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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本书命中中考情况
年份年份 中考真题中考真题 本书命中或信息命中本书命中或信息命中

1．联系原著，概括鲁迅与范爱农交往的三件
事。

2．作者开篇从和范爱农的矛盾冲突写起，这是
什么写法？有什么作用？

1.书中 B本 P4页，“范爱农的性格和相关情节”，在答案中
写出了与鲁迅的四件事。（完全命中）
2. 书中 B本 P4页，“朝花夕拾的艺术特色有哪些？”，在
答案第（4）点写到“巧用对比和反讽的手法”（基本命
中）



2016 3．选文运用了什么描写方法来突出范爱农的性
格？请举一例分析。

3. 书中 B本 P4页，“范爱农的性格和相关情节”，在答案
中写出了它的性格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孤傲，正
直，倔强-----”。（完全命中）

2015

1．选文 B中外祖母整天不理“我”的原因是？

2. 请说说外祖母的话为什么让“我”“永志不
忘”。

3. 结合选文（A）（B），分析外祖母这一人物
形象。

1.本书答案本 P14页，（3）“用小孩的方式为外婆报仇，比
如我把欺负外婆的酒馆女主人锁在地窖里。”（完全命
中）
2. 本书中“故事快读”有设计。（基本命中）
3.本书 P34第 2小题“说说外祖母是个怎样的人”（完全命
中）

评
价

配合《中考突破-总复习》效果更明显，考前信息研判精准，敬请期待。





十一、《格列佛游记》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著名讽刺小说家和政论家。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贫苦家庭。1704年他的《一

只桶的故事》《书战》和《圣灵的机械作用》等 3篇讽刺文章汇集出版，表现了他的远见、诙谐和机智。

《格列佛游记》由四部分组成：利里浦特(小人国)游记、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游记、勒皮他(飞岛)游记和慧骃

国(马国)游记。作者以神奇的想象、夸张的手段、寓言的笔法，不留情面的批判，尤其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

