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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安徽省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考试

小学语文专业知识真题
考生注意事项：

1. 答题前，务必在试卷、答题卡规定的地方填写自己的姓名、考点、准考证号，在答题卡背面左下角填写

姓名和座位号，每个空格只能填写一个阿拉伯数字，要填写工整，笔记清晰。

2. 请考生认真核对答题卡所粘贴的条形码中的姓名、准考证号、座号与本人姓名、准考证号、座号是否一

致。

3. 答题前，请仔细阅读答题卡上注意事项要求．．．．．．．．．．．．．．．。答选择题时，用 2B 铅笔把对应题目答案标号涂黑，如需要

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涂黑其他标号。

4. 答其他题目时，必须使用 0.5 毫米的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卡上书写，要求字体工整，笔迹清晰，必须．．

在题号所提示的答题区域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试卷、草稿纸上答题无效。．．．．．．．．．．．．．．．．．．．．．．．．．．．．．．．．．．．．．．．．

5. 考试结束，务必将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上交。

6.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 120 分，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一、基础知识题（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0 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短小精悍．（hàn） 相濡以沫．（mò） 花团锦簇．（cù） *** ***

B.藏污纳垢．（gòu） *** *** 穷．追不舍（qióng） 分庭．抗礼（tín）

C.一鸣惊人．（rén） 形影．不离（yǐng） 秀色可餐．（cān） 难舍．难分（shě）

D.魂．飞魄散（hún） 腹．背受敌（fù） *** *** 囊．中羞涩（náng）

【答案】C
A 千【载】难逢 zǎi；B 分【庭】抗礼 tínɡ；D *** ***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3 分）

A.开天辟地 后羿射日 嫦娥奔月 精卫填海

B.心悦诚伏 心旷神怡 心花怒放 心无旁骛

C.所向披靡 浮想联翩 流芳百世 ***
D.图谋不轨 厉害攸关 杯弓蛇影 功亏一篑

【答案】A
B 心悦诚【服】；C *** ；D 【利】害攸关

3.下列句子标点使用不正确的一句是（ ）。（3 分）

A.县官笑道：“‘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恨当年识字差！”*** *** 声道：“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

管尽开花。”

B.他可爱的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 *** 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

C.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你想知道这些答案吗？快来

读一读科普作品吧！

D.“啊！”大家高兴地叫起来：“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一头

扎到河里去。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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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高兴地叫起来”后面的“：”改为“，”。“某某说”的结构在一句话中间，且前后均为同一人所

说，应用逗号。

4.下列诗句中，没有使用修辞手法的是（ ）。（3 分）

A.*** *** B.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C.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D.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答案】B
A *** *** ；C 夸张，“三万里河”，“五千仞岳”；D 对偶，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5.下列文学常识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屈原的《离骚》共 370 多句，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长篇叙事诗，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骚体”诗歌先河，对

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唐代著名诗人李贺创作的诗文被誉为“*** ”，他留下“雄鸡一唱天下白”“黑云压城城欲摧”“病树前

头万木春”等千古佳句。

C.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创作了思想深刻、题材丰富的文学作品，其中，

《呐喊》是其第一部小说集。

D.列夫·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主要作品有《*** *** 》《复活》《约翰·克

里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等。

【答案】C
A 《离骚》是最长的浪漫主义政治抒情诗；B “病树前头万木春”出自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D 《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6.古诗词填空。（5 分）

（1）遥知兄弟登高处，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2） ，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 ***》）

（3） ，初闻涕泪满衣裳。（陆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4）*** *** ， 。（杜牧《江南春》）

（5） ，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

【答案】1、遍插茱萸少一人；2、孤帆远影碧空尽；3、剑外忽传收蓟北；4、多少楼台烟雨中；5、暖风熏

得游人醉

二、阅读理解题（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6 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7~9 题。（11 分）

半野园图记

刘大櫆

半野园者，故相国陈公说岩先生之别墅也。相国既没，距今十有余年，园已废为他室。而其中花木之

荟萃，足以误曰；栏槛之回曲，足以却暑雨而生清风；楼阁之高迥，足以挹西山之爽气，如相国在时也。

庚戌之春，余友杭君大宗来京师，寓居其中。*** ****** ***，围以识半野园之概。而是时，杭君之乡

人有陈君者，亦寓居于此。已而陈君将之官粤西，顾不能意情此园，令工画者为图，而介杭君请余文以为

之记。

夫天下之山水，攒蹙累积于东南，而京师车马尘嚣，客游者*** ***纡郁闷，不能无故土之感。陈君家

杭州，西子湖之胜甲于天下。舍之而来京师，宜其有不屑于是园者；而低徊留之，至不忍以去，则陈君于

为官，其必有异于俗吏之为之己。

虽然，士当贫贱，居陋巷，瓮牖绳枢自足也；间至*** ***家，见楼阁栏槛花木之美，心悦而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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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得志，思以逞其欲，遂至脧民之生而不顾，此何异攻摽劫夺之为者乎？然则，陈君其慕为相国之业，而

