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课标 II 卷）语文
第Ⅰ卷阅读题
一、现代文阅读（36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9 分）
所谓“被遗忘权”
，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
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
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
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
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
“被遗忘权”
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对于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
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
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
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
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
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以
往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
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
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
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
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
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
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
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
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
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
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摘编
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由于数字化记忆的发展，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发生了反转，记忆变得更加容易。
B.人的主体身份所以被数据化，是因为个人信息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太高。
C.“被遗忘权”和“隐私权”的提出都是为了对抗大数据，不过前者更积极一些。
D.我们要对抗数字化记忆霸权，就要成为数据控制者并构建他人的数字化记忆。
解析：此题考查筛选文中信息的能力。
答案：A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章以数字化记忆带来的威胁为理立论的事实基础，论证了人被数据控制的危险。
B.通过讨论大数据对隐私、记忆及主体身份等的影响，文章把论证推向了深入。
C.与重视个人隐私的写作动机有关，文章着重论证了大数据对个人权利的影响。
D.文章通过分析数字化记忆可能带来的问题，对我们的认同问题作出了全新论证。
解析：此题考查分析论证过程的能力，重点考查论点是否正确。D 项混淆时态。“可能”错
误，文章分析的是已然发生的问题。
答案：D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大数据十大的个人留在网上的信息太多，如果没有主动权，就难以保护隐私。
B.遗忘是个人和社会的一种修复和更新机制，是我们面对现实和想象未来的基础。
C.技术有支配和压抑人的力量，这不仅影响个人隐私安全，而且影响整个社会。
D.大数据的分类系统不是中立的，这将影响数据的客观呈现，使用时应有所辨析。
解析：此题侧重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B 项以偏概全。原文说“不论是个人的遗
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选项去掉了“在
某种程度上”的限制。
答案：B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有声电影
老舍
二姐还没看过有声电影。可是她已经有了一种理论。在没看见以前，先来一套说法，不
独二姐如此；此之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也。她以为有声电影便是电机嗒嗒之声特
别响亮而已。不然便是当电人——二姐管银幕上的英雄美人叫电人——互相巨吻的时候，台
下鼓掌特别发狂，以成其“有声”
。她确信这个，所以根本不想去看。
但据说有声电影是有说有笑而且有歌，她才想开开眼。恰巧打牌赢了钱，于是大请客。
二姥姥三舅妈，四姨，小秃，小顺，四狗子，都在被请之列。
