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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本科生入学考试大纲 

语文（汉语） 

 

一、考试性质 

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本科生入学考试“语文”部分，是以报考我

校的具有高中毕业学历和中等汉语水平的外国籍学生为对象，考察其

汉语运用能力的入学资格考试。 

 

二、考试范围 

以《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大纲（6 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2 年修订的《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同时参

照《全日制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学科课程标准（修订本）》，考察学生

的现代汉语阅读和写作技能，及汉语综合运用能力。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阅读（80 分） 

能读懂一般难度的生活类和学术类文章，准确理解词句和文章的

含义，具有概括、推理、判断的能力和一定的分析能力。具体包括： 

1. 能运用各种阅读策略，快速理解文章大意。 

2. 能根据需要寻找相关信息，掌握重要细节内容。 

3. 能把握文章的基本脉络和内在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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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准确理解文章的主旨，提炼文章内容概要。 

5. 能在文章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能准确把握作者的立场、

观点和文章内在含义。 

6. 能对文章的基本观点进行简单分析和评判。 

 

第二部分   写作（70 分） 

作文部分的考试包括作文 1 和作文 2 两部分。 

作文 1（20 分） 

考试形式：根据所给的数据、饼图、表格图、曲线图、流程

图、柱状图等写一篇字数不少于 150字的短文；根据所给文字材料

按要求写出摘要或者进行观点的归纳整理。 

作文 1 主要考察考生的书面语表达能力和描写、说明、归纳、

分析、比较能力。 

要求：符合题目的要求，描述清晰而完整；能恰当使用衔接手段，

表达通顺连贯；词汇使用丰富多样，符合语体的要求；语法结构准确，

句子结构具有多样性。  

作文 2（50 分） 

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中选择其中的一种观点，写一篇不少于 350 字

的文章。 

要求：内容符合要求，论述充分，逻辑性强，有说服力；句子和

段落组织得当，能恰当使用衔接手段，过渡自然；语法结构正确，句

式使用得当；用词丰富准确，符合语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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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2 主要考察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四、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2. 试卷结构：分为阅读和写作两大部分。 

3. 试卷题型：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写作题等。 

4. 试卷分值：总分 150 分。其中阅读 80 分、写作 70 分。 

5. 考试时间：150 分钟。 

 

 

 

样    卷 

(无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  阅读（80 分） 

 

快速阅读以下短文，并完成后面的问题。 

 

（一） 

第二届汉语跨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征稿通知 

第二届“汉语跨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 将于 2016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举行。

热诚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莅临会议！ 

会议主题：多元环境下的汉语跨文化传播 

会议议题： （1）国别语言政策和汉语传播模式研究；（2） 基于多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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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语教学研究；（3）多元环境下的汉语学习研究；（4） 汉语传播中的跨文化

问题研究；（5）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研究。 

会议时间：2016 年 12月 10日 - 11日（会期两天，12月 9日报到） 

会议地点：上海，复旦大学 

主办单位：中国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相关费用：会务费 800元人民币，研究生减半。旅费和住宿费自理。 

论文录用：有意与会者请提交论文提要，限 word 文档，800 字左右，繁体

中文、简体中文均可。论文摘要请发到会议邮箱（见下）。另请注明作者信息。

筹委会将对论文提要进行匿名评审，并发出采用通知。 

重要时间节点： 

2016 年 9月 30日前接受论文摘要 

2016 年 9月 30日后筹委会发出采用通知 

2016 年 10月 15日前收到采用通知者完成参会注册 

会议邮箱：kwhcbyth@163.com 

会议信息更新，请关注：http://www.ices.fudan.edu.cn 

第二届汉语跨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筹委会 

2016 年 5 月 3 日 

 

1. 根据这则会议通知，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3 分） 

A. 研究生也可以参会，会务费为每人 800 元。 

B. 专家评审论文的时候是看不到作者姓名的。 

C. 论文提要可以是中文的，也可以是英文的。 

D. 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目前在中国的汉语教师。 

 