无聊、毒辣、荒淫、贪婪、自大等作了痛快淋漓的鞭挞。（节选部分）



本书讲述的是英国船医格列佛因海难等原因流落到小人国、大人国、飞岛以及马国(慧骃国)等地的经历。【四

次出海航行】

第一
次

格列佛乘坐“羚羊号”到太平洋一带航海，因为遇到风暴，船
触礁沉没。他和几个水手的救生艇翻船，只身被风浪冲到利

里浦特(小人国)。
第二
次

格列佛乘坐“冒险号”往北美航行，因为遇到大风暴迫使航船
驶进陌生港湾找淡水。他和伙伴走散，只身来到大人国。

第三
次

格列佛乘坐“好望号”到印度支那和马来亚一带航海，因为遇
到海盗被放在独木舟上漂到了飞岛国。

第四
次

格列佛担任“冒险号”船长，航行到北美时，水兵叛变，被扔
至荒岛。后到慧骃国。

小人国

1699年 5月 4日，格列佛应“羚羊号”船长的雇请，乘船到太平洋一带航海，因遇风暴，“羚羊号”触礁沉没了。

他和五个水手跳入救生艇中逃生，可是半途那艇也翻了。格列佛只身被风浪刮到利里浦特岛上。上岸后，他由于过

度疲乏，躺在草地上酣睡了一觉。待他醒来时，他觉得全身都动弹不得，他的四肢、身体被紧紧捆缚住了，连他的



头发也一根根地被缚牢在地上。他只能仰天躺着，太阳晒得他睁不开眼睛。这时，他听到四周有一种轻微的嘈杂的

响声。同时，他感到他的左腿上有生物在爬动。那东西渐渐爬上他的身体，走到他胸膛，又去到他的下颌边。格列

佛略略把眼光朝下一看，只见一个不到六英寸的小人，两手执著弓箭，背着箭壶，神气傲然地领头走着，后面跟着

四十几个小人，全是戎装打扮。格列佛大喊了一声，吓得他们拼命奔逃。有的从他身上滚落到地面，有的自相践踏

负了伤。 *（节选部分）

大人国

格列佛第二次出游是在 1702年 6月 20日。他乘坐“冒险号”往北美航海。于第二年六月到达布罗卜丁奈格岛。

格列佛在大人国住了两年。有一次，他和国王出外旅行时，装他的箱子被老鹰叼到半空中，然后又掉到海里，

幸好遇见一只英国海轮搭救了他。于是他在 1706年 6月回到了伦敦。结束了他的大人国旅行。*（节选部分）

飞岛国

格列佛第三次出游到了飞岛国。那是在 1706年 8月 5日，他乘坐大商船“好望号”到印度支那和马来亚一带航



海。

他乘船到了日本。1709年 6月，他搭乘荷兰船于 1710年 4月回到英国。这次航行历时五年六个月，是时间最

长的一次。*（节选部分）

慧骃国

格列佛第四次游历是在 1710年 8月，他担任了商船“冒险家号”船长。

在海上，他遇见了一艘葡萄牙商船，于 1715年 12月返回英国。 格列佛前后四次游历奇遇，历时十六年零七

个月。他把这些亲身的见闻记载下来，“唯一目的是为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不管怎样我也绝不可能感到失望”。 *

（节选部分）



四次
出海 ―→第一次：1699年 5月，格列佛应“羚羊号”船长的邀请，乘船到太平洋一带航海，因遇到风暴，“羚羊

号”触礁沉没了。他和几个水手跳到救生艇上逃生，可半途翻船，被风浪刮到利里浦特岛上。(小人国)

第二次；1702年 6月，乘坐“冒险号”往北美航行，在途中，一场大风暴迫使行船驶进陌生港湾找淡水，途中与

伙伴失散了，来到了大人国。被人囚禁在笼子里，周游表演。

第三次出海：1706年 8月，他乘坐大商船“好望号”到印度支那和马来亚一带航海，遇到海盗，被放在独木舟上

到了飞岛国。

第四次：1710年 9月，他担任商船“冒险号”船长，航行到北美时被新招的水手劫夺船只，被扔到荒岛上，后来

去到慧骃国(马国)。――→性格 四次出海反映了格列佛敢于冒险、热爱冒险、刚毅勇敢的性格特点。

(人物比较)

人物 性格关键词 形象具体分析 人物比较

格列佛
敢于冒险、热
爱冒险、刚毅

【四次出海】
第一次：1699年 5月，格列佛应“羚羊

鲁滨孙



勇敢，心地善
良，机智聪
明。比如他在
小人国行走时
小心翼翼，生
怕踩伤市民；
当利里浦特国
王命令他灭掉
不来夫斯古国
时，他不同意
这样做。

号”船长的邀请，乘船到太平洋一带航
海，因遇到风暴，“羚羊号”触礁沉没
了。他和几个水手跳到救生艇上逃生，
可半途翻船，被风浪刮到利里浦特岛

(小人国)。
第二次：1702年 6月，他乘坐“冒险号”
往北美航行。途中，一场大风暴迫使行
船驶进陌生港湾找淡水。格列佛与伙伴
失散了，来到了大人国，被人囚禁在笼

子里，周游表演。
第三次：1706年 8月，他乘坐大商船
“好望号”到印度支那和马来亚一带航
海，遇到海盗，被放在独木舟上到了飞

岛国。
第四次：1710年 8月，他担任商船“冒
险号”船长，航行到北美时被新招的水
手劫夺船只，被扔到荒岛上，后来到了

慧骃国(马国)。

(语言特点)

类型 答题要点 特色比较
艺术 1.小说充满了奇异的想象和尖锐、辛辣的 《西游记》



特色 讽刺。
本文利用虚构的情节和幻想手法刻画了当
时英国的现实。
2．作者擅长神奇的想象、夸张的手段、
寓言的讽刺笔法。
（书中有详细内容）

语言
特点

1.反语等讽刺手法的运用，无论对皇帝还
是大臣都用幽默的语言嘲讽。（书中有详
细内容）

《威尼斯商
人》

主题思想

作品通过写格列佛在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慧
骃国的离奇经历，揭示和批判了英国统治阶级的腐
败和罪恶，同时也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科学界的荒唐