大家决定看午后两点半那一场，所以十二点动身也就行了。
到了十二点三刻谁也没动身。二姥姥找眼镜找了一刻来钟；确是不容易找，因为眼镜在
她自己腰里带着呢。跟着就是三舅妈找钮子，翻了四只箱子也没找到，结果是换了件衣裳。
四狗子洗脸又洗了一刻多钟，总算顺当。
出发了。走到巷口，一点名，小秃没影了。折回家里，找了半点多钟，没找着。大家决
定不看电影了，找小秃更重要。把新衣裳全脱了，分头去找小秃。正在这个当儿，小秃回来
了；原来他是跑在前面，而折回来找她们。好吧，再穿好衣裳走吧，反正巷外有的是洋车，
耽误不了。
二姥姥给车价还按着老规矩，多一个铜子不给。这几年了，她不大出门，所以现在拉车
的三毛两毛向她要，不是车价高了，是欺侮她年老走不动。她偏要走一个给他们瞧瞧。她确
是有志向前迈步，不过脚是向前向后，连她自己也不准知道。四姨倒是能走，可惜为看电影
特意换上高底鞋，似乎非扶着点什么不敢抬脚。她过去搀着二姥姥，要是跌倒的话，这二位
一定是一齐倒下。
三点一刻到了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这当然是电影院不对；二姐实在觉得有骂一顿街
的必要，可是没骂出来，她有时候也很能“文明”一气。
既来之则安之，打了票。一进门，小顺便不干了，黑的地方有红眼鬼，无论如何不能进
去。二姥姥一看里面黑洞洞，以为天已经黑了，想起来睡觉的舒服；她主张带小顺回家。谁
不知道二姥姥已经是土埋了半截的人，不看回有声电影，将来见阎王的时候要是盘问这一层
呢？大家开了家庭会议。不行，二姥姥是不能走的。至于小顺，买几块糖好了，吃糖自然便
看不见红眼鬼了。事情便这样解决了。四姨搀着二姥姥，三舅妈拉着小顺，二姐招呼着小秃
和四狗子。看座的过来招待，可是大家各自为政的找座儿，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离而复散，
分而复合，主张不一，而又愿坐在一块儿。直落得二姐口干舌燥，二姥姥连喘带嗽，四狗子
咆哮如雷，看座的满头是汗。观众们全忘了看电影，一齐恶声地“吃——”
，但是压不下去
二姐的指挥口令。二姐在公共场所说话特别响亮，要不怎样是“外场”人呢。
直到看座的电筒中的电已使净，大家才一狠心找到了座。不过，还不能忘了谦恭呀，况
且是在公共场所。二姥姥年高有德，当然往里坐。可是四姨是姑奶奶呀；而二姐是姐姐兼主
人；而三舅妈到底是媳妇；而小顺子等是孩子；一部伦理从何处说起？大家打架似的推让，
把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叫老天爷。好容易一齐坐下，可是糖还没买呢！二姐喊卖糖的，
真喊得有劲，连卖票的都进来了，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
糖买过了，二姥姥想起一桩大事——还没咳嗽呢。二姥姥一阵咳嗽，惹起二姐的孝心，
与四姨三舅妈说起二姥姥的后事来。老人家像二姥姥这样的，是不怕儿女当面讲论自己的后
事，而且乐意参加些意见，如“别人都是小事，我就是要个金九连环。也别忘了糊一对童儿！
”

这一说起来，还有完吗？说也奇怪，越是在戏馆电影场里，家事越显着复杂。大家刚说到热
闹的地方，忽，电灯亮了，人们全往外走。二姐喊卖瓜子的；说起家务要不吃瓜子便不够派
儿。看座的过来了，
“这场完了，晚场八点才开呢。
”
只好走吧。一直到二姥姥睡了觉，二姐才想起问：
“有声电影到底怎么说来着？”三舅
妈想了想：
“管它呢，反正我没听见。
”还是四姨细心，说看见一个洋鬼子吸烟，还从鼻子里
冒烟呢。
“鼻子冒烟，和真的一样，你就说！”大家都赞叹不已。
（有删改）
4.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小说塑造了市井妇女的群像，同时对其中人物也分别作了较为精细的刻画，如“外场”人
二姐、“特意换上高跟鞋”的四姨、“不大出门”的二姥姥。
B.在公共场所电影院观看具有私密性的“电人巨吻”并发狂鼓掌，或是在这一场合大谈家事
而心安理得，都是作者眼中当时社会生活的怪现象。
C.小说开头部分写二姐等人对有声电影无知，结尾写大家对有声电影“赞叹不已”，较为完
整的描写了普通市民令人啼笑皆非的思想意识转变过程。
D.小说标题为“有声电影”，既是指有声电影这一新奇事物，也可指二姐等人在电影院里一
系列“有声”的喧哗表现，可谓一语双关。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作用、主题理解、标题作用的能力。C 项，结尾
虽然大家对有声电影赞叹不已，但不是因为思想转变，他们没有真正了解有声电影，而是按
照自己的想法胡乱作出的评价。
答案：C
5.请结合二姐等人看有声电影的经过，简要分析小说所揭示的市民面对新奇事物的具体心态。
（6 分）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人物的形象特点的能力。
答案：①对待新奇事物，还没亲见就先有说法，“不知为知之”，揭示出二姐等人傲慢无知
的自大；②听说有声电影真有新奇之处，就想“开开眼”，是一种从众、趋新的心态；③到
了电影院后也不真的看电影，不愿对新奇事物进一步了解探究，实质上是一种固步自封的心
态；④对有声电影胡乱作出“共识”评价，隐含的是二姐等人面对新奇事物时无所适从的焦
虑不安。
6.小说运用多种手法以取得语言的幽默效果，请从文中举出三处手法不同的例子，并简要分
析。
（6 分）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小说的语言特色的能力。
答案：①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或“一部伦理从何处说起”，借用并改换了经典
语句，以造成幽默效果；②如出门时二姥姥找眼镜、三舅妈找钮子，四狗子洗脸，同一行为
模式重复多次，产生喜剧效果；③如“既来之则安之，打了票”，或“忽前忽后，忽左忽右，
离而复散，分而复合，主张不一，而又愿坐在一块儿”，将书面语与口语混搭，庄谐并出；