2. 下面哪一个题目不属于本次会议的议题：（3 分） 

A. 中美饮食文化对比研究 

B. 意大利学生汉字学习策略研究 

C. 中英颜色词文化内涵的对比分析 

D. 关于游戏在语言课堂中的作用的调查分析 

 

mailto:%E8%87%B3fdgjxy@163.com%E3%80%82%E6%B5%B7%E5%A4%96%E5%AD%A6%E8%80%85%E8%AF%B7%E5%8F%91%E8%87%B3%20%20%20%20%20%20%20%20%20%E6%88%91%E4%BB%AC%E5%B0%86%E5%AF%B9%E8%AE%BA%E6%96%87%E6%8F%90%E8%A6%81%E8%BF%9B%E8%A1%8C%E5%8C%BF%E5%90%8D%E8%AF%84%E5%AE%A1%EF%BC%8C%E5%AF%B9%E5%BD%95%E7%94%A8%E8%80%85%E4%BA%8E4%E6%9C%8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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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宁静的夜晚，月光如注，寒气袭人，天蒙蒙亮时，飘下了雪花。松鼠在光秃

秃的树上奔跑。远处仿佛有一只野乌鸡在发情，我正想避着它走近，忽然听清楚

了，原来那不是野乌鸡发情，而是远处公路上随风送来的马车滚动声。 

    这一天真是变化万端，一会儿艳阳当空，一会儿白雪纷飞。上午九点多钟，

沼地上还留有一层薄冰，树桩上蒙着洁白无比的台布，白杨树的小红叶，躺在雪

白的台布上，仿佛一个个染血的茶碟。沼地里飞起一只山鹬，随即隐没在风雪里。 

    大雁在吃草。我在暮霭中面对着晚霞一动不动地站着。掠空而过的雁群的叫

声，清晰可闻，一群小水鸭，还有一些大野鸭，一闪一闪地飞过去。飞禽的每一

次出现，都叫我兴奋得抛开了自己的心思，尔后又好不容易地重新把它找回来。

我想的是，大自然出的主意有多么好——它为我们安排了这样的生活：不让我们

长命百岁，不让我们来得及亲身无遗地阅历一切，因此使我们觉得五光十色的世

界是无穷无尽的。 

 

3. 这是一篇什么类型的文章？（3 分） 

     A 散文随笔      B 议论文     C 说明文     D 诗歌 

 

4. “月光如注”的意思是：（3 分） 

     A 月光如同凝固了             B 月光像柱子一样 

     C 月光像水一样倾泄下来       D 月光像水一样流动过去 

 

5. 这篇文章描写了      的大自然景观。（3 分） 

A. 白天                   B. 夜晚 

   C. 12 小时内              D.  24 小时内 

 

6. “上午九点多钟，沼地上还留有一层薄冰，树桩上蒙着洁白无比的台布，白杨

树的小红叶，躺在雪白的台布上，仿佛一个个染血的茶碟。” 这里的“台布”是

指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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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离开文化环境来研究语言是无法真正认识一种语言的。正如人类学家约

翰·毕提(John Beattie)指出的：“人们思想的分类和他们语言的类型是必然联系在

—起的。”尽管文化与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它们的整合并不是

绝对的。由于文化和语言都有各自独立的成分，所以两者的影响有时是直接的，

有时是间接的，有时具有相同文化的人会讲不同的语言，同样的语言也会为不同

文化的人所使用。 

    至今，对于文化会影响—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问题尚没有很多的研究，但社

会与文化因素影响词汇的例子则不胜枚举。我们可以将语言视为一个系统，在这

个系统中一部分的变化有赖于其他语言现象的呼应。同时，每个人都是一定社会

的成员，人人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因而个人使用语言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的。

社会的多样性，性别、阶级、地位、文化水平的差别等都会影响人们对语言的使

用。更进一步，人们讲话时所使用的具有一定意义的词句，在不同文化环境下也

会存在着意义上的差别。 

 

