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学测试
（２０２１年部分考生选考科目）

艺术人文
（一）考试性质
艺术人文部分的考题，意在从生活观察和知识应用的角度出发，考查考生的艺术

人文素养，以期引导学生注重语文应用能力，培养艺术审美能力，奠定良好的人文基
础，塑造热爱和崇敬文明的精神品格，养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从而在继续发展和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以适应未来学习、生活和工作的
需要，促进考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二）考试目标
根据高中学习阶段和高中年龄阶段考生的语文、历史、地理、艺术等有关学科学

习和阅读视野，着重检测考生初步运用艺术审美的方法，对艺术人文相关事物的关注
和对周边生活的观察。识记基本的人文常识，辨认历史文化事件中的典型现象，理解
与之相关的社会知识。试题重视考生的生活审美和艺术兴趣，也重视人文实践能力
的培养，以引领考生形成良好的文化心态，学会尊重理解作品所体现的不同时代、不
同民族、不同流派风格的文化，体现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

（三）考试内容和要求
高中阶段有关艺术人文教材（如语文、历史、思政、艺术等）内容，以及当代高中年

龄段应该了解的有关艺术人文知识。
１．识记：语文基础知识、基本文化常识。在不同条件的比较中认识基本的语文

和人文常识；辨认古今中外各艺术门类的有关基本名称等。如：
（１）语文基础知识。可参照上海市教育考试院２０２０年５月份语文考纲要求。
（２）现今仍有价值且广为人知或常被使用的人文常识：古代的中外神话传说（含

史诗）；成语典故；人文掌故；重要中外作家作品；名人名言（含诗句语句）；中外名著
（含戏剧作品）中常被引用的典型人物、典型情节和重要唱词对白等。

（３）传统文化知识：中国别称；姓氏文化；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花卉草木、寓言
人物的象征意义等；中国古代地理重要方位和名称；中国重要史书；古代人际交往的
称谓；科举考试常识；我国古代礼仪；古代重要的思想理念；天干地支记日记时；时令
节气等。

（４）地理常识：中外有关重要地理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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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艺术文化常识（含音乐、绘画、建筑）知识：重要作家作品；世界重要非物质文
化遗产、世界重要物质文化遗产；重要乐器及风格、我国民族乐器等。

（６）上海文化常识：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地标建筑；重要衣食住行和休闲文
化的区域分布常识；重要的经济布局常识等。
２．判断：在不同的情境中判断语言使用特点。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中辨认不同的

艺术特性、社会现象，如：
（１）语文拓展性知识及能力：篆隶行草楷文字常识；对联常识；古代文体知识；根

据图表提炼概括信息；根据所给信息绘制图表等。
（２）上海文化：能辨识现今仍然使用的沪语意义等。
（３）艺术文化常识（含音乐、绘画、建筑）：辨识重要的绘画、建筑的流派和风格等。
（４）地理常识：能对所给目的地做旅行线路的合理设计。
３．理解：理解不同语境下的语言使用。理解不同时代的人文因素对历史事件的

影响。如：
人际交往中语言信息辨析（包括句子含义和情感情绪的辨识）；对所给语段做概

括性或鉴赏性简析等。
４．运用：根据规定的内容和材料提供的背景，进行概括表述。
（四）题型与题量
艺术人文共２９题（单项选择题及判断题２３题，每题１分；填充题６题，每题２分；

共３５分）。
（五）样题

◎选择题
１．某演员演唱的《忐忑》被网友戏称为“神曲”，“忐忑”一词的意思是（　　）。
Ａ．犹豫彷徨 Ｂ．烦躁易怒
Ｃ．心神不安 Ｄ．估想揣测

２．有时候，表格的表达作用胜过繁复的文字。以下对表格的解读最完整的一项是
（　　）。

甜品名称
原　　料 制　作

奶酪
奶油

动物性
淡奶油鸡蛋 酒 手指饼

（蛋糕片）凝胶牛奶面粉烘焙冷藏

提拉米苏 ※ ※ ※ ※ ※ ※
慕斯　　 ※ ※ ※ ※ ※ ※
乳酪蛋糕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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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制作提拉米苏和慕斯仅需冷藏，只有乳酪蛋糕需要烘焙加冷藏
Ｂ．提拉米苏、慕斯和乳酪蛋糕有不同的做法
Ｃ．提拉米苏、慕斯和乳酪蛋糕有原料及制作上的区别
Ｄ．制作提拉米苏、慕斯和乳酪蛋糕等甜品，需要丰富的原料