行为。

阅读启示
了解到英国两党争权夺利的现状，并感触到作者的

忧世情怀。

（专门针对最重要的情节进行赏析，此处节选其中一个示例）



(一)选拔官员

这种游戏常常会有意外事故发生，这些事故是有案可查的。我亲眼看到两三个候补人员跌断了胳膊和腿。但是更大的危险发生在大臣们自己奉命来

表现功夫的时候，因为他们想跳得比以前好，又想胜过同跳的人，猛然来一下，很少有不摔倒的，有人甚至要跌两三次。听说在我来到这地方一两年之

前，佛林奈浦就因此差点儿跌死，要不是皇帝的一块坐垫恰好在地上减轻了他跌落的力量，他的脖子是肯定折断了。

还有一种是逢特别重大的节日专为皇帝、皇后及首相大臣们表演的游戏。皇帝在桌上放紫、黄、白三根六英寸长的精美丝线。这三根丝线是皇帝准

备的奖品，他打算以此奖励不同的人，以示其不同的恩宠。表演仪式在皇宫的大殿上举行，候补人员要在这里比试和前面完全不同的技艺，这种技艺我

在新旧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度都未曾见过有一丝相似的。皇帝手拿一根棍子，两头与地面平行，候选人员一个接一个跑上前去，一会儿跳过横杆，一会儿

从横杆下爬行，来来回回反复多次，这些反复都由横杆的上提和下放决定。有时候皇帝和首相各拿棍子的一端，有时则由首相一人拿着。谁表演得最敏

捷，跳来爬去坚持的时间最长，谁就被奖以紫丝线，其次赏给黄丝线，第三名得白丝线。他们把丝线绕两圈围在腰间：你可以看到朝廷上下很少有人不

用这种腰带作装饰的。

阅读赏析：

作者写小人国跳绳选拔官员的情节，实际上是在影射当时的英国宫廷，有力地抨击了英国国王的昏庸无能，讽

刺了高官们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生活的腐败与罪恶。还写了拉格多科学院的科学家把粪便

还原为食物的研究，有力地讽刺了当时英国科学界的荒唐行为，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这段文字也较好地体现了小说的艺术特色：a.选文语言极具讽刺意味，辛辣、尖锐而深刻，通过小人国选拔官

员的方法讽刺了当时英国宫廷的丑恶和荒唐；b.作者既立足现实，又采用虚构和幻想的手法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



童话般的幻想世界。小人国中的荒唐游戏就是以英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现象为背景的。

单篇阅读训练

问答导读——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读

一、关键情节类

1：请你说说格列佛“四次出海航行”的具体情况。（说清楚“到来”和“离开”）

2：名著描写的四个国家分别讽刺了什么？

4：小人国两党之争的原因。

10：慧姻国，作者所见所闻有哪些？讽刺了什么？

二、人物性格类

1：结合全文，简要分析格列佛的性格特点？

3：小人国国王、大人国国王、飞岛国国王、慧姻国国王分别是一个怎样的人？

三、艺术特色类



1：结合你读《格列佛游记》的体会，谈谈这部游记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四、感悟体验类

1：说说你所了解到的本书主题是什么？

2：名著描写的四个国家分别讽刺了什么？

文段导练文段导练——引导学生针对情节进行练

示例展示：每个国家分类训练

大人国

为了证实我的话，同时也为了进一步说明狭隘的教育会有什么样悲惨的结果，我在这里要添加一段几乎叫人难以置信的叙述。为
了能使国王给我更多的宠幸，我告诉他：三四百年前有人发明了一种粉末，哪怕是星点那么一点的火星掉到这堆粉末上，即使这堆粉
末堆得像山一样高，也会被即刻点燃，一起飞到半天空，声响和震动比打雷还厉害。按照管子的大小，把一定量的这种粉末塞进一根
空的铜管或铁管里，就可以将一枚铁弹或铅弹推出，没有东西可以挡住铁弹或铅弹的力量与速度。以这种方法将最大的弹丸打出去，
不仅可以将一支军队一下子整个儿消灭掉，还可以把最坚固的城墙夷为平地，将分别载着有一千名士兵的船只击沉海底。如果把所有