7.根据这篇短文，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10 分） 

  ·研究语言可以不考虑文化背景。（       ） 

  ·语言对文化的影响从来都是很直接的。（       ） 

  ·人们思想的分类可以说跟他们语言的类型相关。（       ） 

  ·没有一种研究谈到文化会影响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问题。（     ） 

  ·社会与文化因素影响语言中的词汇的例子多得列举不完。（      ） 

 

8. 请给这篇短文加一个你认为最合适的标题（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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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初试美人舌 

                                                 洛 夫 

时光恰好是暮春三月，地点是一家号称“白云茶馆”的茶肆。该店 A 距乌来

仅一公里的途中，前有茂林修竹，背临清流潺潺的南势溪，风景不恶。我们应邀

来此品茗小叙，在青山绿水之间，初试新茶，其兴味并不输于古人的兰亭修禊，

不同的是王羲之他们一边饮酒，一边吟诗，而我们只是纯吃茶。 

白云茶馆不仅出售茶叶茶具，而且兼营客栈与茶座，以供去乌来游览之路人

打尖，或饮茶小憩。我们这次茶叙设在二楼，拾级 B，只见面积颇为宽敞的楼房，

除了中间置有几张围成方形的桌子外，别无其他摆设，好像一幅留白过多的画，

不免有点空旷之感；幸好窗外的青山，楼下的流水，帮忙填补了一些空白，使得

楼中平添不少野趣和生意。 

当年兰亭的集会，据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想必热闹得紧；而这天我们

只到了八仙，加上为我们表演泡茶艺术的几位茶道专家，总共才不过十来位。人

数虽少，品茗却需分组进行。我与张梦机、张晓风一组，共享一壶茶，由诗人季

野与品茗高手王昭文先生轮流主持泡茶。日本茶道讲究形式，品茗者谨慎戒惧，

面无表情，一副参禅的样子，哪有一点饮茶的趣味。我们虽也正襟危坐，心情却

是 C的，在谈笑中欣赏泡茶者煮水、温杯、洗茶、冲泡，然后——注入杯中的各

道必要手续。 

我们尝到的第一泡茶，是今年尚未上市，由王先生私人享用的冻顶春茶。茶

叶呈深褐色，看来毫不起眼，经过泡制后，盛在白色的小杯中，即泛成金黄色的

液体。举杯一闻，一股清香冲入不设防的鼻道，竟然使人产生一种惊艳的迷惘。

“惊艳”二字也许措辞有点夸张，但这种感觉的确存在，而且一直延伸到衔茶入

口之后。茶味相当浓烈，虽由水泡，这时已非原水了，只感觉到衔在嘴中的乃是

一件活生生的、有形体的事物。D是清香温热，继而感到黏黏地滑润，徐徐通过

喉管后，再由丹田涌出一股既暖昧而又确切存在的甜美。有人说饮茶会 E，过去

我不相信，这次才真正体验到；这种醉不但是生理上的，而且也是心灵上的。 

谈到茶艺，我纯是外行，平日也喝茶，但用的茶具是一只巨大玻璃杯，可供

牛饮，茶艺则免谈，饮茶的最高境界也不过求其清香而已。这次尝到专家泡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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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顶乌龙，才领略到饮茶的另一境界，他们的手艺绝非乌龙。晓风啜过第一道春

茶后，脱口赞道“曾经乌龙难为水”，我立刻和以“除却冻顶不是茶”，说得大家

都笑了。 

 

9. 请在文中标注字母的地方填写最合适的词:（10分） 

A              B             C              D              E          

 

10. 请用汉语解释文中有下划线的词：（4分） 

   暮春：                                 打尖：                      

   留白：                                 牛饮： 

 

11. 根据短文，下面说法正确的是：（3分） 

     A 我们八个人每人泡了一壶茶 

     B 饮茶的最高境界就是求其清香而已 

     C 我们喝的“冻顶春茶”是一种乌龙茶 

     D 按照茶道，应该先洗茶，再温杯，然后再冲泡 

 

12.“初试美人舌”中“美人舌”指的是什么？（3分） 

                               

 

 

