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北京市海淀区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语文
一、本大题共 8 小题，共 24 分。
（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问题。（13 分）
“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郊皇家园林的总称，这种说法出现于清朝中晚期。
“三山五园”
包括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畅春园和圆明园。
静宜园位于地势较高的香山，园中建筑因山就势，参差错落，散点式镶嵌在山体之中。
“园林之胜，重在山水。
”水池作为点缀，或出现在殿前以丰富较窄的院落空间，或处于园
中以增加园林趣味。静宜园占地 149 公顷，1677 年成为康熙的行宫，后来虽有添建，但一
直保持着非常好的自然生态，深邃优雅。
静明园的个性与静宜园不同。静明园所在的玉泉山，湖山尺度非常有限，占地仅 65 公
顷。玉泉山虽因泉水丰沛而得名，但水面并不大，山体狭长，呈南北走向。在这种地形上如
何建设园林呢？建筑要和湖山尺度配合好，建筑群采用散点布局，高低相映。山顶上的香岩
寺和玉峰塔规模不大，山脚下的建筑多为一层，这样就凸显出玉峰塔的高耸。乾隆非常喜欢
玉泉山的风光，亲自为静明园内十六景命名，正殿名为“廓然大公”，后殿名为“涵万象”，
意蕴深远。
畅春园位于今北京大学西墙外畅春园宿舍一带，原是明代武清侯李伟修建的私家园林
“清华园”
，也叫“李园”
，康熙时更名为畅春园。畅春园以水景为主，水面宽阔，“江淮以
北亦当第一也”
，清朝改建时仍“因水成景”
。畅春园的叠山艺术也堪称一绝，原来的土山和
新添建的假山，岗峰连接；加之遍植各色鲜花树木，绿树成荫，给人天人合一之感，是兼有
政治和游乐功能的离宫型园林。
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既有金碧辉煌的宫殿，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又吸
取了欧洲的建筑形式，是世界园林的集大成者。圆明园也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平地造园的典范，
园内步移景易，景观层出不穷，特色之多，首屈一指。圆明园占地 350 公顷，在“三山五园”
中规模最大。有仙境、欧式园林等景观，也有理政、居住、宗教等场所，这些层峦叠嶂的建
筑都是雍正至咸丰五朝皇帝改造的结果，也大多体现出其治国理念。清王朝把圆明园作为第
二政治中心。
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在五园当中建造最晚，但最能体现皇家气派。相比于圆明园，
清漪园湖山相映，形象立体。但万寿山总体轮廓平缓，高度仅 60 米，长度达到 1000 米，且
仅山体西半部前临水面经过人工改造，水面向东、西扩展，形成东西最宽处 1600 米、南北
长 1930 米的水面，水体大大超过了山体；同时，西堤的设置，将玉泉山和稍远的西山借入
国内，而昆明湖东侧又与邻近的畅春园、圆明园相呼应。这些使“三山五园”在空间上的联
系更加紧密。在万寿山中部，耸立起一组建筑群，从山顶到山脚装点南坡，再以 700 多米的
长廊作为前山建筑群与昆明湖之间的束带，这样就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壮观气势。
（取材于郭黛妲《三山五园：北京历史文化最辉煌的乐章》）
1.下列不能体现“三山五园”共同特点的一项是（ ）
（3 分）
A.造景因地制宜
B.布局错落有致
C.高峰深谷相映
D.具有皇家气派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文本信息概括提取和比对的能力。材料一描写“万寿山总体轮廓平缓，
高度仅 60 米，
”可见万寿山不符合“高峰深谷”这一特征，此外“畅春园……原来的土山的

假山”也可以推测出山体不高。因此“高峰深谷”不是“三山五园”的共同特征。
答案：C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3 分）
A.静宜园因山就势，散点布局，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
B.静明园中建筑物规模不大，与玉泉山水窄山狭的地形相配合。
C.在前朝园林基础上改建成的畅春园，以水景为主，山景亦佳。