④如“直落得二姐口干舌燥，二姥姥连喘带嗽，四狗子咆哮如雷，看座的满头是汗”，使用
了排比手法描写人物窘态，带有打油诗的诙谐意味；⑤如二姐等人打架似的推让座位，“把
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喊叫老天爷”
，把抱怨说成“感化”
，反话正说，既讽刺又幽默；
⑥如二姐喊叫卖糖的，声音之大令人“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
，这种夸张令人忍俊不禁。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是加快动能转换、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要顺利跨越这个关口，就必须激发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就必须“倡
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好知识产权的技术供给
和制度供给的双重作用，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不断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摘编自社论《播
撒创新种子，守护创新中国——写在 2018 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启动之际》，《中国知

识产权报》2018 年 4 月 20 日）
材料二：

2011-2016 年遭遇过专利侵权的比例（单位：%）
（摘编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2017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
材料三：
继山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继取得突破后，近日，中南大学冶金
与环境学院科研团队的“电化学脱嵌法从盐湖卤水提锂”技术专利，成功转让给一家科技公
司，许可使用费超过 1 亿元。双方将共同组建平合公司，由平台公司具体负责专利的产业化，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科研创新工作偏重基础理论研究，拥有深厚研发创新能力的科研人才未
能将智力资源转化成市场价值，根据市场发展趋势探寻科技创新方向、不断更新升级科技创
新思路，正是提升专利质量、实现专利市场价值的核心之义。
201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打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藩篱，
鼓励高校对特有的科研成果采取转让、许可等方式进行转移转化，对高校以实践为导向的科
技创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王廉等《创新为市场，转化显效益》，
《中国知识产
权报》2017 年 9 月 29 日）
材料四：
在料技成采转化的实际过程中，高校普造遇到了些障碍。首先，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脱
钩的矛盾长期存在。大学科研工作与企业技术创新在目标、路径、组织方式、评价标准及环
境要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高校的成果很难迅速转化成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
新技术。其次，成果转化的机制不畅，高校传统体系是为了适应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而设计
制订的，对于种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社会服务方面的需求，现有体系在机构设置、管
理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匹配性不足。（摘编自胡罡等《地方研究院：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
式新探索》
）
7.下列对材料二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2011 到 2013 年，科研单位遭遇侵权的比例由 25.3%下降到 13.4%，降幅较为明显，但 2014
年有微小回升，2015 年则回落至 8.4%。
B.2015 年企业和高校遭遇侵权的比例较之以往四年有所提高，总体侵权比例也略有反弹；
而 2016 年各项侵权比例均呈下降态势，总体遭遇侵权比例为 10.7%。
C.2012 至 2016 年间，比例一直下降的仅有个人遭遇侵权这一项，企业、高校、科研单位以
及总体这四项数据，均有回升的现象发生。
D.专利侵权总体比例的下降，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当然，
我国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专利侵权的比例。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B 项“2015 年企业和高校遭遇侵权的比例较之
以往四年有所提高”不正确，图片显示 2015 年与 11、12 年相比是下降的。
答案：B
8.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只有大力倡导创新文化，提高全社会的创断意识，增加知识产权的技术供给，才能够形成
