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天津卷）
语

文

本试卷分第 I 卷（选择题）和第 II 卷两部分，共 150 分，考试用时 150 分。第 I 卷 1 至 6
页，第 II 卷 7 至 12 页。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祝各位考生考试好运！

第 I 卷（选择题

共 42 分）

注意事项：
1．答第 I 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号、科目涂写在答题卡上，并在规定的位
置粘贴考试用条形码。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的标号。答在试卷上的无效。
一、（12 分，每小题 3 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的读音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A．暂
砧
颤
明修栈
技艺精湛
．且
．板
．栗
．道
．
B．与
．会
C．陌
．路

峪
．口
蓦
．然

熨
．帖
病殁
．

瑕不掩瑜
．
拐弯抹
．角

钟灵毓
．秀
没
．齿不忘

D．强劲
颈
大相径
． 根茎
．
．椎
．庭
2．下列词语中没有
．．错别字的一组是

不胫
．而走

A．飘摇
妨碍
沧海一粟
察颜观色
B．贸然 蔓延
水泄不通
备尝艰辛
C．震撼 幅射
一切就绪
乔装打扮
D．涵概
毛躁
投机倒把
贻笑大方
3．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词句，最恰当的一组是
1 在赏读古代诗词时，我们耳边常会响起诗人们放达的歌声，
○
“
”就是这种情怀的体现。
2 小王设计的方案终于获得通过，他难以
○
自己喜悦的心情，忽然站起来大呼：
“成功啦！”
3
○然而，我
从来没有问过父亲的生日在哪一天，
没有为他庆祝过一次生日。
A．老夫聊发少年狂
抑制
竟/更
B．暮霭沉沉楚天阔
抑制
却/也
C．老夫聊发少年狂
克制
却/也
D．暮霭沉沉楚天阔
克制
竟/更
4．下列各句中没有
．．语病且句意明确的一句是
A．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们所缺乏的，一是勇气不足，二是谋略不当。
B．成功者在设定想要达到的每一个目标时，总是要先找出设定这些目标的理由来说服自己。
C．山上的水宝贵，我们把它留给晚上来的人喝。
D．幸福是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对生活产生的种种愉快、欣慰的感受，以及对人生意
义的理解和评价。
二、（18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5——7 题。
从起源的角度说，文化是“人化”，它相对于“自然”，是人的主体性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从功能的角度说，文化的最主要功能是“化人”
，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人是文化的创造
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创造，促进人的社会化、文明化、个性化，
从而塑造健全的人、完善的人。
文化是由多种层次存在和表现的复杂系统。人们首先感知到的是较浅显、具体的层次，属
显性文化，包括人的社会活动及其产品。一个人的某种活动、
“做什么”，不是文化；一个群体
在一个时期内的共同行为、都“做什么”，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深埋于地下的石块不是
文化，一个经过远古人群加工改造的石块作为活动的产品就成了文物。显性文化反映了文化的
更深层次，即一个群体在一个时期内的活动规范、方式。人的活动效果既取决于“做什么”，
更取决于人的活动规范、方式“怎么做”。
文化的最深层次是价值观，这是文化的核心，与一定时期群体共同的理想、信念密切相关。
他要解决的是“为什么做”的问题，是人的活动的取向、目的问题。正是价值观的不同，“为
什么做”的问题，最终决定了人们“做什么”和“怎么做”
。人的活动是由价值观所指导的，
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说到底，不过是人的价值观的外在表现。由于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因此，
我们也可以说，所谓文化，说到底，就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是人们对于理想、信念、取
向、态度所普遍持有的见解。中西文化的不同，古今文化的不同，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
是价值观的不同。文化的社会作用，最主要的是价值观的作用。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属于
自己的文化，都有群体成员共同拥有和信奉的价值观。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是文化的产物，
都有自己接受和遵循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任何社会群体的形成，都是由于社会个体的文化认
同，由于一种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一个共同追求理想目标而走到一起的。价值观是群体认
同的基石，是群体力量或弱点的根源。
5．下列对文化的理解，不正确
．．．的一项是
A．文化是人的主体性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B．文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它是以深浅不同的多层次存在和表现的。
C．文化的浅显层次是指一个群体在一个时期内的活动规范、方式。
D．文化的最深层次是人们对于理想、信念、取向、态度所普遍持有的见解。
6．下列对“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这一观点的理解，不正确
．．．的一项是
A．人类活动是文化的外在显现，受价值观的指导。
B．价值观的不同，决定了古今文化、中西文化的差异。
C．文化具有群体性特征，价值观是群体认同的基石。
D．每个社会个体的价值都能形成社会总体认同的价值观，也就是文化的核心。
7．下列对本文有关内容分析，不正确
．．．的一项是
A．本文分别从起源、功能、构成等角度对文化进行了阐述。
B．
“人化”之人是文化的创造者，
“化人”指人是文化的创造物，二者体现了人与文化相互作
用的关系。
C．经过远古人群加工改造的石块属于显性文化，它反映了远古文化的更深层次。
D．“做什么”和“怎么做”决定了“为什么做”
，这是人的价值观的外在表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8——10 题。
关于恐龙灭绝原因的争论，目前主流观点有两派：一派认为是由陨石撞击地球造成的；另
一派认为恐龙死于大陆洪流玄武岩，即长时间大规模的玄武岩岩浆火山喷发。但越来越多的证
据似乎表明生物大灭绝往往伴随着这双重灾难同时发生。
近来，德国摩根研究小组认为，引发恐龙灭绝的是一种被称为“凡尔纳爆炸”的巨大爆炸。
这一理论的优势在于能够对为何生物大灭绝似乎总与大陆洪流玄武岩和陨石撞击地球同时发
生这一现象作出解释。
摩根提出，假如某种大陆洪流玄武岩是由克拉通下面的地幔热柱（即地球深处涌起的熔岩