的船用链子串到一起，子弹出去能打断桅杆和船索，将几千人的身体炸成两段，一切都消灭得干干净净。我们就经常将这种粉末装入
空心的大铁球，用一种机器对着我们正在围攻的城池将大铁球射出去，就可以将道路炸毁，房屋炸碎，四处碎片纷飞，所有走近的人
都会被炸得脑浆迸裂尸体横飞。我告诉国王我对这种粉末的成份十分熟悉，那是些常见而且廉价的东西。我也知道调配的方法，也可
以指导他的工人制造出与陛下的王国内其他各种东西比例相称的炮筒来，最长的也不会超过一百英尺。有二三十根这样的炮管，给它
们装进一定数量的粉末和铁球，就可以在几小时内摧毁他领土内最坚固的城垣；要是京城的人胆敢抗拒陛下的绝对命令，也可以把整
个京城炸毁。我谨将这一主意献给陛下，略表寸心，来报答他多次给我的恩典和庇护。
国王对我描述的那些可怕的机器以及我提出的建议大为震惊。他很惊异，像我这么一只无能而卑贱的昆虫(这是他的说法)，竟怀

有如此非人道的念头，说起来还这么随随便便，似乎我对自己所描绘的那些毁灭性的机器所造成的流血和破毁这样普通的结果丝毫都
无动于衷。他说，最先发明这种机器的人一定是恶魔天才，人类公敌。关于他本人，他坚决表示，虽然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比艺术或自
然界的新发现更使他感到愉快，但他还是宁可失去半壁河山，也不愿听到这样一件秘密。他命令我，如果我还想保住一命，就不要再
提这事了。

1．从国王的话语中你认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与小人国的国王有何不同？

2．后来格列佛是怎样离开这个国家的？

3．在这个国家时，作者写格列佛不断地赞美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用意何在？



慧骃国

(十)

在我离开这个国家三个月之前，它们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我的主人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它们对一个老问题进行

辩论，实际上那也是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仅有辩论的一个问题。我的主人回来后把辩论的详情告诉了我。

辩论的问题是：要不要把“耶胡”从地面上消灭干净。一位主张消灭的代表提出了几个很有力并且很有分量的论点。它认为，“耶胡”是世上最肮脏、

最有害、最丑陋的动物，它们最倔强、最不可驯、最恶毒、最爱捣鬼。如果不时时加以看管，它们就会偷吃“慧骃”母牛的奶，把它们的猫弄死吞吃掉，

踩坏它们的燕麦和青草，还会干出许许多多别的放肆无礼的事来。

另外几个代表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这时我的主人就向大会提出一个权宜之计，实际上它是受了我这个暗示才想到这个办法的。它同意前面发言的

那位高贵的代表所说的，说是有这么一个传说，并且肯定那两只据说是它们最早看到的“耶胡”是由海上漂到这儿来的；它们被同伴遗弃，来到这陆上，

后来躲进山里，逐渐退化，年深日久就变得远比它们在祖国的同类要野蛮。它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它现在就有那么一只神奇的“耶胡”(它指的

就是我自己)，这是大多数代表都听说过的，不少代表也都亲眼见过。

1．慧骃国代表大会进行大辩论，主题是什么？

2．慧骃国为什么要消灭“耶胡”？在选段中作者借写“耶胡”的种种缺陷和弱点意在批判什么？

3．文段中介绍“耶胡”是从海上漂过来的，实际是指的是哪一种人？

4．结合你读《格列佛游记》的体会，谈谈这部游记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双篇对比阅读

训练(三十九)

【甲】在如此紧要的关头，面对如此有权势的敌人，我是不敢依赖这样危险的一个决定。我一度也极力想反抗，因为我眼下还有自由，这个帝国就

是全部力量都用上也很难将我制伏，我可以用些石块轻而易举地把整个京城砸碎。可是，一想起我曾对皇帝发过誓，想起他对我的恩典以及亲自授予我

的“那达克”称号，我立刻就惶恐地打消了这样的念头。我也永远学不会朝臣们恩将仇报的品德，我劝慰自己说：既然如今皇帝对我这么严酷，那么我就

可以取消以前那一切应尽的义务。

【乙】国王对我描述的那些可怕的机器以及我提出的建议大为震惊。他很惊异，像我这么一只无能而卑贱的昆虫(这是他的说法)，竟怀有如此非人

道的念头，说起来还这么随随便便，似乎我对自己所描绘的那些毁灭性的机器所造成的流血和破毁这样普通的结果丝毫都无动于衷。他说，最先发明这

种机器的人一定是恶魔天才，人类公敌。关于他本人，他坚决表示，虽然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比艺术或自然界的新发现更使他感到愉快，但他还是宁可失