３． 这段简谱选自众星合唱的歌
曲《（　　）》。
Ａ．让世界充满爱 Ｂ．我和你
Ｃ．同一个梦想 Ｄ．明天会更好

◎判断题
４．古议论文体有“论”“说”“原”“辨”等，而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疏”“表”“策”“讽谏”
等也多含议论。 （　　）
Ａ．正确 Ｂ．错误

５．藤野先生、闰土、范进、阿Ｑ、孔乙己等都是鲁迅作品中的人物。 （　　）
Ａ．正确 Ｂ．错误

６．“八大山人”是明代著名的八位隐居画家，以泼墨花鸟称美于世。 （　　）
Ａ．正确 Ｂ．错误

◎填空题
７．以２０００年为农历庚辰年推算，２０１３年干支纪年名称为农历　　　　年。
８．我们常常把为婚姻牵线搭桥的热心人称为“红娘”，该人物名称出自元代王实甫的
戏剧《　　　　》。

９．电脑病毒中木马病毒的名字来源于古希腊《　　　　史诗》中的《木马屠城记》。

数学基础
（一）考试性质、目的
本考试的指导思想是想突破单纯应试考试的传统，检验小、初、高阶段教育改革

的成果，从而引领数学教育回归本原，促进中学、中职数学课程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健
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有利于推进大专院校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

（二）考试目标
根据当代高中年龄段学生应具有的数学知识的内容和结构，重点测试学生所具有

的基本数学素养（是指认识、理解数学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的能力，能够进行数学判断，
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主要从三个侧面考查：一、数学内容，包括数学通识领域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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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及数学课程内容；二、数学过程，包括运用数学语言、数学建模、解决不同层次问题的
能力；三、数学的材料背景，既有个人生活情景的材料，也有科学方面的材料和公共事业
方面的材料，以测量学生对于不同现实情景中出现的数学问题进行解决的能力。

数学基础能力测试的能力要求：
１．逻辑推理能力：对数学问题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能用演

绎、归纳和类比进行推断。
２．数学运算能力：根据数学的概念、公式、原理、法则，进行数、式、方程的正确运

算和变形；通过已知条件分析，寻求与设计合理、简捷的运算途径。
３．空间想象能力：根据数学问题的条件画出正确的图形，并根据图形想象出直

观形象；能对图形进行分解、组合与变形。
４．综合思维能力：理解和分析用数学语言所表述的问题；综合应用数学的知识

和思想方法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三）考试内容和要求
数学基础能力测试内容涵盖当代高中年龄段所涉及的知识：算术、代数、三角、几

何、概率与统计初步等。对内容的基本要求依次为识记、判断、理解、应用四个层次。
１．识记：在结构完备的简单且熟悉问题中，通过模仿，能直接运用概念、公式或常

用结论等，按常规的步骤解答知识点单一的数学问题。
２．判断：在类型易于识别的问题中，通过清晰的步骤，能找出相关知识点间的联

系，选择和运用简单的解决策略，直接运用运算、推理等数学方法解答数学问题。
３．理解：在各类熟悉情境中，通过选择和运用常见的建模方法，建立明确的数学

模型，运用娴熟的运算、灵活的推理等解决数学问题，能将得到数学问题的结果回到
原情境中加以合理解释，并能简单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
４．应用：在各类情境中，能通过符号化等数学策略，建立清晰的数学模型。比较、

选择和适当重组解题策略，运用较高水平的数学运算、推理等，解决相对复杂的数学
问题。将得到数学问题结果在原情境进行反思，明确地表达交流自己的观点，合理回
顾、解释和反思建模、解模和释模三环节。