流）形成的，那么，就能够制造出类似于陨石撞击地球所产生的各种标记。
克拉通又称稳定地块，通常指那些已达到地壳稳定状态的大陆地块。这些地块一般来说极
其厚实坚固。克拉通每 1 亿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分裂，有证据表明在最近的三次生物大灭绝期
间，陆块分裂的情况都曾发生过，而克拉通一旦裂开，长期积蓄在克拉通下的气体就会在瞬间
爆发出来，飞快升腾的气体通过地壳的裂缝在地球表面突然爆炸，有毒气体顷刻间污染大气。
爆炸过后，地幔热柱内的气体便以超过音速的速度喷涌，炸飞地幔热柱顶端的岩石。这种爆炸
释放的能量可能相当于 1200 亿吨烈性炸药，如果这种能量一下子突然释放，甚至能把 200 亿
吨岩石发射到高空大气层中，然后把它们抛到地球表面的任何一点，造成类似于陨石撞击地球
的标记。这种可怕的喷发机制让摩根想起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的一种能将物
体发射入太空的巨型枪，故将此爆炸命名为“凡尔纳爆炸”
。
摩根承认，现在还难以区分出陨石撞击和“凡尔纳爆炸”留下的遗迹。为此还需要找到存
在气体释放管道的痕迹。摩根相信，相关管道痕迹就埋在喷流出来的洪流玄武岩的岩石下面。
有朝一日，或许这些证据能在地震图片和重力勘测中显示出来。
8．下列有关克拉通的表述，不正确
．．．的一项是
A．克拉通分裂常伴随着陨石撞击地球的发生。
B．克拉通是一种厚实坚固、状态稳定的大陆地块。
C．克拉通下存有大量的气体和岩浆。
D．克拉通分裂即稳定地块的裂开，其发生周期约为 1 亿年。
9．下列对于“凡尔纳爆炸”理论的理解，不正确
．．．的一项是
A．根据“凡尔纳爆炸”理论，陨石撞击地球不是造成恐龙最终灭绝的原因。
B．“凡尔纳爆炸”是指克拉通分裂时积蓄其下的气体引起的巨大爆炸。
C．“凡尔纳爆炸”的喷发机制是摩根受《从地球到月球》小说中的巨型枪原理的启发而发现
的。
D．
“凡尔纳爆炸”释放的能量可能相当于 1200 亿吨炸药，可以把岩石抛到高空，岩石落回地
面时撞出大坑。
10．根据本文内容，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A．伴随长时间大规模的玄武岩浆火山喷发，地表形成了很多陨石坑。
B．摩根提出的“凡尔纳爆炸”理论取代了目前关于恐龙灭绝原因的两大主流观点。
C．陨石撞击地球与“凡尔纳爆炸”现象不同，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根据撞击遗迹确定其属何
种现象。
D．如果“凡尔纳爆炸”理论符合事实，那么，洪流玄武岩的岩石下面就存在气体释放管道的
痕迹。
三、（12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1 一 14 题。
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
不厌。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赐之
千金。”左右曰：“庄子当能。”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庄子弗受，与使者俱往，见太子曰： “闻太子所欲用周者，
欲绝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说大王而逆王意，下不当太子，则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
上说大王，下当太子，赵国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见，
唯剑士也。”庄子曰：
“诺。周善为剑。
”太子曰：
“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庄子曰：
“请治剑服。
”治剑服三日，乃见太子。太子乃与见王。
庄子入殿门不趋，见王不拜。王曰：
“子欲何以教寡人。”曰：“臣闻大王喜剑，故以剑见
王。”王曰：
“子之剑何能禁制？”曰：
“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悦之，曰：
“天