去半壁河山，也不愿听到这样一件秘密。他命令我，如果我还想保住一命，就不要再提这事了。

死板的教条和短浅的目光就产生了这么奇怪的结果！一位君王，具有种种令人崇敬、爱戴和敬仰的品质，他有卓越的才能，伟大的智慧，高深的学

问，统治国家的雄才，臣民们对他都很爱戴；就是这么一位君王，出于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顾虑，竟将到手的机会轻轻放过了，这真是我们欧洲人意想

不到的，要不然，他很可能成为他领导下的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绝对主宰。

1．选文【甲】【乙】均出自小说《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___ 。(2分)

2．【甲】文中“朝臣们恩将仇报的品德”及【乙】文中“那些可怕的机器以及我提出的建议”分别指在小说里的哪个国家，发生的什么事？(4分)

3．试结合小说内容，任选“皇帝、国王、我”其中一个人物，分析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目的。(4分)



答案很强大！

十一、《格列佛游记》答案

问答导读

一、关键情节类

1．到小人国的原因：1699年 5月，格列佛应“羚羊号”船长的邀请，乘船到太平洋一

带航海，因遇到风暴，“羚羊号”触礁沉没了。他和几个水手跳到救生艇上逃生，可半途翻

船，被风浪刮到利里浦特岛上。(小人国)。离开小人国的原因：因得罪了国王，皇后讨厌

他、海军大将(妒忌他的功劳)与财政大臣(因怀疑他的妻子和格列佛私通)密谋要弄瞎他的

双眼，格列佛被迫逃走。格列佛逃到不来夫斯古国。在他的请求下，大端派为他准备了

相应的物资，他开始了返航。后来他搭乘英国商船，回到伦敦。



到大人国的原因：1702年 6月，乘坐“冒险号”往北美航行，在途中，一场大风暴迫使

行船驶进陌生港湾找淡水，途中与伙伴失散了，来到了大人国。被人囚禁在笼子里，周

游表演。(大人国)离开大人国的原因：在一次随国王巡视边境时佯称有病，去海边呼吸新

鲜空气。当他钻进小木箱睡觉时，一只老鹰将木箱叼走，后来木箱落入大海，被路过的

船只发现，格列佛获救，终于又回到英国。

去飞岛国的原因：1706年 8月，他乘坐大商船“好望号”到印度支那和马来西亚一带航

海，遇到海盗，被海盗所劫，结果被放到一个独木舟里去海上随波漂流，他来到一个小

岛后发现了一个悬浮在上空的飞岛，最后被用滑轮车拉上了勒皮他。离开飞岛国原因：

离开拉格奈格王国前往日本，在长崎结识了一些荷兰水手，最后搭乘阿姆斯特丹的一艘

船回到英国。

来到马国的原因：1710年 9月，他担任商船“冒险号”船长，航行到北美时，他的部下



图谋不轨，被新招的水手劫夺船只，把他长期禁闭在舱里，后来被扔到荒岛上，后来去

到慧骃国。(马国)离开马国原因：格列佛一心想留在慧骃国，但慧骃国全国代表大会的代

表们都对灰色马家里养着一只“耶胡”反感，因此大会郑重劝告它，要么像对“耶胡”一样

使用“我”要么命令“我”游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所以格列佛的愿望无法实现，无奈之

下，格列佛只好乘小船找到一个小港湾，然后到一个小岛，被当地野人追赶，左脖盖中

了一箭，后来格列佛被葡萄牙商船派来取水的船员们发现，带到船上，免费搭乘该船到

了里斯本，最后又搭乘另一艘商船回到英国。

2．(1)描写小人国利里浦特的党派之争以鞋跟高低划分阵营，“高跟党”和“低跟党”尔

虞我诈，争权夺利，实际上是挖苦英国两个争斗不休的政党。讲述小人国利里浦特与邻

国兵戎相见，曲折地讽刺和揭露英国两党之争和当时英法两国之间的连年征战。

(2)在大人国，格列佛洋洋自得的介绍却招来质问，大人国制度古朴、民风淳朴，他



们认为英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充斥着“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

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及其产生的恶果。以此讽刺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尔虞我