D.清王朝依据治国理念来改造圆明园，使其成为第二政治中心。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本内容的分析理解能力。原文“这些层峦登峰的建筑都是雍正至咸丰五
朝皇帝改造的结果，也大多体现出其治国理念。”这不是在治国理念指导下的刻意改造，因
此选项 D 中的“依据治国理念来改造回明园”不符合文章原意。
答案：D
3.文中划线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玲珑剔透
B.首屈一指
C.层峦叠嶂
D.无与伦比
解析：层峦叠嶂：层峦指山连着山，盛峰指许多高险的像屏降一样的删。形容山峰多而险峻。
原文中“这些层峦盛峰的建筑都是雍正……结构片，用“层峦盛嶂”修饰建筑错误，因此选
C。
答案：C
4.下列描写景观的文字出自《红楼梦》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
庆元宵”
，其体现的风格，与材料一中皇家园林风格最不相符的一项是（ ）
（3 分）
A.只见佳木茏葱，奇花闪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
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
B.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只
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如翠带飘砜，或如金绳盘屈……
C.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
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
D.则见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青松拂檐，玉栏绕砌，金辉兽
面，彩焕螭（chī）头……只见正面现出一座玉石牌坊来，上面龙蟠（pán）螭护，玲珑凿就。
解析：选项 C 中的“黄泥矮培”
“稻茎”“数楹茅屋”
“两溜青篱笆”等词与原文中所描写的
皇家园林气派的风格不相符合，因此选择 C。
答案：C
5.填入下面语段横线处的内容，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二人正计较，就有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
“二月二十二日子好，哥儿姐儿们就好搬进去
的。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分派收拾。
”薛宝钗住了蘅芜苑，林黛玉住了____甲____，贾迎春住
了缀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蓼风轩，李纨住了_____乙____，宝玉____丙___。
（选
自《红楼梦》第二十三回）
A.潇湘馆
稻香村
怡红院
B.稻香村
潇湘馆
怡红院

C.潇湘馆
怡红院
稻香村
D.稻香村
怡红院
潇湘馆
解析：本题考查对名著阅读中基础知识的掌握。林黛玉住进潇湘馆，自取名号为潇湘妃子；
李纹住了稻香村，取名稻香老农：宝玉住了怡红院，取名怡红公子。
答案：A
（二）阅读下面材料，完成问题。（11 分）
自然山水学，不仅有着广泛的实用性，还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从古至今，自然山水
思想被皇家贵族与平民百姓广泛运用，它影响着寺院、庭院、村落、住宅等的建设。
山水思想中的核心要素是“山河襟带”，即三面山脉环绕，地势向南面开放，开放的平
地有河川或水池，形成“聚气而使其不散”的“围绕”式空间格局。
“三山五园”地处北京城的西北郊。北京城符合中国古代建都选址的原则：背山临水。
南朝范缜曾在《幽州赋》中形容北京：“虎踞龙盘，形势雄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
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
”
北京西郊一带也有山有水。水流在清漪园（颐和园）一带汇集，再向东南方向流动。西
北方向有群山环绕，前面有湖泊水系，符合山环水抱的要求，环境良好，因而成为建造皇家
园林的首选之地。
那么，清漪园的山水情况如何呢？万寿山位于昆明湖的东北侧，湖水从西北方玉泉山的
玉河流向东南方的长河，最后注入渤海。清漪园在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的同时，对自然山水加