下无敌矣！”庄子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愿得试之。”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设戏请夫子。”
王乃校剑士七日，死伤者六十余人，得五六人，使奉剑于殿下，乃召庄子。王曰：
“今日
试使士敦剑。
”庄子曰：
“望之久矣。”王曰：
“夫子所御杖，长短何如？”曰：
“臣之所奉皆可。
然臣有三剑，唯王所用，请先言而后试。”
王曰：“愿闻三剑。”曰：
“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
”王曰：“天子之剑何如？”
曰：“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锷；包以四夷，裹以四时；制以五行，论以刑德；
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文王芒然自失，曰：
“诸侯之剑何如？”
曰：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
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王曰：“庶人之剑何如？”
曰：
“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无异于斗鸡，
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臣窃为大王薄之。”
王乃牵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环之。庄子曰：
“大王安坐定气，剑事已毕奏矣。”于是文
王不出宫三月，剑士皆服毙自处也。
（《庄子·说剑》，有删节）
1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
．．．的一项是
A．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
．之。
B．请治
．剑服
C．庄子入殿门不趋
．
D．王乃校
．剑士七日

谋：为……谋划。
治：备办。
趋：小步快走
使……较量

1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的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日夜相击于前
A．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
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
B．
甚矣，汝之不慧
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
C．
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
太子乃与见王
D．
与嬴而不助五国也
13．下列句子中直接记述庄子言行机智的一组是
①“庄子当能。”
②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庄子弗受。
③庄子入殿门不趋，见王不拜。
④“臣闻大王喜剑，故以剑见王。”

⑤“然臣有三剑，唯王所用，请先言而后试。”
⑥“大王安坐定气，剑事已毕奏矣。
”
A．①②③
B．①⑤⑥
C．②④⑥
D．③⑤④
14．下列对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庄子剑术高超，能做到不出十步击杀一人，奔走千里锐不可当，因此赵文王称之为“天下
无敌”。
B．庄子采用比喻、夸张、对比等方法迂回巧妙地劝谏赵文王。
C．庄子说，剑有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三种，委婉地指出赵文王所好实际是天子之剑，而
不是庶人之剑。
D．《说剑》这篇文章，主旨是劝说赵文王不要争斗，反映了庄子清静无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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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卷（共 108 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将密封线内的项目填写清楚。
2．用钢笔或圆珠笔直接答在试卷上。
题 号

四

五

六

七

总 分

得 分
四．（18 分）
15．把文言文阅读材料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闻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绝王之喜好也。
（2）赵国何求而不得也！
（3）夫子休，就舍待命。
16．阅读下面一首诗，然后回答问题。（6 分）
湖州歌（其六） 南宋x汪元量
北望烟云不尽头， 大江东去水悠悠。
夕阳一片寒鸦外， 目断东西四百州。
[注]此诗是元灭南宋时，作者被元军押解北上途中所作。
（1）简析“望”在诗中的作用。
（2）简析“大江东去水悠悠”与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表达的不同
情感。

17．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任选两小题）（4 分）
（1）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
，
。
（《孟子·齐桓晋文之
事》）
（2）
，依依墟里烟。
，鸡鸣桑树颠。
（陶元明《归园田居》）
（3）三十功名尘与土，
。莫等闲、
，空悲切。
（岳飞《满江红》）