全民尊重知识、诚信守法的社会风尚。
B.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判断科技创新方向，充分考虑、合理安排成果转化中企业方的利益诉求，
这样才能体现出大学科研工作的价值。
C.随着高校的科研团队与企业共同合作的创新路径日益受到重视，一些科技成果正被逐渐转
化为可以实现市场价值的高质量专利。
D.高校在科研工作和人才培养的管理制度、评价标准等方面的不足，导致科研成果无法直接
转化成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A 项“只有，才能”条件关系不成立，过于绝
对。从材料一“要顺利跨越这个关口，就必须激发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必须‘倡导创新
文化’……要进一步发挥好知识产权的技术供给和制度供给的双重作用”可知，选项中前一
分句不能成为后一分句的必要条件。B 项曲解文意。材料三中“探寻科技创新方向、不断更
新升级科技创新思路”，目的是“提升专利质量、实现专利市场价值的核心之义”，而不是
“体现科研工作的价值”。D 项张冠李戴。根据材料四可知，“导致科研成果无法直接转化
成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原因是“大学科研工作与企业技术创新在目标、路径、
组织方式、评价标准及环境要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答案：C
9.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哪些相关方协作？简述各方所起的作用。
（6 分）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答案：相关方：①高校；②企业；③政府。
作用：①高校拥有丰富的人才和知识储备，较强的研究和开发能力，是相关科技成果的创造
者和提供方；②企业是科技成果的需求方，可以提供较为充裕的转化资金；③政府具有较强
的组织调控能力，可以创造良好的转化环境，给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坚实的政策动力。
二、古代诗文阅读（34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 小题，19 分）
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
书》读律令略举大义为太守陈宠功曹，当职割断，不避豪右。宠风声大行，入为大司农。和
帝问曰：“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薄镡显拾遗补阙，
臣奉宣诏书而已。”帝大悦，涣由此显名。州举茂才，除温令。县多奸滑，积为人患。涣以
方略讨击，悉诛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其有放牛者，辄云以属稚子，终无侵犯。在
温三年，迁兖州刺史，绳正部郡，风威大行。后坐考妖言不实论。岁余，征拜侍御史。永元
十五年，从驾南巡，还为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法
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擿奸伏。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算。
元兴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致奠醊以千数。涣丧西归，道
经弘农，民庶皆设盘案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钞，恒亡其半。自王
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其政化怀物如此。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
而荐之。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
焉。自涣卒后，连诏三公特选洛阳令，皆不称职。永和中，以剧令勃海任峻补之。峻擢用文
武吏，皆尽其能，纠剔奸盗，不得旋踵。一岁断狱，不过数十，威风猛于涣，而文理不及之。
峻字叔高，终于太山太守。
（选自《后汉书•王涣列传》）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
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

B.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
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
C.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
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
D.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
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断句能力。
答案：B
11.下列对文中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豪右，指旧时的富豪家族、世家大户；汉代以右为尊，所以习惯上称为“豪右”。
B.顿首，即以头叩地而拜，是古代交际礼仪；又常常用于书信、奏表中作为敬辞。