以人工改造，从而获得更为理想的环境。为了让昆明湖位于万寿山之南，就把原来的瓮山湖
扩大了将近一倍，把挖湖的泥沙堆放在瓮山（万寿山）上。原有的西堤被取消，湖面扩大后
的新堤命名为东堤。这样不仅满足了水利需求，还使万寿山成为北面的靠山，南面则是一望
无际的广阔水面。
中国古典庭园，借景是最常用的造园手法之一。明代计成说：“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
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
‘借景”作为中国古典造园思想的精华，被充
分运用到清漪园的改建过程中，其景观构成与“三山五园”的相互关系十分紧密。改建清漪
园时，为了把西面的玉泉山与西山最大限度地借入园内，充分考虑了湖岛的位置及岸堤的方
向，一概没有建高大的建筑物。这样，从万寿山清漪园可以邻借玉泉山，还可以__【甲】_____
西山；为了把东侧的风景借入园内，东南面没有修建外墙，这样从清漪园就可以__【乙】___
圆明园、畅春园一带的风光。而从香山，可以____【丙】___玉泉山及万寿山，从圆明园的
福海及畅眷园内也可以____【丁】___万寿山佛香阁及西山山脉的一部分。
（取材于祝丹《北京颐和园景观与“三山五园”的构成关系》
）
6.下列不符合自然山水学中“山河襟带”思想的一项是（ ）
（2 分）
A.在北京西郊建造园林
B.选择北京作为都城
C.万寿山和昆明湖改造
D.三山五园相互借景
解析：从第二自然段来看“山河裸带”指的是一种“‘聚气而使其不散’式空间格局”，而选
项 D“三山五园相互借景，是一种造园方法不是自然山水学的思想理念。
答案：D
7.下列分别填入【甲】
【乙】
【丙】
【丁】处的内容，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邻借
俯借
远借
仰借

B.远借
邻借
俯借
仰借
C.远借
邻借
仰借
俯借
D.邻借
远借
仰借
俯借
解析：本题考查近义词的辨析。
“西堤的设里，将玉泉山和稍远的西山”可以看出清漪园万
寿山离西山较远，甲填“远借”
。
“而昆明湖东侧又与邻近的畅春园、圆明园相呼应”得出乙
填“邻借”
；从“静宜园位于地势较高的香山”
“万寿山总体轮廓平缓，高度仅 60 米”来看，
丙填“俯借”
；
“圆明园福海”相对高度比“西山 w 脉”低，因此丁填“仰借”
。
答案：B
8.概括回答清漪园的改造效果。
（6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本的概括归纳和表达能力。从题千中锁定关键词“清漪园，
“改造效果”
，
确定答题范围在原文的材料一第六段和材料二的第五、六自然段，将文中涉及改造后的效果
的关键词和短语组织成条理清晰的句子即可。
答案：①水体远超过山体；②在东、西方向上实现了借景；③使“三山五园”的空间关系更
加紧密；④产生了壮观气势（或“形象更加立体”）
；⑤满足了水利需求；⑥形成了山环水抱
的理想环境。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问题。
诸君简画记
毛先舒
杭之中，稍东曰丰乐桥，桥稍东曰古橘园，故宋之橘苑也。苑废久，种橘已尽，惟有古
银杏两株，盘轮扶疏，疑为宋故物云。
园有主为诸君君简。君简少好画。又学篆刻，喜何震、陈琮刀镌，时时见古法。然不甚
自贵爱，独深爱画。尝自称先君子博学游艺，尤喜翰墨。与华亭董宗伯其昌、赵文学左为密
交。自其为童子时旁侍，观两公用笔墨，挥写入妙。苍秀淡沲（duò）
，董称最工；空濛潇瑟，
赵为之冠。两公分间，互相放写，终不能自掩其真也。君简既好画，日取两公画及诸家所作
玩之，久而融然，化裁臻微。予间问君简：
“子此画法谁氏？”君简笑日：
“吾且忘吾手，安
知谁法？”予闻而憆（chēng）然，不复知所问矣。大体得法于古人，不必以甚似为工。萧
远疏逸，绝蹊径矣。
君简先世多显官。尊君伯茂公，豪贤多资。至君简而日贫。君简不知贫，惟日弄笔墨自
娱。客过索画，君简即与画，然持钱来者甚少；君简亦耻役手为金钱。或持钱赠君简，君简
便受之。午突无烟，君简得钱即酤酒，坐待所与密者过，引壶斟酌，醉而后已。君简交不滥
不黩，游好三四人，周旋久之，义亦弥笃。室处委巷，起居于于尔。
夫君简身不习宦，非逃者也；画不为售，非艺者也；交不干上，非为名者也。吾于君简，
不知所以名之。虽然，岂其无得于中而能若是与？岁既暮，银杏叶方落矣，不知近客来亦多
遗钱否？吾当过与君简坐枯树而饮。
9.下列对句中划线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然不甚自贵爱
贵：看重
B.客过索画，君简即与画
