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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633   科目名称：（哈）语言学概论(文学理论) 

 

 

 

目录(链接终点) 

1 考查目标 

2 试卷设计 

3 考查范围 

 

 

☆（哈）语言学概论部分： 

 

1 考查目标(返回目录) 

考查考生在 3 个方面把握语言学知识的情况，即从外部看语言这一现象的本质以及语言与其他

事物之间的关系，从内部看语言的内部结构、系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发展演变及其规律。考查

考生的语言观，所掌握的语言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以及与语言学有关的

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规律。 

合格的考生应该清楚语言是什么、它有哪些结构、什么性质特点，其地位作用；语言学是什么，

它有哪些不同类别，其任务和研究对象，有哪些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什么研究方法，语言工作者的

任务与使命。 

 

 

2 试卷设计(返回目录) 

2.1 试卷分值：满分 150 分 

2.2 考试时间：180 分钟 

2.3 答题方式：闭卷、笔试 

2.4 试卷结构 

2.4.1 选择答题自由度类型结构 

1） 必答题：90 分 

2） 选答题：60 分 

2.4.2 形式结构 

1） 概念简述： 5 分/题×6 题＝30 分 

2） 分析型题： 10 分/题×3 题＝30 分 

3） 能力检测题： 30 分 

4） 论述题：  30 分/题×2 题＝60 分（可出 3 题让学生任选 2 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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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查范围(返回目录) 

3.1 序言部分 

3.2 语言的起源与功能 

3.3 语音 

3.4 词汇 

3.5 语义 

3.6 语法 

3.7 语言学的发展 

3.8 语言的类型与语言的分类 

3.9 文字 

 

3.1 序言部分(考查范围) 

纲目 考查内容 

1）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角度 

语言研究小史：推测，语文学阶段 

语言学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原因：内部、外部 

2）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语言学与自然、心理学科的关系 

语言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 

语言学具有一定自然科学的属性 

3）语言学的分类及其相互关系 

研究对象类别：具体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 

时间维度类别：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研究目的类别：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学科体系类别：微观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 

 

3.2 语言的起源和语言的功能(考查范围) 

重点：（1）语言起源于劳动； 

（2）语言与言语的区别； 

（3）从交际、思维、促进生产力发展等不同角度来为语言的功能定位。 

难点：用遗传学的证据对有声语言起源的时间进行的证明。 

 

3.2.1 语言的起源 

纲目 考查内容 

1）神授说 圣经、犹太教、澳大利亚土著 

2）人创说 手势说；感叹说；摹声说；劳动号子说；社会契约说 

3）进化说 
语言起源于劳动说；语言遗传学的相关研究；有声语言的历史；成

为真正语言的条件 

4）原始语言的状况和特点 关于最早的词是什么词类；一些说法；原始语言应有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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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语言的功能 

纲目 考查内容 

1）语言和言语 概念；二者的关系与区别；内部言语和外语言语 

2）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动物的“语言”与交际；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3）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 

4）语言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间接工具 
语言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语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

作用（5 次信息革命） 

 

 

3.3 语音(考查范围) 

3.3.1 语音与语音学 

3.3.2 语音的属性 

3.3.3 国际音标 

3.3.4 语音的分类 

3.3.5 音素的结合及其规律 

3.3.6 音位 

3.3.7 音系学 

3.3.8 语音的变化 

 

重点：语音与自然界声音的共性与区别，语音研究的方面和方法，国际音标。 

难点：语音的社会属性与音位的实质。 

 

3.3.1 语音和语音学(语音) 

纲目 考查内容 

1）语音的最小单位：音素 概念；表义符号；物质外壳；最小单位 

2）应当从哪些方面研究语音 语言交际过程（自然属性研究）；语音的社会属性研究；研究方法 

 

3.3.2 语音的属性(语音) 

纲目 考查内容 

1）语音的自然属性 生理属性；物理属性（声音，音高、音强、音长、音质） 

2）语音的社会属性 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音社会属性的表现 

 

3.3.3 国际音标(语音) 

纲目 考查内容 

1）标音符号 概念；小史；不同音标；通用音标的特点 

2）国际音标 
名称；制定；特点；  

国际突厥字母与国际音标哈萨克文字母对应情况 

3）学习国际音标应注意问题 
音标与字母的区别；区别形近音标；注意宽式和严式音标的使用；

准确使用附加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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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语音的分类(语音) 