（五） 

    …… 

    毫无疑问，这套书也有我不能完全赞同的一些地方。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研究

者，阅读之后也有我的疑惑。首先，从文献资料上说，我要指出的是这套书有的

部分虽然开掘了若干边缘文献，但有时不免过于轻忽主流历史文献（比如二十四

史、通鉴、十通等等）的引证，甚至有一些常见的正史文献要从今人（如唐长孺）

的著作中转引，这是中国学者难以理解的；而从学术论著之参考上说，对近年中

国学界的论述仍然较为忽略，以中古史为例，虽然陈寅恪、郭沫若、唐长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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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荦、韩国磐等人的著作时有引述，但是，显然对近年以来中国学者的新研究了

解相当不足，即以北朝之“子贵母死”一事为例，作者没有提及田余庆精彩的研究

就是一例；其次，我也要说，如果以较严格的水准来衡量，书中有些论述也有不

完整、不深入或者还有疑问的地方，比如，《南北朝》卷对中古时期的佛教与道

教论述，似乎略有问题，至于《唐代》卷说“隋唐佛教最终分成了四个宗派”（天

台、华严、禅和净土），这更是不太可靠；《宋代》卷虽然注意到宋真宗时代是一

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但遗憾的是，这里并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这是一个“历

史转折点”，其实，可能更应当指出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两个半世纪之间出

现的胡汉、南北、儒佛、君臣四大关系的新变化；再比如，对宋代儒学从反官僚

体制到融入意识形态主流的曲折变化及其政治背景，似乎简略或者简单了一些，

让人感到对理学的叙述深度不足；而在《元明》卷对蒙元叙述过少，与当下蒙元

史作为世界史的热潮相左，这一做法令人疑惑；而在有关王阳明与“大礼议”关系

的论述中，作者似乎认为，由于王阳明支持嘉靖尊生父而使得王阳明之学得以兴

盛，这一论述根据也许并不充分，结论也稍显简单，因为事实上，嘉靖皇帝并未

因为王阳明和他的弟子在“大礼议”中的立场，而改变禁止“王学”的政策；至于《清

代》这一卷中，罗威廉对费正清朝贡体系的批评似乎也不能说服我，尤其是他用

来批评费正清之说而举出的例子，即大清帝国和朝鲜、越南在“引渡与边界”方面

“基于对等主权国家的模式”，这一说法恐怕缺乏历史证据。当然，这些并不重要，

任何一套通史著作，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是通史著作被不断重写的意

义所在，历史不可能终结于某一次写作。正如前面我所说的，这六卷帝制中国史

新书，即使仅仅在思路的启迪上，就已经很有价值了。 

 

13. 历史文献分哪几种？（3 分） 

   A 二十四史、通鉴、十通 

   B 主流历史文献、边缘文献  

   C 通鉴、十通、二十四史、中古史 

   D 主流历史文献、正史文献、二十四史 

 

14. 作者对这套书的基本态度是什么？（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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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这套书很有价值 

   B  整套书错误百出 

   C  基本观点不能赞同 

   D  水准不够，深度不足 

 

15. 作者认为这套历史著作有哪几个方面的不足？请根据短文概括。（4 分） 

                                                                

                                                                

                                                                

 

 

（六） 

    青铜时代是区别于此前的石器时代以及此后的铁器时代的一个历史阶段。在

中国，它大体上是指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500 年这一历史时期。青铜时代这

个概念，最初是由丹麦国家博物馆保管员汤姆森（ 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1788-1865）所创用的。其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1892-

1957）在《青铜时代》一书里，对此作了科学的界定。 

    最早的青铜器（礼器、兵器）发现于河南西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四件礼

器都是酒器中的爵，小型、薄体、素面、平底。其中一件用摄谱仪分析的结果是：

92%红铜，7%锡。与爵一起还发现了青铜的戈头。它们已经具备中国古代青铜器

的特征：块范铸造、铜锡合金，有特征的器物类型。 

    商王武丁的妇好墓中，出土了两百多件青铜礼器、五件大青铜铎和十六件小

青铜铃，四十四件青铜器具（包括二十七件青铜刀）、四个青铜镜、一件青铜勺、

一百三十多件青铜兵器、四个青铜虎或虎头、二十余件其他青铜器，令人叹为观

止。 

    ………… 

    青铜器的种类很多，数量最多的是礼器，有爵、鼎、彝、盘、盂等二十余种，

象征器主的身份和等级；其次是兵器，有戈、矛、戚、钺、刀、箭簇等；还有车

马的青铜部件和佩饰。青铜器常铸有铭文，或标明器主的族氏和祭祀对象，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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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商王和贵族对器主的恩赐，或说明器物的用途。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考察青