过：经过
C.午突无烟，君简得钱即酤酒
突：烟囱
D.不知近客来亦多遗钱否
遗：赠送
解析：B 选项中“过”应是拜访的惫思。结合后文“不知近客来亦多遗钱否”可知，与上文

“客过索画”都是表达客人前来拜访君简索画的意思。
答案：B
10.下列各组语句中划线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3 分）
A.园有主为诸君君简
窃为大王不取也
B.终不能自掩其真也
其孰能讥之乎
C.周旋久之，义亦弥笃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
D.吾当过与君简坐枯树而饮
吾尝终日而思矣
解析：A 选项第一个“为”是动词“是”，表判断；第二个“为”是动词，认为。B 选项第一
个“其”是代词，他；第二个“其”是副词，表反问语气。C 选项第一个“之”是音节助词，
第二个“之”是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D 选项中的“而”都是连词，表示修饰关系。
答案：D
11.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观两公用笔墨，挥写入妙观看两位先生作画，挥笔创作达到了神妙境界。
B.尊君伯茂公，豪贤多资君简的父亲伯茂公，有很多豪贤资助他。
C.室处委巷，起居于于尔君简的家在陋巷中，他却生活得悠然自得。
D.夫君简身不习宦，非逃者也君简不学习做官的本领，但也不是避世者。
解析：B 选项是说君简的父亲伯茂公是地方豪贤，钱财丰厚。而不是“豪贤资助他”。
答案：B
12.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
（5 分）
①君简亦耻役手为金钱。
②吾于君简，不知所以名之。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语句的翻译能力。①重点考查“耻”字的活用，“耻”字在此为意动用
法，翻译为“以……为耻”
。②重点考查短语“所以”的用法，以及“名”字的活用。
答案：①君简也耻于为了金钱而使自己成为杂役。
②对于诸君简，我不知道用什么称呼他。
13.文章第二段写了诸君简学画的过程，请用三个四字词语依次加以概括。（4 分）
解析：这道题旨在考查概括归纳能力，通过审题定位至第二段，将君简学画的过程进行分层，
简要概括成四字词语。
答案：①耳濡目染，玩味钻研，融会贯通。②玩味钻研，融会贯通，臻于佳境。③认真研习，
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14.下面两句话分别反映了诸君简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请选择其中一句，联系实际谈谈
你的看法。
（6 分）
①君简不知贫，惟日弄笔墨自娱。
②吾且忘吾手，安知谁法？
解析：注意题干的提示，第一句为生活态度，第二句为艺术追求。答题思路为先理解所选文
名内容，再结合实际发表个人看法。
答案：略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问题。
情诗曹植
微阴翳阳景，清风吹我衣。
游鱼潜渌水，翔鸟薄天飞。
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归。
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唏。
游子叹黍离，处者歌式微。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
注释：①黍离：出自《诗经》
，是东周人缅怀故都之作，后借指故国之思。这里取其感
伤乱离、行役不已之意。②处者：指役夫的家人。式微：出自《诗经》
，有“式微，式微，
胡不归”之句，意为家人期盼役夫早归。
15.下列对本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本诗属于古体诗，开篇两句写景，薄云遮蔽了阳光，清风吹动着衣裳，景中含情。
B.三、四句写鱼儿安然游于渌水之中，翔鸟自由地高飞云天，俯仰有致，意境开阔。
C.七、八句借物象变化，既写出时间流逝，也表现了游子离乡与归家时不同的心情。
D.九、十句所运用的典故，委婉含蓄地传达出“游子”和“处者”思亲盼归的情感。
解析：七八句意思为，启程之日严霜冻结，如今归来白露已晞。从离家时的严霜之景，到如
今的白露已晞，用物象的变化写出时间的流转，虽然景物不同，但是都体现了役夫久他乡，
有家难归的愁苦。所以选项中“表现了游子游子离乡与归家时不同的心情”有误。
答案：C
