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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诗句名篇默写题附答案 

 1．《离骚》一文中以博大的胸怀，对广大劳动人民寄予深深同情的语句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古代英雄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名句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3．孔子曾对“学”与“思”二者的关系作过辩证论述，他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就后唐庄宗耽溺于伶人而丧国的史实，告诫后人应记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古代文人词客十分讲究炼字炼句，往往为了一个字而冥思苦想，卢延让《苦岭》中曾有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诗句，杜甫也有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诗句，令人非常敬仰。 

 

  6．初冬的早晨，小明走出家门，看到满树的雪枝，不禁感慨地说：“真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名句回答，如还能引用其他诗人描写雪景的

诗句，可加分），你知道的其他诗人描写雪景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 

 

  7．王安石《元日》中的诗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该诗句艺术地概括了

年复一年辞旧迎新的春节景况。 

 

  8．***同志在澳门回归庆典讲话中引用唐朝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两句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表达了对台湾同胞的关心思念之情。 

 

  9．崇俭反奢，历来是我国诗文中的重要内容，《左传》中有“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

的句子。请再以“俭与奢”为话题，写出司马光的名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商隐的诗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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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身教重于言教。对此，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指出：“其身正，；其身不正， 。” 

 

  11．人们在比喻“柔”的思想教育时，常引用“春风化雨，点滴入土”的俗话和杜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诗句。 

 

  12．谈到太平天国洪、杨内讧这段历史时，人们不禁会发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浩叹。(曹植诗) 

 

  13．我国古典优秀诗歌中，常常突出一个典型事例来概括事物本质。晚唐诗人杜牧根据飞骑送

荔枝一事，只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 14 个字，便勾勒出唐明皇与杨贵妃骄

奢淫逸的生活。 

 

  14．《荀子"劝学篇》指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与韩愈《师说》中“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的观点是相同的。中国古典诗歌由于多用比兴手法，因而取想特别丰富、巧妙而

多变，使诗歌形象更为突出。 

 

  15．联想是回忆的一种形式。表象联想就是表象之间彼此互相引起的。“落霞与孤鹜齐飞，

_______________”，这是由空间上的接近而引起的联想。“故垒西边，_______________”，由历

史事件发生的地点联想到有关历史人物，这是相关联想。”问君能有几多愁，_______________”由

“愁”想到江水长流，这是由特征相似引起的联想。“露从今夜白，_______________”，时令、月

色，触景生情，伤心折肠，这是因果联想。《琵琶行》中的一句“_______________”,由琴声想到

珠玉声，是声音的类比联想。 

 

  16．从曹植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到文天样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从谭嗣同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到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我们看到了志士仁人对“生死”所做出的最简单而又最精辟的诠释。 

 

  17．“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

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这首歌化用了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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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我国古代有句名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就是说坏事虽小，也不能

因为小就去做，干多了就会变成大坏事；好事虽小，也不要因为它小就不去做，再大的好事也是从

点滴开始的。 

 

  19．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用晏殊、柳永、辛弃疾词中所创造的三种境界，来说明古今之成

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境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一种对学问、对

事业的企望和追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一种对学问、对事业执着专一的

追求和献身精神；“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一种在学问、

事业追求中理想实现时的喜悦和欢乐。 

 

  2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苏轼《水调歌头》)这两句诗，深深祝愿自己和

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能健康长寿，共赏明月。借此寄托对亲人的殷切思念。 

 

  21．清末进步思想家龚自珍的名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该诗句常被呼

吁大胆破格使用人才的雄辩家所引用。 

 

  22．《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由自身贫寒推己及人地想到他人的困苦，表现杜甫博大胸襟

的著名诗句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表现诗人蔑视权贵的诗句是：“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4．杜甫《蜀相》中高度概括、评价诸葛亮一生伟大功业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5．杜甫在《登岳阳楼》中由个人身世转写国事危难，感伤涕零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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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白居易《琵琶行》中描写琵琶女犹豫不决而出场的诗句是：“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琵琶行》全诗的主旨，更是诗人与琵琶女

感情的共鸣。 

 

  28．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直接摹写乐声激越动听的诗句是：“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9．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化用了杜牧《泊秦淮》的诗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30．在当今深化改革的时代，许多站在改革前沿的开拓者，矢志探索创业新路时，多引用屈原

《离骚》中的诗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两句诗，高适《别董大》

中也有两句诗正好与上述诗句中“无故人”意思想反，这两句诗是：“ ， ?” 