无慕乎其为国可也！

（选自《刘大櫆集》）

7.解释下列加点字。（4 分）

（1）相国既没 没：

（2）足以却暑雨而生清风 却：

（3）余数过从杭君 数：

（4）而无慕乎其为国可也 可：

【答案】1、通“殁”，死，去世；2、使……退却；3、数次，多次；4、可以，能够

8.将文中画线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 分）

舍之而来京师，宜其有不屑于是园者；而低徊留之，至不忍以去。

【答案】陈君舍弃它们而来到京城，应该是对这个园子不屑一顾的，却徘徊留连它到了不忍心离开的地步。

9.下列对原文内容的概括和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半野园为陈说岩相国所建别墅，虽因相国故去，因废它用，但景观雅致脱俗依旧。

B.杭君、陈君先后寓居半野园，皆与作者交好，这正是《半野园图记》创作的起因。

C.*** ****** ****** ****** ***。
D.作者在文末再借半野园的话题，表达贫贱富贵转换之忧，寄托对陈君为官的期待。

【答案】B
1、陈君是杭君的同乡好友，并没有说陈君与作者关系交好，并且陈君是通过杭君请作者写文的。

2、本文的创作起因是陈君对半野园留连难舍，因此才请人作画写文。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0~12 题。（15 分）

茶韵

许多人喜欢茶，只要有空闲，便轻茗入口，舌尖茶韵四溢，香郁味醇。些许淡定从容，一番温润清醇，

裹挟那份似有还无回味无穷的快乐油然而生，这时候，心胸会变得开阔起来。

细观那如同春天迷蒙飘缈的蒸腾氤氲，*** ***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画。慢慢舒展的茶叶，在水中沉浮

着，如落落君子，似山中隐士；那柔韧生命散发的清芬，俨然将尘世的喧嚣，冲泡成手中的一杯茶，耳听

清风低吟，目断青鸟之影，或看日出，或赏落霞，任汤色一点点淡去，漫延的暖意，拂去几分浮躁，添了

几分淡然。

中国是茶的故乡，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熟悉茶，以茶为好。乾隆曾题诗道：“国不可

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世人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悄悄融入我们的精神

领域，成了我们的举国之饮。如今，*** ***更是风靡全球。

茶与文学艺术也是缘分非浅的，像陶渊明、刘禹锡、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郑板桥、曹雪芹等文学

家都好茶。所以诗人有茶诗，白居易一生写了大量的茶诗，宋人更是写了上千首茶诗；书法家有茶帖，比

较有名的有唐代怀素的《苦笋帖》，宋代蔡襄的《精茶帖》，苏轼的《啜茶帖》等；画家有茶画，如世界

最早的茶画唐阎立本《*** ***》；五代至明清，茶画内容更是精彩纷呈，不胜枚举；我国四大名著都有茶

事的描写。《红楼梦》尤擅长写茶，全书近 300 处，处处精妙绝伦，茶韵悠然。

茶被人们誉为玉骨冰肌的佳人、苦口森严的大丈夫、坚贞高洁的君子。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指出：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写道：“茶之为物，冲淡闲洁，韵高致静。”明

朱权在《茶谱》中说：“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

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茶性清苦、淡泊、洁静、高雅，可谓“淡如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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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如仙”，可以怡神、可以修身、可以修德。喝茶，已不仅仅是喝茶，而是净化，是纯洁，是茶人合一，

是找回最自然的真我。

茶和人相似，不同的人，情趣相异，不同的茶，韵味各不相同。武夷岩茶，生长在岩缝中，催生出“岩

骨花香”的独特岩韵；乌龙茶，以丰富香气见长，*** ***；普洱茶，愈陈愈醇，无畏岁月的打磨。虽然韵

味不同，然都随心，随性，来不请，去不辞；无论高低贵贱，不分男女老幼，不会因融入清水不为人在意

而无奈，只留清香在人间。

“书如香色倦犹爱，茶似苦言终有情。”品茶之余，为茶所思，为茶所想。人生也应似茶，无矫饰之

行，无张扬之态，高温激发香浓，保鲜而不变质，一盏浅注，清气馥郁。

10.请简要概括文章的行文思路。（3 分）

【答案】

1、第一部分，以茶的作用和魅力为引子，写出了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2、第二部分，写茶除生活外也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元素。