16.“游鱼潜渌水，翔鸟薄天飞”运用了“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下列诗句运用了这一手
法的一项是（ ）
（3 分）
A.“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杜甫《绝句》
）
B.“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塞下曲》
）
C.“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
D.“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李清照《声声慢》
）
解析：选项 A 惫思为，江水的碧波荡漾衬托出水鸟羽毛的雪白，山峦的苍翠更衬托出花的红
艳.眼前的这番美景，非但不能引起诗人游玩的兴致，反而引起了漂泊的感伤，慨而叹之“今
春看又过，何处是归年”
，以乐景衬哀情，更体现出诗人归心殷切。
答案：A
17.这首诗与曹操的《短歌行》都体现了建安文学“悲歌慷慨”的特点，它们表达的情感有
哪些不同？（6 分）
短歌行
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解析：本题考查与课内诗词相结合的比较题。
答案：
《情诗》
：抒发了游子行役不得归的思乡怀亲的情感；表达了作者对身处乱离中的人们
的深切同情；寄寓了曹植有志不得伸展的凄怆伤悲之感。
《短歌行》：①表达了时不我待的忧
思；②对天下贤才能士的渴慕；③抒发了曹操欲结束战乱、一统天下的壮志豪情。
18.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
（6 分）
曹植的《情诗》写道“清风吹我衣”。“风”是古诗文中的常用意象，如《论语·侍坐》
用“_______，________，______”来呈现理想的生活图景；陶渊明用在《归去来兮辞》中
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烘托归乡途中的轻快心情；“李煜的《虞美人·春花
秋月何时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抒发亡国之痛。
解析：本题考查名句名篇的默写，结合语境，注意错别字。
答案：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
舟遥遥以轻飏
风飘飘而吹衣
小楼昨夜又
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四、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问题。
从一个人身上辨认出契诃夫
①在人艺看话剧《万尼亚舅舅》
，三小时的剧长，李六乙竟一处也没舍得删。结束时已
近晚十点，出剧院才发现下雪了，薄薄的细雪敷在车顶上，在夜灯反射下闪着碎银一般的光。
那一刻我感慨万千，似乎第一次看清，契诃夫已嵌入我的生活很多年了，不是通过书斋式的
阅读，而是通过一道道四面八方折射过来的光。
②我得到的第一本与契诃夫有关的书是《惜别樱桃园》，由童道明先生签送给我。那时
我还不知，童先生早年留学苏联时，就已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和契诃夫联系在一起。全身心地
阅读，毕生地翻译，进一步又创作剧本。不是灵魂相应，怎可想象，一个著名的戏剧评论家，
晚年要做剧作家。当然，世间也因此多了两部与契诃夫有关的戏：
《我是海鸥》与《爱恋·契
诃夫》
。
③和童老师交往，最初是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我约他写了很多次契诃夫，他写的都不重
样，像一口源源不尽的井。童先生一直不用电脑，文字都写在稿纸上，怕我认不清字，每次
去他家取稿时，他总要先给我读一遍，还即兴发挥，讲点契诃夫的迷人轶事。对我这个酷爱
买影碟的人来说，这就等于得到了契诃夫正片之外的花絮。我由此知道了契诃夫与托尔斯泰、
高尔基之间的友谊，也知道他深爱的两个女人，一个成为《海鸥》中妮娜的原型，一个在舞
台上演绎了这个角色。我就这样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地认识了契诃夫。
④《万尼亚舅舅》上演前，我照旧想请童先生写篇文章。因为李六乙导演的这个戏，剧
本就是请他翻译的。取稿的那天天寒地冻，这次他没有读给我听，而是说你来读吧。看他坐
在沙发上，已做好了聆听准备，我便也坐下来开始读。稿子共四页，写在印刷品的反面，字
儿小，里面涂改无数。念起来打磕绊时，他就帮我辨认。上面照例有契诃夫作品的引文，念