诈的现象，痛斥帝国主义殖民者侵略扩张的丑陋本质。

(3)小说第三卷，通过对飞岛国等五国的描述，讽刺和批判了当时英国科学界荒诞、

虚伪的科学研究，表达了对现代科技的怀疑，并严词痛斥了殖民统治。

(4)第四卷更是以恣肆的笔调，展示了人兽颠倒的怪诞现象。在这个乌托邦国度里，

马是理性的载体，而人形动物“耶胡”则是邪恶肮脏的畜生。格列佛和慧骃之间的对话成

了对“人类”社会的无情鞭笞，讽刺人类社会邪恶、肮脏、丑陋。

3．(1)两党之争；(2)两国之争；(3)通过“绳子跳舞”来选拔官员；(4)皇宫失火，格列佛

撒尿救火，引来大臣嫉妒他的功劳，于是密谋给他定叛国罪，格列佛得知后，慌忙逃到

不来夫斯古国，后搭商船回到伦敦，结束了他小人国旅行。



4．两党之争：小人国有两个政党；高跟党和低跟党。他们的区别是所穿鞋跟的高

低，高跟党自认为是合乎古代制度的，而国王偏向低跟党，政府官员都是低跟党担任，

因此两党仇恨很深；皇太子则两边都讨好他的鞋跟一只高，一只低。

5．两国之争：小人国(利里浦特国)和不来夫斯古国之间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两个

国家吃鸡蛋的方式不同：利里浦特国改变了吃鸡蛋的方式。战争的过程和结果是(格列佛

把不来夫斯古国的战舰拖过来，使其海军瘫痪，利里浦特国胜利)。此次战争使得佛林奈

浦(财政大臣)和斯开瑞士(海军大将)对格列佛产生了嫉妒之心。在皇宫撒尿救火事件后，

格列佛离开了小人国。

6．(1)两只老鼠爬上床，与老鼠格斗。(2)一只比牛大 3倍的小花猫，使格列佛大吃一

惊。(3)农民把格列佛带到集市，强迫他做各种姿势赚钱。(4)有一次，和国王外出时，装

他的箱子被老鹰叼到半空中，然后又掉到水里，最后，一只英国海轮搭救了他，回到了



伦敦，结束了他大人国旅行。

7．国王大为反感，认为发明武器的人是“人类公敌”，他要以理智和仁慈治国。他是

位博学、理智、仁慈、治国能力强的开明国君。名著借国王这一形象，反衬英国统治者的

野蛮和贪婪，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

8．从黄瓜里提取阳光；把人的粪便还原为食物；把冰烧成火药；建筑房屋的新方

法，就是先从屋顶开始建筑，自上而下一直盖到地基；瞎子老师教导瞎子学生用触觉和

嗅觉来辨别颜色；用猪来耕地；利用蜘蛛织网代替用蚕丝纺织；在市政厅顶的大风信鸡

上装置一架日规，用来校正地球和太阳在一年中和在一天中的运转，使它们能适应于风

向的意外转变；应用一种器具施行两种作用相反的手术；用秕糠来种地；把一种树胶、

矿石和蔬菜的混合物涂在两头小羊的身上，不让它们生毛等。讽刺和批判了当时英国黑

白颠倒、唯利是图、丑陋混乱，专搞伪科学研究的社会现象。



9．(1)将飞岛长时间地浮翔在该地人民的头顶，剥夺他们享受阳光和雨水的权利，当

地人民因此遭受疾病和饥荒的侵袭。

(2)岛上的大块石投往下扔，把人民的房屋砸碎，叫他们无处藏身。

(3)让飞岛直接落在他们的头上，因此将人和房屋统统毁灭。

10．在马国(慧骃国)，统治者是理智、仁慈的四足动物“马”，里面的人性动物“耶胡”

贪婪无度、丑陋龌龊，借写“耶胡”的种种缺陷和弱点来批判人性的贪婪、无信、嫉妒的丑

陋。

二、人物分析类

1．从格列佛的经历发现他喜欢航海，是一个敢于冒险的航海家，同时从他每到一个

国家必然去认识那里社会种种形式的政治生活，把人性的反思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从

选段中：“格列佛感到这些杰出的四足动物有许多美德，跟人类的腐化堕落对比一下，使



我睁开了眼睛，扩大了眼界”可以看出格列佛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理性思维，正义勇敢，富