纲目 考查内容 

1）音素的两大类型 元音；辅音；区别 

2）元音的分类 

舌面元音 

舌尖元音和卷舌元音 

元音的伴随情况 

4）辅音的分类 

发音部位类别（13 类部位） 

发音方法分类 

辅音的描写 

 

3.3.5 音素的结合及其规律(语音) 

纲目 考查内容 

1）音节 概念；音节划分理论；音节划分的目的 

2）音节结构的规律 音素结构的形式；音素在音节中的位置；音素在音节中的互相关系 

3）元音在音节中的结合 复元音；概念；种类；特点；真性、假性 

4）辅音在音节中的结合 
复辅音；概念；特点；各语言中的规律 

塞擦音、送气的塞音是否为复辅音问题突厥语言复辅音的情况 

5）语音和谐律 语音和谐的性质；和谐的类型 

 

3.3.6 音位(语音) 

纲 目 考查内容 

1）音位学概说 音位学小史；分布 

2）什么是音位 概念；特点；变体；音位实质 

3）怎样确定音位和音位变体 对立；互补；二者的作用及关系；音位与音位变体的关系 

4）音质音位和非音质音位 音质音位；非音质音位（调位、重位、时位） 

5）归纳音位的原则 
系统性原则；历史性原则；语音学原则（语音近似原则）；其他需

注意的情况 

6）区别特征 区别特征内涵种种；区别特征的描写方法 

 

3.3.7 音系学(语音) 

纲目 考查内容 

1）生成音系学 确定音系单位的原则；语音格局；区别特征和羡余特征 

2）非线性音系学 音节结构；节律结构；自主音段与特征几何；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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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语音的变化(语音) 

纲目 考查内容 

1）共时语流音变 
同化；异化；弱化；增音；减音（脱落）；合音；换位；自由音变与不自由

音变；连读变调 

2）历时语音演变 
语音演变的缓慢性；语音演变的规律性；语音演变的条件；语音演变的时空

局限性；语音的局部变化对音位系统的影响 

 

 

3.4 词汇(考查范围) 

 

重点：掌握词汇与词的关系、词的内部结构、熟语、新词产生途径和词义变化的情况。 

难点：熟语的种类和功用，构成和借用新词的机制。 

纲目 考查内容 

1）词和词的构成 词的概念；词的构成（级别、词素、词的结构类型） 

2）词汇的分类 

概说 

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 

一般词汇和专用词汇 

口语词汇和书面语词汇 

全民词汇和方言词汇 

新词、旧词和古词 

本族词汇和外来词汇 

熟语：概念、种类 

3）词汇的发展 

新词的产生：构词；借词；吸收融汇方言词汇 

旧词的消失：原因；保留的途径 

词义的变化：本义和引申义；词义的扩大与缩小；词义的转移；借词与词义

的变化；词义变化中的通感比喻 

 

 



- 6 - 

 

 

3.5 语义(考查范围) 

重点：语义与语音的关系——语言单位的两个方面；语义的类别——词汇意义（理性的、附加的）； 

词语在语义方面的关系——相关、相似、相反。 

难点：现代语义学的句义关系——蕴含和预设，语境与语义的关系。 

 

纲目 考查内容 

1）语义学的产生和发展 
传统语义学；结构主义语义学；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对语义研究的回

避；乔姆斯基对语义的态度；现代语义学；总体趋势 

2）传统语义学 

语义与语音的关系：语言单位是音义结合体；意义之间的联系是否存在必

然性；我国古代的音义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的研究 

语义的分类：传统分类法（词汇意义［理性意义、附加意义］、语法意义）；

实词与虚词的意义 

语义的性质：客观性；概括性和抽象性；全人类共性和民族特性；稳固性

和可变性；精确性和模糊性 

语义关系：相关关系；同音关系；相同或相似关系；相反或相对关系；反

训和反训法 

3）现代语义学 

语义单位 

义素分析法 

语义的聚合：语义场 

语义的组合 

句义关系：蕴含和预设 

语境和语义 

 

 

3.6 语法(考查范围) 

3.6.1 语法的性质 

3.6.2 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 

3.6.3 词类 

3.6.4 句法 

3.6.5 语法学的演变与发展 

 

 

重点：理解语法地位和语法规则的实质；把握语法手段系统和语法范畴系统，言语结构体。 

难点：语法的递归性与层次性的关系；语法形式、语法意义、语法手段、语法范畴的相互关系。 

 

3.6.1 语法的性质(语法性质) 