3、第三部分，把茶与人相比，展现不同的韵味，进一步思考人生哲理。

11.联系文本赏析文中画线句子。（5 分）

【答案】

1、画线句子运用了比拟的修辞手法，把茶当作人来写。

2、不同的茶韵味虽然有所不同，却不止具有人一样的随性自然、无拘无束的性情，还具有不计得失、乐于

奉献的品格。

3、该句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于茶韵的欣赏与喜爱，更赞赏了作者心中如茶韵一样的崇高的人格典范。

12.第五自然段，引用古人论茶，意在说明什么？（5 分）

【答案】

1、茶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更是一种精神上寄托。

2、古人把茶的特性与人的品性相关联，可以通过品茶、饮茶来塑造人的道德品行，充分突出了茶在精神领

域中的重要作用。

3、突显了对人茶的审美情趣，以及茶与人的紧密关系，更强调了喝茶这一行为的文化意义。

三、课程理论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8 分）

根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版）》内容，完成 13~14 题。

13.填空。（4 分）

（1） 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2）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的 。

（3）语文课程资源包括 。

（4）默读的评价，应从学生默法的方法，速度，效果和习惯的多方面进行 。

【答案】1、工具性与人文性；2、组织者和引导者；3、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4、综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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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判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4 分）

（1）语文课程评价的*** ***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改善教师教学。（ ）

（2）义务教育第三学段，学生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145 万字。（ ）

（3）口语交际教学应该*** ***讲授的口语交际原则、要领的方式。（ ）

（4）在写作教学中，应注意培养学生观察、思考、表达和创造的能力。（ ）

【答案】1、√；2、×，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100 万字；3、×，不宜采用大量讲授口语交际原则、要领的

方式；4、√

四、教学实践题（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6 分）

阅读五年级课文《月是故乡明》及其教学片段，完成 15-16 题。

月是故乡明

季羡林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

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未免显得有点儿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

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印月”等等，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

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 ***。我曾想象，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

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

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

至于水，我故乡的小村子却到处都是。 几个大苇坑占*** ***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

洞庭湖“八月 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儿烟波浩渺之势。 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躺在坑边

场院的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

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 ***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

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 ，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

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可觉得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

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

我在故乡只呆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

南呆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近十一年，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 在这期间，我曾到过将近

三十个国家，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 ***蒙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

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非常喜欢。但是，

看到它们，我立刻就会想到故乡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 ***世界的大月亮，无论如

何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远，我的心立刻就飞回去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

忘不掉你！

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是燕园胜地。夸大一点儿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

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蒙，一碧数顷，

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 ***胜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然而，每逢这样的良辰美

景，我想到的却仍然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

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啊！

【教学片段】

第一环节 揭题导入，整体感知

自古以来，人们总喜欢用月亮来表达思念之情。你知道哪些和“月”相关的思乡名句？

用课件出示有关“月”的诗句，学生读读，说说自己的体会。

用课件出示季羡林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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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环节 自主学习，梳理内容

用课件出示自读要求，*** ***，作者由月亮想起了哪些往事？

小组合作学习，梳理课文内容

全班交流，师生共同归纳总结

第三环节 自主学习，体会感情

用课件出示自学提示：默读第 2~4 自然段，如果你是作者，在回忆这些童年生活的时候，内心会有怎样的

情感？

小组讨论后，教师引导学生交流自己的体会。

用课件出示自学提示：默读课文第 5~6 自然段，思考：作*** ***什么，又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比？

组织学生交流，教师相机点拨

提示朗读，播放朗读录音，在对比朗读中体会情感。

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拓展思考，作*** ***的月亮为：“小月亮”？读到这样的称呼，你有什么感受？

第四环节 教师总结，布置作业

有兴趣的同学，课外可以搜集一些有关思乡的诗文，和大家交流

15.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请谈谈本教学片段是如何落实单元语文要素，引导

学生体会课文思想感情的。（6 分）

【答案】

第一环节：在导入环节，教师出示有关“月”的诗句，引导学生先自读再分享体会，学生可以初步了解“月”

这一文学意象的内涵与作用，为学生理解课文思想感情作了铺垫。

第二环节：通过自主阅读学习与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引导学生梳理课文脉络，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整