有智慧的人。

2．(1)四次出海，可以看出他有敢于冒险，百折不挠；(2)把不来夫斯基的战舰拖到利

里浦特，解取了外患。表现了格列佛是个热爱和平，乐于助人，勇敢的人；(3)从格列佛

拒绝帮助利里浦特国消灭不来夫斯基古国，可以看出他善良爱憎分明；(4)利里浦特皇宫

着火后，格列佛小心翼翼的行走，担心踩着小人，可见他心地善良；(5)他急中生智撒尿

救火，足见他的机智；(6)从格列佛在每到一个国家都能够尽快适应本国的风俗文化，可

以看出他富有智慧。

3．(1)小人国国王：昏庸、充满野心。例如，他利用但不信任格列佛；“绳子跳舞”来

选拔官员；要格列佛去消灭不来夫斯古国等。

(2)大人国国王：理智、仁慈、主张和平、治国能力强的开明国君。例如，他用理智、



公理、仁慈来治理国家，他厌恶格列佛所说的卑劣的政客、流血的战争。

(3)飞岛国(勒皮他)国王：霸道、残忍、贪婪、殖民主义者。例如，国王下决心降伏骄

傲的人民；国王惩罚不归顺的臣民；剥夺百姓享受阳光雨露的权利。

(4)慧骃国国王：理智贤明、勤劳勇敢、仁慈友爱、公正诚信。

三、艺术特色类

1．这部游记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奇特的想象中饱含辛辣的讽刺。例如，在慧骃国这个

乌托邦国度里，统治者竟是四足动物“马”，而里面的人形动物“耶胡”贪婪无度、丑陋龌

龊，可谓想象大胆。这样写又是对“人类”社会的无情鞭挞，批判了当时英国统治集团的

罪恶和社会恶习，可谓讽刺辛辣。

四、感悟体验类

1．作品通过写格列佛在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慧骃国的离奇经历，揭示和批判



了英国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罪恶，同时也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科学界的荒唐行为。

文段导练

(一)

1．小人国。该选段写小人国通过跳绳比赛来选拔官员的荒唐事情。这个跳绳选拔官

员的事件，实际上是在影射当时的英国宫廷，有力地抨击了英国国王的昏庸无能，讽刺

了高官们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

2．作者借小人国跳绳选拔官员的情节，讽刺了英国统治者昏庸、无能、腐朽，反映

了当时英国社会生活的腐败与罪恶。还写了拉格多科学院的科学家把粪便还原为食物的

研究，有力地讽刺了当时英国科学界的荒唐行为。司各特的评价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3．①选文语言极具讽刺意味，辛辣、尖锐而深刻，通过小人国选拔官员的方法讽刺

了当时英国宫廷的丑恶和荒唐；



②作者既立足现实，又采用虚构和幻想的手法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童话般的幻想

世界。小人国中的荒唐游戏就是以英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现象为背景的。

(二)

1．小人国内务大臣瑞尔德里沙对格列佛讲述小人国的内忧外患，并转达国王的命

令。

2．一是国内党争激烈，源于争权夺利；二是国外强敌入侵的危险，源于强权与反

抗。

3．曲折地讽刺和揭露了英国两个政党争斗不休和与法国之间连年征战的社会现实。

(三)

1．格列佛虽立了奇功，却拒绝了皇帝侵吞不来夫斯古国的要求，得罪了皇帝；几个

对他怀恨在心的大臣从中作梗，加深他与皇帝之间的矛盾。



2．格列佛得到消息，有人阴谋污蔑说他犯有严重的叛国罪，皇帝要将他刺瞎双眼，

逐渐减少口粮以致慢慢饿死，于是格列佛想方设法逃去了另一个小人国不来夫斯古国，

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了英国。

(四)

1．理智、仁慈、正义、主张和平。大人国国王的形象代表了一种理想君主的统治，

而小人国的国王凶狠残暴，具有难以满足的扩张野心。

2．在和国王的一次出外旅游时，装着格列佛的箱子被老鹰叼到半空中，然后掉入海

里，被一只英国海轮救起。

3．运用反语手法，不断地赞美实际是在贬斥这些所谓的“成就”。对格列佛引以为荣

的英国各种制度和政教措施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表示了怀疑和否定。

(五)