 

  32、杜甫《衷江头》中有两句诗“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姜夔《扬州慢》中也有

两句诗与此意思相近，手法相同，这两句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王之涣《登鹳雀楼》中蕴含着“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哲理的两句诗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白居易《琵琶行》描写琵琶声“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苏轼《前赤壁赋》形容洞箫声“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这都是通过音乐引起想像，运用一系列比喻描写听者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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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游山玩水，赏心悦目。人们对山水的不同感受，全因心情有别。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

《文心雕龙》中有两句诗写出了游山玩水的饱满激情，这两句诗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36．古代阳关，位于现在的甘肃省敦煌市西南，如今，由于经济的开发，人烟稠密，交通发达，

那里再也不是王维在《渭城曲》里所描写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景象了。 

 

  37．对于问题的认识，所处位置的不同，看法也就不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说明了这

个道理。宋代大诗人苏轼曾在《题西林壁》一诗中有相似的两句，它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38．一代名相诸葛亮曾在《诫子书》中，对名利和为人作过精辟的论述，后人也常将此句作为

座右铭以自策，这两句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9．陶潜的诗不仅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也有“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的激烈；苏轼的诗不仅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豪放，也有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凄婉。 

 

  40．在写作过程中，灵感如同思维 

 

  ⑴江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神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吴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用刘义隆事典的词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 

 

  42．姜夔《扬州慢》词序中有”寒水自碧”句，意在反衬。杜甫《蜀相》一联与此有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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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妙，请写出来。 

 

  43．下面是(扬州慢)中的词句，语出杜牧哪些诗句，请依次写出。 

 

  (1)过春风十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纵豆蔻词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二十四桥仍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请依次写出下列词牌中带有”愁”的词句。 

 

  (1)李清照《声声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李清照《一剪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李煜《虞美人》： 

 

  45．写出《桂枝香"金陵怀古》化用下列诗句的词句。 

 

  (1)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玉树后庭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6．写出陶渊明《归园田居》渴求摆脱官场，向往回归农村的两个对偶句。 

 

  47．下面周邦彦的《西河》词中，画线的词句化用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中的哪些诗句，

请依次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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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

树，犹倒倚，莫愁艇子谁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  酒

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1)《石头城》：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乌衣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8．“环境”对做学问并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古今有不少学者都是在喧闹的环境中写出伟大著

作的，陶潜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49．岳阳楼真是幸运，有过杜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苍凉，也有过孟

浩然“ 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 ”的豪情。范仲淹一句“ 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更为山水添色，使岳阳楼名震天下。 

 

  ５０．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选举中落选，再次证明了我国古代思

想家孟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句话的正确。 

 

  答案： 

 

  1、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２、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４、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５、卢延让《苦吟》：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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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燕山雪花大如席。 

 

  ７、千户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８、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９、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１０、不令而行 虽令不从 

 

  11、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2、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3、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4、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15、秋水共长天一色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月是故乡明 大珠小珠落玉盘 

 

  16、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7、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8、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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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0、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1、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22、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23、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24、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25、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 

 

  26、千呼万喊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27、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8、女娲炼石补天处， 石破天惊逗秋雨。 

 

  29、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30、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31、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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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33、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4、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35、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36、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37、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8、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39、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40、（1）江娥啼竹素女愁 

 

  （2）梦入神山教神妪 

 

  （3）吴质不眠倚桂树 

 

  41、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42、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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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１）春风十里扬州路 （２）豆蔻梢头二月处（３）二十四桥明月夜 

 

  ４４、（１）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２）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３）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４５、（１）千里澄江似练  （２）叹门外楼头  

 

  （３）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４６、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４７、（１）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２）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４８、 

 

  ４９、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５０、得倒多助，失道寡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