体把握，再通过全班交流的方式，总结课文内容，深化学生对课文思想感情的理解。

第三环节：教师精选重点段落，引导学生开展深入思考，通过小组交流讨论的方式理解作者情感，播放朗

读录音并对比朗读，进一步引导学生体会思想感情，最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分析作者对故乡月亮的称呼。

第四环节：以“思乡”为主题，搜集相关的诗文，体现专题学习的原则，联通课堂内外，在促进课外阅读

的同时加深对课文思想感情的理解。

16.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已经普遍运用于课堂教学，试分析教学片段是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的。（4 分）

【答案】

1、教师在导入过程中出示课件，向学生展示相关诗句与作者信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地提高了课

堂教学效率。

2、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次出示课件，有序组织学习环节，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同时锻炼学生的阅读理解

能力，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3、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播放朗读录音，为学生创造了具体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在听与读的过程中体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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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语文学习的综合性，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阅读三年级课文《火烧云》，完成第 17 题。

火烧云

萧红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

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

“你们也变了……” 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

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

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 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

葡萄灰、 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 ***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

一会儿， 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 它才站起来似

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可不见了。

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

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 跑着跑着，小狗不

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

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 ***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

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

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

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下去了。

17.比喻是常用的修辞手法，请以第四自然段为例，写出教学比喻句的简要过程。（6 分）

【答案】

一、问题导入，激发兴趣

结合前三段的情节，思考问题：天空中是不会真的出现马的，作者为什么说天空中有一匹马呢，而且还写

出了马的不同动作？

（作者是通过写马的形状来写云的形状）

二、重点品读，深入分析

1、结合比喻句的定义，引导学生结合课文展开分析：在这个比喻中，本体和喻体分别是什么？

（本体是火烧云，喻体是马）

2、朗读并赏析该段落，云彩发生了什么变化？

（先是像马跪着的样子，接着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最后越来越模糊）

3、闭上眼睛想像一下，一匹马跪着、伸开腿、伸长脖子的样子，并说一说作者用描写马的方式来写云彩的

形状，什么好处？

（把难以说明的云彩，转换成具体的马的形态，描写得形象、生动，充满画面感）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该段落，读出“马”的形态变化时内心的激动和快乐。

三、巩固拓展，读写结合

观察云彩，发挥想象力，仿写课文。

阅读四年级习作，《我学会了 》，完成第 17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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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会了

我们正慢慢长大，学会了做很多事情。你学会的*** ***最有成就感？把它填在横线上，再把学这件事的经

历，体会和同学分享。

写之前想一想：

◇你是怎样一步步学会做这件事的？

◇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是怎样克服的？

◇有哪些有趣的经历？心情有哪些变化？

写完后，读读自己的习作，修改不通顺的*** ***换习作，看看学习的过程是否写清楚了。

17.习作教学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请写出该习作教学的重难点。（6 分）

【答案】

教学重点：仔细思考学习过程，确定写作顺序和方法，将事件写得明白、清楚，总结自己的心得体会。

教学难点：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会修改习作，乐于和同学分享交流学习过程中的收获。

阅读五年级课文《手指》的课后练习，完成第 18 题。

◇默读课文，结合课文内容，说说五根手指各有什么作用。

◇课文的语言很风趣，如，他永远不受外物冲撞，所以曲线优美，处处显示着养尊处优的“幸福”。找出

类似的语句体会一下，再抄写下来。

◇作者笔下的大拇指和食指分别让你想到了生活中的哪些人？和同学交流。

◇小练笔仿照课文的表达特点，从人的五官中选一个，写一段话。

18.课后练习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请分析本课课后练习设计特点并进行简要评价。（4 分）

【答案】

1、注重与语文与生活的结合。结合课文说说五根手指的作用，从手指联想到生活中的人，在锻炼口语交际

能力的同时，促进学生对自己的了解，勇于表达自己的体验和想法。

2、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语感。通过抄写，体会课文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加深学生对课文的感悟和理解，

增加语言素材的积累，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阅读、口语交际与写作的综合性与实践性。以阅读课文、交流感想为前提，仿写课文，不仅可以提升学

生的语文综合实践能力，还可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与他人，养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五、写作表达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40 分）

19.请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作文。要求不透露个人信息，卷正整洁，书写规范，不少于 800 字。（40
分）

题目一：根据下面材料，选取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我的案头始终摆着这幅字，“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

缝衣。”有时候，文字越是朴素简洁，***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题目二：评述《傅雷家书》或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要求：自选角度，自拟题目：集中一点，写深写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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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题目一立意：

1、简单朴素才是人生的真谛

2、越简单的事物越能打动人

3、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纯粹

4、纷繁复杂会让人迷失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