1．这是格列佛第二次游历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的经历。格列佛在布罗卜丁奈格(大

人国)，就像田间的鼬鼠一般小，被当作小玩意儿装入手提箱里，带到各城镇表演展览。

后来，国王召见他，他慷慨陈词，夸耀自己的祖国的伟大，政治的贤明，法律的公正，

然而均一一遭到国王的抨击与驳斥。

2．①在一次划船运动中格列佛从一个女教师的手指缝里掉了下去，差点跌落海里丢

了性命；②一只顽皮的猴子把格列佛抓到屋顶上，让他随时有跌落下去的危险，还让他

满身是伤；③皇后的侏儒把格列佛扔进盛奶酪的大银碗里，差点把他淹死。(答两处即可)

3．作者通过描写格列佛在大人国的经历，反映了大人国的居民尽管身材高大，却丝

毫不像人类那样穷兵黩武，以此讽刺了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

(六)

1．王国的第二大城林达洛因的居民做好充分的条件准备造反，国王下令飞岛降落以



惩罚他们，结果遭到顽强而有力地抵抗，国王只好妥协。

2．反映了当时英国政府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压榨和统治，激起了当地人民顽强的反

抗。

3．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是尖锐而深邃的讽刺艺术。如通过对拉格多科学院

人士“从黄瓜里提取阳光”和“把人的粪便还原为食物”这种无聊而荒唐的研究的描写，夸

张地讽刺了当时英国的伪科学。

(七)

1．代表英国最高统治者，即殖民主义者。性格：昏庸、充满野心、霸道、残酷。

2．语言特色主要体现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无论对皇帝还是大臣个人都有幽默的嘲

讽；情节的幻想性与现实的真实性有机结合，虽然形式上运用了离奇的想象，内容上却

是严峻的现实，作者的文笔朴素而简练，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但事件清晰可见。



3．借飞岛上的统治者对下面城市的镇压和利里浦特与邻国连年征战，影射英法两国

兵戎相见，以及英国殖民者对外扩张的贪婪野心。

(八)

1．文段中写到的动物丑八怪是耶胡，它在文中影射了人类自己。

2．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行为描写；他对我的态度是好奇；反映出这种动物理智、

仁慈的特征。

3．对耶胡极端讨厌鄙视，对马(慧骃)充满褒赏、敬佩；反映出作者对社会的一种消

极、厌恶态度，对人性极端失望，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自私。

(九)

1．要不要把“耶胡”从地面上消灭干净。

2．“耶胡”是世上最肮脏、最有害、最丑陋的动物，它们最倔强、最不可驯、最恶毒、



最爱捣鬼。作者借描写“耶胡”的种种缺陷和弱点批判人性的贪婪、无信、嫉妒的丑陋。

3．实际上“耶胡”指殖民帝国，侵略者。

4．这部游记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奇特的想象中饱含辛辣的讽刺。例如，在慧骃国这个

乌托邦国度里，统治者竟是四足动物“马”，而里面的人形动物“耶胡”贪婪无度、丑陋龌

龊，可谓想象大胆。这样写又是对“人类”社会的无情鞭挞，批判了当时英国统治集团的

罪恶和社会恶习，可谓讽刺辛辣。

双篇对比阅读

训练三十九

1．格列佛游记 斯威夫特

2．“朝臣们恩将仇报的品德”指在小人国中，格列佛帮助利里浦特打败另一个小人国



不来夫斯古，及熄灭了王宫的火，却因拒绝灭掉不来夫斯古及皇后、大臣们的嫉恨、嫉

妒，被定叛国罪，要挖掉眼睛的事。“那些可怕的机器以及我提出的建议”指在大人国

中，格列佛建议大人国国王造枪炮和火药的事。

3．范例：①塑造小人国国王昏庸、贪婪、残暴、野心勃勃的形象，讽刺影射了英国

统治者的腐败和罪恶，抨击了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②塑造大人国国王仁慈公正的理想

君主形象，借大人国国王之口抨击英国、欧洲的腐朽制度，主张和平，反对战争。③塑

造“我”这一个正直善良、机智博闻，同时也圆滑、爱炫耀之人，是以主人公的局限来达到

最充分的讽刺效果，并以其所见所闻来贯穿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