着念着，我竞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动情起来：
“我们要度过一连串漫长的黑夜，我们将会听到天使的歌唱，我们将看到镶满宝石的天
空。人间所有的痛苦，都会淹没在慈爱之中，我们曲生活会变得安宁、温柔，变得像轻吻一
样的甜蜜。
”
⑤这是《万尼亚舅舅》的结尾。很快我就有机会，听演员将它念了一遍又一遍。先是看
了彩排，当然是借了童老师的光。去之前我曾犹豫，这种不穿戏服的剧透式观看会不会影响
我正式看戏的情绪，但看完我就不后悔了，因为只有彩排，你才能看到导演与全体演员在戏

结束时眼中的泪光。他们都入戏了，连我一向熟悉的濮存昕都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愁容骑士。
不短不长的头发，怎么看都乱糟糟的，以至于正式演出前，我从他手上接过票，就赶紧离开。
好像不忍面对这个被生活打败的“万尼亚舅舅”。
⑥这么多年在北京上演的契诃夫的戏，尤其是人艺舞台上演出的，我差不多都看过。奇
怪的是，一个演员接了契诃夫的角色，那角色就好像住进了他的身体，或者说，那角色一定
会把他生命中的某些部分唤醒。而像我这样的观众，便也常常能看到戏里与戏外的联系。在
我看来，扮演索尼亚的孔维，排练时的感觉比舞台上的好。或许因为不穿戏服，不打灯光，
我始终能感到她那种因为年轻，因为缺乏历练而有的怯生生的劲儿，是很合角色的。真实的
演员生活，并不像娱乐新闻渲染的那样光鲜，寂寞与等待属于大部分演员。听孔维演的索尼
亚劝舅舅“要忍受漫长黑夜，要耐心忍受命运给我们的考验”，我总觉得，那也是她说给自
己听的。契诃夫的台词，总是那样富有感染力，不经意间就能将人的心弦拨动。
⑦比起孤零零的剧本阅读，我更愿意在生活中与契诃夫不期而遇。
⑧我曾一连几天跑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去看土耳其导演锡兰的电影，说不出的喜欢。后
来看到他的《五月碧云天》
，是请自己的老爹做主角拍的戏中戏。锡兰导演要拍戏，而他的
老爹只惦记家中院子里的那些树，听老人诉说着自己与树的情感，我已经联想到了《万尼亚
舅舅》
。在影片最后，果然看到一行字幕：献给安东·契诃夫。原来，锡兰导演是以《五月
碧云天》向契诃夫致敬。我心仪的另一位导演新藤兼人，晚年在拍《午后的遗言》的时候，
让两位演过契诃夫作品的老演员重聚，并在一起念电影台词：“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完结，我
们还要活下去。
”这又让我联想到童老师所说的“契诃夫式的乐观主义”
。
⑨朋友曾送过我电影光盘，有一天打开看，发现它竟然是路易·马勒 1994 年拍的电影
版的话剧《万尼亚舅舅》
。演员几乎都是坐下来表演，台词也译得很美国化，很口语、很生
活，它让我再次感到契诃夫的神奇――所有的导演，都认为契诃夫写的是现代剧，无论用俄
罗斯方式还是美国方式，抑或中国方式，都能走近它。
⑩而我，如此细碎地写出《万尼亚舅舅》演出前后的一切，是因为其中的每一个场景、
每一个细节，都在构筑一个活生生的契诃夫。契诃夫于我，从来不是词汇、术语堆叠出来的
经典，而是如此这般地出没于生活之中。你从一个人身上辨认出契诃夫，就是对自己的灵魂
做一次确认，确认疼痛还不够，同时还要确认，生活里有种东西值得你继续为它付出。这样
好像也是为了，别人能够再从你身上，辨认出你的灵魂以及契诃夫的种种。
（取材于孙小宁的同名散文）
19.文中划线字的注音或字形，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影碟
B.潜（qián）移默化
C.历练
D.怯（què）生生
解析：D 选项中“怯生”的怯只有一个读音，为“qiè”,意为“胆小、没勇气”，所以 D 项
错误。
答案：D
20.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题目“从一个人身上辨认出契诃夫”中的“一个人”，其实是指文中和契诃夫作品发生关
联的许多人。
B.作者在《万尼亚舅舅》的彩排中看到了导演与全体演员眼中的泪光，认识到彩排比正式演
出水平高。

C.问中的“不期而遇”
，表达出作者在欣赏几位外国导演的电影时，意外“遇到”契诃夫的
欣喜感。
D.契诃夫的作品深刻反映了普通人的人生境遇和生活态度，激发了人们对他的作品及其本人
的热爱之情。
解析：B 选项回文定位至第五段，作者看到彩排时导演及演员的泪光，是想表达“他们都入
戏了”
，而“彩排比正式演出水平高”属无中生有。
答案：B
21.作者在第①段中说自己是“通过一道道从四面八方折射过来的光”认识契诃夫的。
“四面