C.茂才，即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名讳，改为茂才，后世有时也沿用此名。
D.京师是古代京城的通城，现代则称为首都：“京”“师”单用，旧时均可指国都。
解析：本题考查了解并掌握常见古代文化常识的能力。对于文化常识，应该熟记，注意容易
设错点。“师”单用，不可指国都，一般指老师、军队。
答案：D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王涣初入仕途，才干受到赏识。他在太守陈宠手下担任功曹，遇事敢于决断；陈入朝为大
司农，回答皇上询问时褒奖他善于简贤选能，王由此得以显赫。学.科网
B.王涣扫除积弊，境内风清气正。他担任温县县令，以谋略清平，商人露宿于道；升任兖州
刺史后，又依法整肃下属部门，极有声威。
C.王涣办案严谨，治事宽猛相济。他对于疑难案件以及法理南平者，探寻本来面目，尽力还
以公正；又能够揭发奸隐之事，深受外界称叹，被誉为神算。
D.王涣政绩卓著，后任难以比肩。他死于洛阳令任上，皇上下令特选其继任者，均不称职；
后来选用任俊，任充分发挥文武属吏才干，仍然忙得无法分身。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概括。D 项，原文说“元兴元年，病卒”，未点明是“死
于洛阳令任上”。
答案：D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0 分）
（1）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
（2）一岁断狱，不过数十，威风猛于涣，而文理不及之。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翻译能力。
答案：
（1）百姓思念王涣恩德，在安阳亭西为他建造祠堂，每到进食时就奏乐歌咏而祭祀他。
（2）一年间的断案，不过几十件，声威超过王涣，而在条理方面比不上他。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小题。
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节选）
陆游
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
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
端溪石池浓作墨，烛光相射飞纵横。
须臾收卷复把酒，如见万里烟尘清。
14.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这首诗看诗人观看自己已完成的一幅草书作品，并回顾它的创作过程。
B.诗人驰骋疆场杀敌报国的志向无法实现，借书法创作来抒发心中郁闷。
C.诗人把书法创作中的自己想象成战场上的战士，气吞山河，势不可挡。
D.诗人豪情勃发，他在砚台中磨出的浓黑墨汁，也映射着烛光纵横飞溅。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诗歌内容的理解能力。此处“飞纵横”指的是诗人下笔纵横如飞，并
不指烛光。
答案：D
15.诗中前后两次出现“酒”，各有什么作用？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
（6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诗歌意象的作用。
答案：①第一个“酒”出现在作书之前，诗人把它比喻成战场上的旗鼓，起到酝酿情绪、积
蓄气势的作用；②第二个“酒”则用来表现创作完成之后诗人的心理状态，他“如见万里烟
尘清”，似乎赢得了一场战役的胜利，心满意足、踌躇满志。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
《孟子•鱼我所欲也》中说，虽然一点食物即可关乎生死，但若“________________”，
饥饿的路人也不会接受；若“________________”，即便是乞丐也会拒绝。
（2）白居易的《琵琶行》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写昔日的琵琶
女身价很高，引来了众多纨绔子弟的追捧。
（3）苏轼《赤壁赋》中描写明月初升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性默写。
答案：16.（1）呼尔而与之（2）蹴尔而与之（3）五陵年少争缠头（4）一曲红绡不知数（5）
月出于东山之上（6）徘徊于斗牛之间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戏曲既需要传承也需要创新，这是业内的基本共识。然而，近年来由于一些创新尝试未
收到理想效果，有人就将创新和继承对立起来，认为戏曲不必创新。尤其是昆曲等戏曲艺术
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创新在某些人那里几乎成了贬义词。
（_________17_________）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戏曲艺术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如
果一直固守原有形态，只强调复制和模仿，戏曲恐怕早在数百年前就______18______了。突
破前人、大胆创新，这是各个时代取得伟大成就的艺术家的共性。诚如某戏剧评论家所言，
没有一位______19______的京剧名伶是靠模仿或重复而成就自己的。京剧大师梅兰芳，以坚
定的信念和博大的胸怀为京剧改革作出巨大贡献。他眼界开阔，______20______，除唱腔、
表演技巧之外，还从化妆、灯光、服装、舞蹈、剧目创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可