纲目 考查内容 

1）抽象性 概念，附加成分、结构关系模式 

2）递归性 概念；递归性的重要性；句法结构层次与递归性的关系 

3）稳固性 概念；情况；原因 

4）人类共性和民族性 人类共性（概念、现象、原因）；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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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语法性质) 

纲目 考查内容 

1）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 概念；二者关系 

2）语法手段 

概念 

类别：语序；虚词；附加成分；语音交替（内部屈折）（屈折语所依赖

的典型的语法手段）；重叠；增补（错根、异根）；零形态（零形式） 

综合手段与分析手段 

3）语法范畴 
数；性；格；有定无定；人称；时；体；态；式；级 

关于语法范畴的一些认识 

 

3.6.3 词类(语法性质) 

纲目 考查内容 

1）概念 以意义命名／以形式命名 

2）分类的目的 
说明词的用法和语句的结构（重点培养学生通过分类来把握复杂事物

的意识与能力） 

3）划分词类可能的标准 意义·形式·意义＋形式 

4）词类划分的结果 实词、虚词及下位类型 

 

3.6.4 句法(语法性质) 

纲目 考查内容 

1）传统语法学的句法学 

研究范围；词组；句子成分；句子 

分类标准；内部结构类别、外部功能类别；词组与句子的区别；句子

成分身份的决定因素 

2）结构主义语法学的句法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概说；分布与替换；结构主义研究语法的主要依据；

句法结构表现的三个层面 

层次分析法和直接成分分析法 

3）生成语法的句法学 
生成语法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乔姆斯基早期的理论框架；转换；

生成语法的原则 

4）当代语法学的句法学 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当代语法学的发展趋势 

 

3.6.5 语法的演变和发展(语法性质) 

纲目 考查内容 

1）主要途径 新语法成分的增加；旧语法成分的消失；语法形式的改变 

2）主要方面 词法的发展；句法的发展；语法系统的发展 

3）主要特点 
语法演变的缓慢性；语法演变的倾向性；类推在语法发展中的作用； 

语法的发展与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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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语言的发展(考查范围) 

重点：语言发展的原因及规律；语言的功能类别；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实质和国内外的情况。 

难点：理解语言发展的相关性规律和补偿规律。 

 

3.7.1 语言结构的发展 

纲目 考查内容 

1）语言结构特点 没有优劣之分；误区及正确的认识 

2）语言结构发展变化的原因 相关说法；传统语言学的说法；根本原因 

3）语言结构的发展规律 

渐变性规律：现象、原因 

不平衡规律：系统各部分、词汇内部、方言 

相关性规律：一类变化可引起另一类变化 

补偿规律：一些成分消失后，会增加另一些东西来补偿 

内外制约规律：内部与外部因素相互制约影响 

 

3.7.2 语言功能的发展 

纲 目 授课内容 

1）总述 语言发展的制约因素；语言规划的范畴；语言规划的类别 

2）语言的功能类别 族际语、国语、官方语言；国语的数量；我国“全民通用语言” 

3）少数民族语文政策 
少数民族语文政策问题的实质；少数民族语文的法律地位；少

数民族语文的社会地位；少数民族语文教育 

4）语文教育政策 概念；国外情况；我国情况 

5）开设外语政策 目的；现状；主要语种 

6）语言规范化 
概念；原因；目的；原则；难点；方言分歧社会的语言规范化；

外来词 

7）濒危语言的保护 原因；意义；现状；保护思路 

8）国际通用语的形成和发展 概念；原因；标准；英语；世界语；问题；预测 

9）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不同观点；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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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语言的类型和语言的分类(考查范围) 

 

重点：熟悉语言的总体分类标准和结果。 

难点：理解谱系、结构、地域、功能 4 种分类各自的功能及相互关系。 

 

纲目 授课内容 

1）语言的分类 
常见的四种分类：谱系、结构、地域、功能。 

四种分类的特点 

2）语言分类的方法 

谱系分类：概念；认识的依据；级别；结果（各语系、语族） 

类型（结构）分类：标准；结果（屈折语、粘着语、孤立语、多式综合语） 

地域分类：标准；结果；世界总体情况；中国的情况 

功能分类：标准；类型；层级 

 

 

3.9 文字(考查范围) 

重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文字的功能与作用，世界上各种文字的类型及文字发展经历和规律。 

难点：世界上文字传播的过程；文字改革的必要性。 

 