铜器，它扮演着政治权力的角色，用来保障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商王赏赐海贝

或铜锡常常导致礼器的纪念性铸造，在铭文中留下了记录。在一本包含四千多件

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图录里，有这种纪念商王赏赐的铭文的器物达五十件之多。

显然，这反映了国家财富在社会上层的再分配。青铜文化的意义，也许正在于强

化国家的机能。 

青铜器尤其是礼器主要是王室与贵族使用的，制作很讲究，上面有浅浮雕的

花纹，大都是动物纹样。用作铜器纹样的动物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界存在的动物，

如凤鸟、象、虎、龟、熊、犀、鹗、牛、马等；另一类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动物，

亦即神话中的动物，如饕餮、肥遗、夔、龙、虬等。这后一类动物纹样自然最引

人注目，古往今来的学者都对它们作过探究。所谓饕餮，据说是一种“有首无身，

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的怪形野兽。所谓肥遗，据说是“一首两身”蛇。所谓夔，

据说是一足龙——头尾横列中有一足的龙形兽。所谓龙，是古人最尊崇的神话动

物，形状描述各异。所谓虬，据说是有角龙。不过铜器上的饕餮纹、肥遗纹、夔

纹、龙纹、虬纹，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指称或描述。 

 

16.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征是什么？（3 分） 

 A  小型、薄体、素面、平底 

 B  熔点比较低，更为坚实耐用 

C  种类很多，数量最多的是礼器 

 D  块范铸造、铜锡合金，有特征的器物类型 

 

17. 青铜器铭文上常常留下什么信息？（3 分） 

 A 说明器物的用途 

B 标明器主的族氏和祭祀对象 

C 记载商王和贵族对器主的恩赐 

D 以上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18. 下面是文中用省略号代替的一段文字，但是句子的顺序打乱了。请排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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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序，把相应的序号列在下面：（6 分） 

 ①由于锡和铅的熔点比较低，和铜熔合后，  

②冶炼青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加入适当比例的锡和少量的铅。 

③商朝的青铜冶炼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  

④根据对司母戊大方鼎的化学分析，其成分是：84.77%铜，11.64%锡，2.79%铅。 

⑤有规模宏大的铜器作坊，有集中居住的炼铜工匠。 

⑥不但降低了熔点，而且铸造出来的器物比纯铜更为坚实耐用。 

                                                                         

 

19. 为什么说“青铜文化的意义，也许正在于强化国家的机能”？请根据这篇文

章简单回答。（5 分） 

 

第三部分  写  作（70 分） 

作文 1（20 分） 

以下是拍卖行的工作流程图，请根据这个流程图用文字描述该拍卖行接受委

托拍卖的工作程序。 

 

 

要求：1.字数不少于 150 字；2.符合题目的要求，描述清晰而完整；3.能恰当使用

衔接手段，表达通顺连贯；4.词汇使用丰富多样，符合语体的要求；5.语法结构

准确，句子结构具有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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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2（50 分） 

有专家认为由于家庭影院等因素的影响，到 2050 年大部分电影院将关闭。

但也有专家指出，电影院是其它观影形式不可替代的，电影院大部分将关闭的说

法不靠谱。请选择你赞同的一种观点并论述这种观点的合理性。 

 

要求：文章不少于 350 字；内容符合要求，论述充分，逻辑性强，有说服力； 句

子和段落组织得当，能恰当使用衔接手段，过渡自然；语法结构正确，句式使用

得当；用词丰富准确，符合语体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