（四）题型与题量
数学基础共３４题（单项选择题及判断题２８题，每题１分；填充题６题，每题２分；

共４０分）。
（五）样题

◎选择题
１．上海动物园属于国家级大型动物园，共有绿化面积４９．８２万平方米。请你估计一
下，它的百万分之一大约相当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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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一块操场的面积 Ｂ．一间教室的面积
Ｃ．一张课桌面的面积 Ｄ．一本教科书的面积

２．右边是一个经过改造的台球桌面的示意图，四
个角上的阴影部分分别表示四个入球孔。如
果一个球按图中所示的方向被击出（忽略旋
转、摩擦因素；且球可以经过多次反弹），那么
该球最后将落入的球袋是（　　）。
Ａ．１号袋 Ｂ．２号袋
Ｃ．３号袋 Ｄ．４号袋

３．如图，用数学的眼光欣赏这个蝴蝶图案，
它的一种数学美体现在蝴蝶图案的（　　）。
Ａ．轴对称性
Ｂ．用字母表示数
Ｃ．随机性
Ｄ．数形结合

◎判断题
４．一个农夫带着三只鸡到集市上去卖，每只鸡三
四斤。由于农夫带的秤只能称五斤以上的，所以他无法称得每只鸡的重量。

（　　）
Ａ．正确 Ｂ．错误

５．甲、乙、丙三台包装机分装质量为４００克／盒的茶叶。从它们分装产品中分别随机
抽取１０盒做样本，测得它们实际质量的方差如下表所示。根据表中数据，可以认
定甲包装机包装的茶叶质量最稳定。 （　　）

甲包装机 乙包装机 丙包装机
方差（克２） ６．１６ ７．９６ ８．３２

Ａ．正确 Ｂ．错误
６．古代的印度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道数学题：东站有马车１６辆，西站有马车１４辆，每
天从东站往西站的马车有６辆，从西站往东站的马车有８辆。第五天东站的马车
数量是西站马车的４倍。 （　　）
Ａ．正确 Ｂ．错误

◎填空题
７．如果５只猫每５分钟可以抓５只老鼠，则　　　　只猫在１小时正好抓住６０只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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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财务室会计结账时，发现账面多出３２．１３元钱，后来发现是把一笔钱的
小数点点错了一位，原来这笔钱是　　　　元。

９．如图，温度计上表示了摄氏温度（℃）与华氏温度（）的刻度。已知，
可以用一次函数关系式来表示摄氏温度狓（℃）和华氏温度狔（）的换
算关系，则此关系式为　　　　。

　　　　　生活英语
（一）考试性质
生活英语，根据高中阶段有关英语教材和内容设计，测试考生理解和运用英语的

能力，注重考查考生的英语阅读及理解能力能否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自如；引导学生走
向社会，走进生活，仔细观察生活，留心身边的事物，感受英语语言运用的时代气息，
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努力学习英语的自主学习能力，帮助学生树立终身学习和可持续
发展的价值追求。

（二）考试目标
根据高中阶段有关英语的教材和内容，注重测量考生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识记

日常生活常用词汇和文化背景知识，辨认与推断语言交际场景，理解实用性文字材料
内容。试题重视考生对日常生活积累语言的关注度和语言能力发展的培养等。

（三）考试内容和要求
１．识记：识记日常生活常用英语词汇、生活常识和英语缩略语等；认识知识文化

和交际文化，了解和记住语言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如：社会习俗、节假日、重大
历史事件、建筑风格、着衣时尚、商务文化、禁忌、民族、风景名胜等。
２．辨认与判断：辨认并通过所提供的情景判断出对话等所发生的实际生活场

景，再根据不同的场景，恰当使用不同的表达法，答语应符合英语国家的文化、风俗和
习惯。场景如：电话交流、讨价还价、就餐、就医、处理投诉、通关、住宿、在银行、在邮
局、导游导购、参观、谈论体育比赛、访友、公共交通、接待客人等。
３．理解：阅读提供的实用性文字材料，根据上下文理解材料的主旨大意，理解文

中重要概念或句子的含意。文字材料如：统计图表、图解文字、凭证单、使用说明书、
广告、地图、信函、产品介绍等。
４．运用：根据提供的实际情景，运用所学语言知识，如功能与意念项目的内容，