谓“剧剧有创新，剧剧有新腔”。尚小云、荀慧生、于连泉等人，也是因为具有超越前人的
理想和切实的努力，不满足于停留在雷池之内______21______，才能够在强大的保守情绪的
笼罩下突破藩篱，从而成为新流派的创始人。当然，戏曲的创新必须以传承为基础，是传承
中的创新，而不是眼花缭乱甚至任性妄为的创新，才能探索出一条能够被大多数观众接受的
创新之路来。
17.下列在中文括号内补写的豫剧，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当代戏曲的发展，被创新精神的缺失所制约
B.当代戏曲的发展，因创新精神的缺失而被制约
C.创新精神的缺失，制约了当代戏曲的发展
D.创新精神的缺失，对当代戏曲发展起了制约作用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得体的能力。A 项，阐述戏曲发展的制约因素 B 项，
阐述戏曲发展和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强加因果 D 项，创新缺失对……起作用。一般“起作
用”体现为好作用，这里表述不合事理。只有 D 项表述与上下文最连贯。
答案：C
18.一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寿终正寝
名噪一时
兼容并蓄
照猫画虎
B.无疾而终
名垂青史
兼容并蓄
按图索骥
C.寿终正寝
名垂青史
博采众长
照猫画虎

D.无疾而终
名噪一时
博采众长
按图索骥
解析：本题考查辨析近义成语的能力。这道题用排除法，首先我们知道戏曲应该是在复制和
模仿过程中不知不觉就结束了，“寿终正寝”是自然而然的不受影响的，最后灭亡。所以应
该选择“无疾而终”，比喻事物未受外力干扰就自行消灭。“名垂青史”是长时间的影响，
“名噪一时”是某个时期名声大。此处应该选择历史上一直有影响的艺术大家。“兼容并蓄”
是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保存起来，“博采众长”是去采纳，在文段中通过“胸
怀”“眼界开阔”“探索”，艺术大家的选择是采纳各个大家的优秀品质。“按图索骥”是
守成规，“照猫画虎”是一味模仿，通过全文角度来看，是跳出模仿，不满足于模仿。因此
选 C。
答案：C
19.文中画横线的部分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而不是眼花缭乱甚至任性妄为的创新，这样才能探索出一条能都够被大多数观众接受的创
新之路来。
B.而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甚至任性妄为的创新，这样才能探索出一条能够都被大多数观众接受
的创新之路来。
C.而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甚至任性妄为的创新，才能探索出一条能够都被大多数观众接受的创
新之路来。
D.而不是眼花缭乱甚至任性妄为的创新，这样我们才能探索出一条能都够被大多数观众接受
的创新之路来。
解析：本题考查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首先，从语法角度分析，“眼花缭乱”作定语成分，
应该是“令人眼花缭乱”，所以排除 AD。B、C 的区别在于 B 多加了“这样”。C 项两个分
句，主语都是承前省略主语“戏曲的创新”，显然不能做“探索”的主语，而 B 项第二个分
句“这样”是可以做“探索”的主语的，所以 B 的表述最准确。
答案：B
第 II 卷表达题
三、语言文字运用
20.下面是某报社一则启事初稿的片段，其中有五处词语使用不当，请找出并作修改。要求
修改后语意准确，语体风格一致。（5 分）
如果您是重大事件的参加者，事故现场的目击者，业界内幕的打探者，社会热点的关爱
者……请与我报“社会深度”栏目联系。本栏目长期公开征询有价值的新闻线索，等着您的
支持。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的表达得体的能力。
答案：示例：①“参加者”改为“亲历者”或者“参与者”；②“打探者”改为“知情者”；
③“关爱者”改为“关注者”
；④“征询”改为“征集”；⑤“等着”改为“期待”或者“等
待”
。
21.仿照下面的示例，利用所给材料续写三句话，要求内容贴切，句式与所给示例相同。
（6
分）
请子争鸣、造纸印刷、就长城开运河，中国人民具有伟大的创建精神。
材料：
奋斗 团结 梦想
建强国谋复兴 御外侮卫家国 脱贫困奔小康
垦田拓海 开天辟地 守望相助 抗灾治水 逐日奔月 同舟共济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仿写的能力。仿写时，每句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具有的某种精神。根据材
料所给定的内容，可以确定要表达的精神内容，将相关的内容和精神划分为一组，按照给定
的句式，写出完整的句子即可。
答案：示例：
垦田拓海、抗灾治水、脱贫困奔小康，中国人民具有伟大的奋斗精神。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御外侮卫家国，中国人民具有伟大的团结精神。

开天辟地、逐日奔月、建强国谋复兴，中国人民具有伟大的梦想精神。
四、写作（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60 分）
“二战”期间。为了加强时战机的防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
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位。
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德