纲目 考查内容 

1）文字的性质和三要素 

文字的性质：文字与语言；记录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 

文字的三要素：形、音、义 

文字的作用：文明时代的标志；克服的语言时间空间的限制；知识积累与

传播；对语言的反作用；文化功能 

2）文字的起源和类型 

文字的起源：传说；时间；记事的不同阶段； 

原始文字的状况；独立成熟文字应具备的条件 

文字的类型：象形；表意；表音；拼音文字的优劣 

3）文字的借用和传播 

文字的来源类别；世界文字的种类 

汉字的传播：汉字总况；汉字的产生、传播（三条路径） 

世界普遍使用的字母文字的传播：腓尼基字母阿拉美字母…… 

4）文字改革 

文字改革的必要性：语言变化而文字基本不变 

文字体系内部的改动和调整：不涉及不同文字体系和类型 

文字体系的改革：概念；实例（国外、国内） 

文字类型的改革：概念；实例；汉字的改革问题 

5）我国各民族的文字 
汉字的发展及其特点：产生；造字途径（六书）；特点 

少数民族文字：古文字（佉卢文、粟特文、焉耆-龟兹文等）；现行文字 

 

 

终点(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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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文学理论部分： 

一、 考查目标 

课程性质与目的要求：文学理论是高等院校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要求考生较

为全面系统地掌握文学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和相关科学方法，具备基本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素养；同

时能够运用所掌握的文学基本理论知识，分析、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综合运

用能力和批评实践能力。 

二、 试卷设计  

3.10 试卷分值：满分 150分 

3.11 考试时间：180分钟 

3.12 答题方式：闭卷、笔试 

3.13 试卷结构 

3.13.1 选择答题自由度类型结构 

3） 必答题：90分 

4） 选答题：60分 

3.13.2 形式结构 

5） 概念简述： 6分/题×5题＝30分 

6） 综述题： 10 分/题×3题＝30分 

7） 能力检测题：30分 

8） 论述题：  30分/题×3题＝60分（可出 3题让学生任选 2题回答） 

三、 考查范围 

绪 论 

课程内容： 

第一章  文学理论的学科属性 

第一节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应 ——文学反映生活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节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以形象的形式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区别

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内容——文学形象的含义 

第三节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艺术的分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四大因素 

第四节   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文学的社会功能 

第二章 文学的本质属性 

第一节 文学的本体属性——文学的形象性和情感性——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文学的典型性 

第二节  文学的若干社会属性——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民族性 

第三章  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第一节  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及相互关系——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含义及其结构——文学作品

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第二节  文学作品的形式构成要素——题材——主题——情节——细节——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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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学体裁  

第一节  文学体裁的含义和分类——文学体裁的含义——文学体裁的分类 

第二节  文学体裁的类别——诗歌——哈萨克诗歌的类型——诗歌的基本特点小说——小说人物

——微型小说——微型小说的基本特点——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基本特点——中篇小说——中

篇小说的基本特点——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自传体小说——自传体小说的基本特

点——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基本特点——散文——散文的基本特点——儿童文学——儿童文学

的基本特点——戏剧文学——戏剧人物——戏剧文学的类别——喜剧——喜剧的基本特点——悲剧

——悲剧的基本特点 

第五章   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 

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准备和文学创作的一般过程——文学创作的准备——文学创作的一般过程 

第二节  文学创作中的思维活动——形象思维——创作灵感（素材；艺术发现；创作动机；艺术构

思；想象；联想；灵感；直觉；综合；突出；简化；变形；陌生化；即兴；推敲） 

第三节  文学形象的典型化和意境的创造——文学形象的典型化——文学意境的创造 

第六章   文学创作原则与风格、流派 

第一节  文学的创作原则——创作原则的性质及发展——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自然主义

——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意识流

文学——未来主义——存在主义 

第二节 文学的风格和流派——文学的风格——风格的涵义——文学的流派——各流派的特点 

第七章  文学的发展 

第一节 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的起源——文学起源的各种观点——文学随着

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 

第二节  文学发展中的继承和革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继承性——文学发展中的革新与创作 

第三节  文学发展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在发展中的作用——批判地

吸取其他民族文学的精华 

第八章  文学欣赏 

第一节  文学欣赏的产生和一般过程——文学欣赏的产生——文学欣赏的一般过程  

第二节  文学鉴赏的性质和基本特点——文学鉴赏的性质——文学鉴赏的异性和一致性——文学鉴

赏中的共鸣现象——文学鉴赏的意义  

第九章  文学批评 

第一节  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文学批评的性质——文学批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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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标准的历史性——文学批评的思想标准——文学批评的艺术

标准 

第三节  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批评家的修养——文学的批评原则——文学批评家的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