近的村庄连在一起。那是人之外的另一种声音，

飘忽、神秘。莽原之上，明月之下，人们熟睡的躯体是听者，土墙和土墙的影子是听者，路

是听者。年代久远的狗吠融入空气中，已经成寂静的一部分。

⑩在这众狗狺狺的夜晚，肯定有一条老狗，默不作声。它是黑夜的一部分，它在一个村庄转

悠到老，是村庄的一部分，它再无人可咬，因而也是人的一部分。这是条终于可以冥然入睡

的狗，在人们久不再去的僻远路途，废弃多年的荒宅旧院，这条狗来回地走动，眼中满是人

们多年前的陈事旧影。

（选自刘亮程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

10.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文章第一句话是对狗这一辈子的高度概括，也是全文的总起；“不容易”三字揭示出了狗

的命运，是文章的文眼所在。

B.第②段写到狗命的安全，竟然是因为皮已脱毛、肉本多病成为了严重的废物而无人问津，

获得相对安全，其颇具嘲讽的理由令人心酸。

C.文章通过大量的叙事来写狗的一生，不假议论，冷静客观的将动物的命运与人的沧桑叠化

在一起，展现出了一个人类透视自身命运的独特窗口。

D.作者主要以拟人手法来写“狗这一辈子”，并未简单地将“狗”作为驱遣情思的物象和工

具，从而由衷地表达出了对自然万物的理解与尊重。

【答案】C

【解析】“不假议论、冷静客观”错，文中有大量的议论，夹叙夹议，让叙事散文带有了杂

文的味道。

11.文章多次提到狗的“主人”，从文本看，“主人”对狗的态度体现在哪些方面？从中可

以看出，作者对狗又是怎样的态度？请简要说明。（5 分）

【答案】“主人”对狗的态度：①打骂是常有的事，甚至随意就把狗剥皮炖肉；②等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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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狗都衰老时，才会给狗自由；③一股脑把责任全推到狗身上，不管它能否承受；④要求狗

必须把所有爱和忠诚奉献给自己。

作者对狗的态度：把狗当做人来对待，给予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12.作者在文章的结尾说，一条老狗是“黑夜的一部分”，是“村庄的一部分”，也是“人

的一部分”。你如何理解作者的这些说法？请联系全文谈谈你的理解。（6分）

【答案】①从最后一段看，在夜晚，众狗吠叫时，它保持沉默；从全文看，它忠心为主，失

去了自己，晚景凄凉，故说是“黑夜的一部分”；②第 3 段写到它在村子的沙沟梁乱草滩等

地转悠过，为了看家把门与村中人较量过，在夜晚也曾经在村庄重吠叫过，故称“村庄的一

部分”；③老狗不再咬人，动物性消退；作者全文将狗拟人化来写，实际上是以狗的一辈子

暗喻人的一辈子，故说是“人的一部分”。

四、语言文学应用。（6 分）

13.下列各句中加粗的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句是（2 分）（）

A.滥挖天山雪莲现象日前猖獗的原因之一是，违法者众多且分布广泛，而管理部门人手不足，

因此执法时往往捉襟见肘。

B.今年头场雪后城市主干道上都没有发生车辆拥堵现象，在这种秩序井然的背后，包含着交

通部门未雨绸缪的辛劳。

C.王老师对来自各方面的刁难从容应答,面对主持人巧妙设置的障碍,能够举重若轻,一一化

解,真可谓妙语连珠,金玉满堂。

D.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宣布启动，穿越千年的古典之美将再次与现代的传播技术琴瑟和

鸣，一起传达历史沉淀下来的温情与问候。

【答案】D

【解析】A中捉襟见肘形容衣服破旧，生活贫困，多用于处境窘迫，顾此失彼，穷于应付。

正确；B 中未雨绸缪指的是事前准备，防患未然，放在这里是正确的；C 中金玉满堂形容财

富多，也形容学识丰富，这里是正确的；D中，琴瑟和鸣多用于夫妇情感好。

14.下列语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4 分)

A.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

之三十左右。

B.《战狼Ⅱ》的热映启示我们，世界正在奖励认真的人，拍好主旋律电影不是打上“主旋律”

的旗号就万事大吉，正确的打开方式仍然是用心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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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据腾讯位置大数据显示,2017 年春节,北京、上海居民出境游的目的地比较多元化,分布在

多个大洲;广州、深圳居民则更钟情于新马泰等东南亚国家。

D.为了避免地方电视台相亲节目、娱乐节目的不再泛滥，国家广电总局多次发文干预，但收

效甚微，毕竟，这些节目迎合了部分观众的媚俗需求。

【答案】B

【解析】A超过和左右重复；D 选项中避免……泛滥，否定不当；C中句式杂糅，据……显

示产生了杂糅

五、作文（25 分）

（1）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

（2）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

（3）没有诚信，何来尊严？——西塞罗

（4）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充

（5）诚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德莱塞

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以鼓舞，请用上述两三句名言，用你的理解，写一篇不少于 400 字的文章。

【解析】文章主旨是诚信，那么就可以从诚信这个角度展开理论，给定的材料是古今中外不

同人对诚信的论述。比如孔子的侧重点在于诚信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孟子的侧重点在于诚

信在做人方面的个人修养；西塞罗认为诚信是尊严的基础；王充认为诚信能够让人消除芥蒂；

德莱塞认为，诚信是一切价值的根基，可以任选几个角度或者每个都写，选择一些诚信的人

或事物，比如曾子杀猪等小故事进行论述。400 字的作文一般论述清楚一个点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