是正确的。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合含，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解析：本题属于新材料作文，有很强的思辨性。针对材料内容，需要开启三种思辨模式：因
果思维，寻因导果，执果索因；对比思维，寻找异同，触其本质；逆向思维，打破常规，另
有所得。
立意方向指导：
1.尊重客观现实，走出定势思维。英美军方对于作战飞的弹痕分布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
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这是一种惯性思维。人只有针对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提
出正确的方法和策略。站在这个角度来看，该作文可以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打破思维定势。
2.坚守自我认知，做到以理服人。统计学家沃德在对飞机弹痕进行分析后得出，“更应该注
意弹痕少的部位”。并且能够“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坚守自我内心的科学态
度，值得我们学习。
3.树立全面思维，追寻正确答案。沃德并没有说只关注“弹痕少的部分”，而是说“更应该
注意”，实质上是一种全面思考的过程，只有对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才能接近问题真相。
4.抓住细节部分，考虑忽略内容。现实生活中，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任何科学的发
现或许只是偶然的瞬间灵感。而作为个体的人，往往都有“从众心理”，那么这个被忽略掉
的不起眼的部分，往往会被人们一直忽视，进而和真相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写作时，可以感情真挚，真诚表达对科学精神的敬意；可以立意深刻，揭示弹痕多少与飞机
返航的表面与实质的关系；可以材料丰富，最好能储备有时代气息的新鲜材料，比如网络热
点事件与事实真相的反转，比如中国科学家立足国情科学解决问题的品质和精神。切忌一味
埋头冲进历史故纸堆，或者空泛无物。
答案：范文
不为浮云遮望眼
总谓浮云能蔽日，一般人看问题，常在显见处下结论，却不知静水深流，思维常在被忽
略的地方闪现光芒。因此，问题的本相需要我们拂去表象的浮云，始见其尊容，方能对症下
药。
李斯精明，有颗七窍玲珑心，却见利忘危为保眼前富贵而忽略了潜在的陷阱，最终受制
于赵高，身死家亡；屈子行吟，哀叹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楚国的当权者只看到了即时的权势
和享乐，屈子却痛心地预见并证实了楚国的灭亡；稼轩看剑，预言金国必亡，蒙古才是大患，
可朝廷上大多数人或思苟安或借伐金以固权，稼轩有幸没有亲见崖山投海的悲壮。屈子和稼
轩不为浮云遮望眼，对个人和国家的前途看得比李斯更清楚。
清政府收复台湾，曾有弃守之议，不少人看到了台湾孤悬海外，易滋匪患，且风俗也有
许多与中原不同之处，守着实在没有什么好处。而施琅立陈弃守弊利，指出弃守台湾，台湾
必将为西方人所占领，不仅为祸当地百姓也将不利东南各省。施琅不为浮云遮望眼，看到了
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重要意义。左宗棠力排众议收复新疆，也是施琅一类能看穿浮云的智者。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许多共产党人借鉴俄国、法国等国家通过在中心城市举行暴
动的形式取得了政权，主张城市暴动。结果，革命如流星划过，瞬间闪耀便即暗淡，几至遭
受灭顶之灾。毛主席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看到了中国农村蕴含的巨大革命潜力，提出并走
上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风物长宜放眼量”，毛主席闲庭信步的自信，源自其穿
透浮云的远见卓识。
当今之世，硝烟依旧不断，中国虽保和平，但领土领海争端、贸易纠纷等问题依然很尖
锐，不是没有擦枪走火的可能。在各种摩擦和冲突之中，不乏意气风发的鹰派人物，发出了
各种强硬的声音，甚至提倡诉诸武力。也有些人，纯粹是看热闹不怕事大，什么都敢想，天

天喊打。可是，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浮云，而忘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国正处在发展经济和强化军备的关键时期，需
要有高瞻远瞩的气魄和慧眼独具的雍容。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一带一
路”
、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和落实，是强化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增强共同利
益的根本举措，一言以蔽之，就是把更多的国家拉上我们发展的船。君不见，日、韩、澳等
美国铁杆盟国，已经深度受惠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对中关系上，日益纠结和摇摆。我们不能
被冲突和摩擦的浮云所迷惑，而是一心实现民族复兴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
表象易见，本相难求。遇到问题，不能匆忙地依据表象下结论，而是参破表象，拨云见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