把日常交际用语恰当地用于具体的情景和语境中，进行交际。
交往：问候、告别、称呼、介绍、致谢、致歉、邀请、请求、祝贺、祝愿、建议、约会、问

路、指路、天气、帮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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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同意与不同意、喜欢与不喜欢、肯定与不肯定、可能与不可能、能够与不能
够、偏好与爱好、意愿与打算、希望与愿望、表扬与鼓励、责备与抱怨等。

情感：高兴、惊讶、焦虑、满意、失望、遗憾、生气、同情、安慰等。
时空：时刻、时段、频度、位置、方向、距离等。
特征：形状、颜色、材料、价格、规格、年龄、计量、长度、宽度、高度、数量等。
（四）题型与题量
生活英语共３４题（单项选择题及判断题２８题，每题１分；填空题６题，每题２分；

共４０分）。
（五）样题

◎选择题
１．Ａｍｅａｔｅａｔｅｒｐｒｅｆｅｒｓ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ｏｏｄｅｘｃｅｐｔ　　　　．
Ａ．ｂｅｅｆ Ｂ．ｃｈｉｃｋｅｎ Ｃ．ｐｏｔａｔｏ Ｄ．ｐｏｒｋ

２．Ｏｎ　　　　ｍａｎｙ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ｅｎｊｏｙｐｌａｙｉｎｇｊｏｋｅｓｏｎ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Ａ．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ｓＤａｙ Ｂ．ＮｅｗＹｅａｒｓＤａｙ
Ｃ．ＴｈａｎｋｓｇｉｖｉｎｇＤａｙ Ｄ．ＡｐｒｉｌＦｏｏｌｓＤａｙ

３．Ａ：Ｈｏｗａｂｏｕｔｇｏ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ｒｔｗｉｔｈｍｅｔｈｉｓｅｖｅｎｉｎｇ？
Ｂ：　　　　，ｂｕｔＩｈａｖｅｔｏｐｒｅｐａｒｅｆｏｒ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ｅｓｔ．
Ａ．Ａｌｌｒｉｇｈｔ Ｂ．Ｓｏｕｎｄｓｇｒｅａｔ
Ｃ．Ｉｃａｎｔ Ｄ．Ｎｏ，Ｉａｍｔｅｒｒｉｂｌｙｓｏｒｒｙ

◎判断题（ＴｏｒＦ）
４．Ｐｌｅａｓｅｄｏｎｏｔａｓｋ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Ｈｏｗｍｕｃｈｍｏｎｅｙｄｏｙｏｕｅａｒｎ？”ｏｒ
“Ｗｈｙａｒｅｎｔｙｏｕｍａｒｒｉｅｄ？” （　　）

５．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Ｅｖｅｆａｌｌｓｏ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５ｔｈｅｖｅｒｙｙｅａｒ． （　　）
６．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ｌｉｔｅｔｏｓｐｅａｋｗｉｔｈｙｏｕｒｍｏｕｔｈｆｕｌｌｏｆｆｏｏｄａｔｍｅａｌｓ． （　　）
◎填空题
Ｗ：Ｈｅｌｌｏ！
Ｍ：Ｈｅｌｌｏ！ＣｏｕｌｄＩ（１）　　　　ｔｏＪｅａｎ？
Ｗ：Ｉｍｓｏｒｒｙｓｈｅｓｎｏｔｉｎａｔ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
Ｍ：ＩｓｔｈａｔＭｒｓ．Ｓｍｉｔｈ？
Ｗ：Ｙｅｓ．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ｔｅｌｌＪｅａｎ？ＣａｎＩｔａｋｅａ（２）　　　　ｆｏｒｙｏｕ？
Ｍ：Ｓｕｒｅ．ＴｈｉｓｉｓＴｏｎｙ，Ｊｅａｎｓ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Ｐｌｅａｓｅｔｅｌｌｈｅｒｔｏ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ｏｋｓｈｅ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ｆｒｏｍｍｅｔｏｓｃｈｏｏｌ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Ｗ：Ｏｋ．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ｅｌｓｅ？
·１０１·



Ｍ：Ｎｏ，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ｖｅｒｙｍｕｃｈ，Ｍｒｓ．Ｓｍｉｔｈ．
Ｗ：Ｙｏｕｒｅ（３）　　　　．