八方折射过来的光”在文中指哪些内容？请简要回答。（6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于全文信息筛选概括能力。
“四面八方折射出的光”意为作者通过很多方
面认识契诃夫先生的。文中第二、三段，写到作者与童道明先生的交流接触，童先生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作者对契诃夫先生的认识。通过导演、演员及台词。《万尼亚舅舅》的彩排的内
容，文中第七到十段，作者通过观看锡兰、新滕兼人的电影，进一步认识契诃夫先生。
答案：童道明先生研究、翻译和创作与契诃夫有关的作品，童先生的人生追求和精神气质；
濮存昕、孔维等演员塑造契诃夫剧作中的角色；锡兰、新藤兼人等外国导演在电影作品中不
同程度地表达对契诃夫的理解和敬意。
22.从全文看，第⑤段“我从他手上接过票，就赶紧离开”这一细节有什么作用？（6 分）
解析：本题赏析题，考查人物的动作细节的作用，需从手法、结构、内容三个角度进行赏析。
手法方面，对于动作的细节往往是想体现人物心理及情感的变化。
答案：写我被濮存昕饰演的万尼亚舅舅深深地触动，表现出演员的忘我投入，已与角色融为
一体；侧面反映出契诃夫的作品极具艺术魅力；形象地阐释了文章题目内涵——从一个人身
上、从生活中辨认出契诃夫；与结尾段中“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在构筑一个活生生
的契诃夫”形成呼应，表现主题。
23.第⑥段“契诃夫式的乐观主义”在文中的含义是什么？请加以解释。
（3 分）
解析：本题为含义理解题。
“契诃夫式的乐观主义，本质上就是考查文中所体现的契诃夫先
生积极思想。
答案：能看清生活中存在着苦难，能从苦难中看到希望和美好，并坚定乐观地生活。
24.第④段的台词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富有感染力。请任选一种表现手法加以赏析。（4 分）
解析：本题为手法赏析题，该题考查的是对语段中具体手法的分析，整体把握语段，分析出
现的手法，比如，比喻、排比、想象。照题干要求挑选其中一种手法，然后结合文段内容分
析运用手法的效果，最后写出作者运用手法的目的，即文章情感。
答案：比喻。如作者把生活中的希望和美好比喻为“天使的歌唱”和“镶满宝石的星空”
，
形象地表达出苦痛过后，爱与幸福终会到来的生活信念，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感染和
触动。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5.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
学校要求同学们阅读以下六部文学名著：
《红楼梦》
《呐喊》
《边城》《红岩》《平凡的世
界》
《老人与海》
。

①以上作品中，哪一个男性形象最能触动你？请结合相关情节谈谈理由。150 字左右。
②请从以上作品中选择一个女性形象，以“赞”或“叹”为题，写一首诗或一段抒情文
字。要求：在横线上填写人物名字，把题目补充完整。150 字以内。
解析：本次微写作，形式上有重大变化，去掉了观点类微写作，重在考查描述类和抒情类。
内容上，选取了 2017 年北京高考大纲要求的六本文学名著，重在考查对名著内容的把握，
以人物形象和重点情节为主。此次期中考试命题，意在启示学生应把握当前的高考趋势，名
著阅读势在必行，而不能仅仅梳理内容梗概，应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
答案：略
26.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
①《从一个人身上辨认出契诃夫》说：“一个演员接了契诃夫的角色，那角色就好像住
进了他的身体，或者说，那角色一定会把他生命中的某些部分唤醒。”生活中，某个人、某
件事、某种场景、某些物件、某部作品……有时也会唤醒我们的记忆、情感、良知、责任等。
请以“唤醒”为题，写一篇记叙文。要求：有细节，有描写。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
②反思，指“回头、反过来思考”
，常用来指对行为或思想等进行分析总结。有人这样
提炼反思，它是对认识的再认识，对思想的再思想；也有人说反思是指对人对事持有理性思
考和独立精神……
这段文字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要求：
观点明确，符合逻辑。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