科学常识
（一）考试性质
作为高中年龄段的考生应具有对日常科学常识的了解和认识，并能解释和判断

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问题。这些知识可以是中学阶段学习获取的，也可以是在日常生
活中实践感知的或对时事新闻及科学技术发展的了解中认识的，以及在各种媒介中
感受体会到的。有些题目，考生不一定在生活中遇到过，也不一定在学习中做到过，
但是凭借考生自己的学习基础，以及拥有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依然可以解答出
来，进而获得新知识，得到新体验，增加学习的自信心和学习能力。

（二）考试目标
本考试将突破单纯应试考试的传统，结合当前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生命科学、物

理等基础知识有关的话题，增加紧密联系科学技术进步和日常生活实践的试题情境，
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重在检测考生日常科学常识的积累、灵活
运用和综合科学素养水平。

根据高中年龄段中有关科学常识教材（如化学、生命科学、物理等）所涉及的基础
知识，重点理解物质的基本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常见的物质运动形态；物质运动变化
及其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基本现象和原理；能的转化与能量守恒；生命系统的构成层
次；生物体的基本构造、生命活动的基本过程，以及人类健康与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
关系；持续发展、绿色可再生新能源、环境生态保护等知识，并能结合实际，运用以上
科学常识，解答相关问题。

（三）考试内容和要求
１．识记：在不同情景中认识化学、生命科学、物理常识。
２．辨认与判断：辨认与判断和化学、生命科学、物理基本概念、原理相关的生活

现象。
３．理解：理解化学、生命科学、物理给人类带来的生活变革的积极因素及不利因素。
４．运用：根据规定的内容和材料提供的背景，运用化学、生命科学、物理知识，解

答相关问题。
（四）题型与题量
科学常识共２９题（单项选择题及判断题２３题，每题１分；填空题６题，每题２分。

共３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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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样题
◎选择题
１．传统的口腔体温计在每次使用时都要严格消毒，而感应电子体
温计不直接触碰肌肤，通过近距离的感应就能显示体温，既卫
生又方便。下列选项中，感应电子体温计使用材料所具有的特
性是（　　）。
Ａ．材料的电阻具有良好的导电特性
Ｂ．材料的电阻具有良好的绝缘特性
Ｃ．材料的电阻具有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特性
Ｄ．材料的电阻具有随光照变化而变化的特性

２．全球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正在逐年增加，由此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是（　　）。
Ａ．使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下降，以致不能为人类呼吸提供足够的氧气
Ｂ．使地球温度升高，导致冰川过度融化，生态失衡
Ｃ．使人们呼吸时吸入过多的二氧化碳，以致健康遭受损害
Ｄ．使石灰岩大量溶解，破坏自然风光

３．如下图所示，某一型号的电子锁设置了三种打开方式：密码（Ｓ１）、特定指纹（Ｓ２），或
应急钥匙（Ｓ３），三者都可以单独使电动机Ｍ工作而打开门锁。下列电路设计符合
要求的是（　　）。

Ａ． Ｂ．

Ｃ． Ｄ．

◎判断题
４．风能是太阳能的一种转换形式，是重要的自然能源。 （　　）
Ａ．正确 Ｂ．错误

５．在生物繁殖技术中，克隆技术是无性繁殖技术。 （　　）
Ａ．正确 Ｂ．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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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对于碱性土壤，有人试行用碳酸饮料浇灌植物，其意主要是为了调节土壤的ｐＨ。
（　　）

Ａ．正确 Ｂ．错误
◎填空题
７．一艘轮船从东海正常驶入长江后，浮力的大小　　　　（选填“增大”“减小”或“不
变”），同时轮船会　　　　（选填“上浮”或“下沉”）。

８．北京的一场暴雨导致陷入水中１米深的轿车车门无法打开。若车门面积为
０．５ｍ２，则车门受到水下的压力达到５０００Ｎ。中国蛟龙号创造了深潜７０００ｍ的
纪录，若舱门面积是１．０ｍ２，则舱门所受到水下的压力是　　　　万Ｎ。

９．冰箱中的异味，可用活性炭去除，因为活性炭具有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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