五、（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 一 21 题。

看

树

高林瑜

在乡村学校，十多年了，我总喜欢看树。在四季的轮回中，树像这幽静的村庄，呈现它自
己的色彩。面对一棵树，我所追寻的只是树与天空构成的一种最纯朴的风景，然而这一切给人
的感觉，却像心灵散发的一阵阵光芒。
在春天的田野，我曾看过一棵树。那是一个已被水珠打湿的傍晚，我轻轻地抚摸着一棵枝
干像盘龙一样的榕树，它的庞大的树身盖住了一大片庄稼。和煦的风从耳边掠过，心霎时像一
泓明静的湖水，一向被忙碌踩乱的日子在心中渐渐沉静了下来。这时，风是最美的问候，把那
些曾在往事中褶皱的情感抚摸得平平展展的，似乎把人的每一缕思绪都变得那么纯粹而葱茏
了。从此，每当春天，我的心就成了温柔的绿色。
在夏天的山道上，我推着满装学生课本的三轮车，看过树。阳光火一般灿烂，山道上是一
棵棵苦楝树。它们尽力伸着腰肢，向我展示着一种青春的动感与奔放，碧绿的叶子润润地生长
着。那树阴给我的心遮上了一把清凉的伞。于是，我用歌声开始装点这长长的山路，用昂扬的
心情把不经意间掉进心里的那一点点孤独赶走。这时，最好掬一捧山道旁清澈的泉水，让那一
阵阵清凉去廓清那迷茫的视野。然后再摘几片大大的叶子，把阳光全装在心底。
在秋天的乡村，我带着学生们，看过树，我对他们说，秋天的每一棵树，都负载着一颗成
熟的心灵。一棵树也许滋润不了万物，担它能滋润自己的每一片叶子，养熟自己的每一个果子。
他们脸上荡满欢笑，如一个个红透的果。然后他们一个个把心贴紧树，紧紧地去拥抱那些树。
这时我突然觉得，对于他们，面对一棵树，竟是一种最美的完善。
在老家冬天的高原上，我曾和父亲赶路，看过树。那是一排白杨,它们和我们一样,在朔风
中感受一种寒冷。它们是钻天杨，很高大，但脚下却牢牢地抓住一方泥土，头顶一片苍天，在
风与雪中挺直着躯干，就像一杆杆坚强的旗帜。我知道，这是一种与脆弱无关的美丽。那一刻，
我们只是和树一样在凛冽的冰雪中遥望自己的远方。那是一排挂满冰霜的树，然而它们却至今
虔诚地站着，在我记忆的春天。
我喜欢看树，也爱思索树。人的一生就像一条长路，许多人走不到向往的尽头，而树的一
生像一片叶子，竟能把一生几乎完美地走完，直到将每一片叶子都染成金黄。我不曾想这是为
什么，但我明白，树的四季都在承受烈日和风雨，它坦然地以一种坚毅面对一树同样的叶子。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哲人的话：“永远不要哀叹，像树叶一样用一生绿着，最后成熟一个金色的
梦。”这是关于一片叶子的名言。我想，这也是关于每一棵树的名言。很多时候，我在想，不
管谁怎么说，我总渴望像树一样活着，坦然地正视自己的一生。
18．请赏析“风是最美的问候，把那些曾在往事中褶皱的情感抚摸得平展展的”这句话。(3
分)
答：
19．请你用自己的话表述作者在四季看树时内心受到的影响和启迪。（8 分）
春天看树：
夏天看树：
秋天看树：

冬天看树：
20．你怎样理解“我总渴望像树一样活着，坦然地正视自己的一生。”这句话在文中的含义？
（3 分）
答：
21．下列对本文的赏析，不正确
．．．的两项是（4 分）
A．作者采用托物言志的写法，通过描述树的特征表达对人生的感悟。
B．本文使用了多种修辞方法，其中“树的一生像一片叶子，竟能把一生几乎完美地走完”一
句用了比喻和比拟的方法。
C．“我喜欢看树，也爱思索树。”在结构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由前面写树转到后面写人。
D．文中提到树“能够滋润自己的每一片叶子”
“直到将每一片叶子都染成金黄”，委婉地传达
出一位乡村教师对学生深沉的爱。
E．文章最后一段中哲人的话，把树的形象描绘得更加具体、逼真，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
答：【
】
【
】

六、（12 分）
22．汉语中“AB” “AABB” “ABAB”式的词语，请另举出与示例相同的两组词语。（2
分）
例：
热闹
热热闹闹
热闹热闹
答：

23．请描述下面漫画的画面内容，并写出它的寓意。（4 分）

24．请你向张老师推荐一本书，说明推荐理由。要求不超过 60 字。（6 分）

七、（60 分）
25．请以“留给明天”为题写一篇文章。（60 分）
[要求]①除诗歌之外，文体不限。②不少于 800 字。

2005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天津卷）
语 文 参 考 答 案
一、（12 分，每小题 3 分）
1．C
2．B
3．A
4．B
二、（18 分，每小题 3 分）
5．C
6．D
7．D
8．A
9．C
10．D
三、（12 分，每小题 3 分）
四、（18 分）
15．（8 分）
（1）
听说太子您想要用我的原因，是想中止大王对斗剑的喜爱。
（2）
在赵国想要什么而不能得到呢！
（3）
您歇着吧，到馆舍等待命令。
16．（6 分）
（1）“望”字起到全诗景物描写的统领作用。
（2）
“大江东去水悠悠”抒发了作者身处国家衰亡不可挽救之时的悲痛心情，侧重现实。
苏轼的诗句表达了对历史流转、英雄不在的感慨，侧重怀古。
17．（4 分）
（1） 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蓄妻子
（2） 暧暧远人村
狗吠深巷中
（3） 八千里路云和月
白了少年头
五、（18 分）
18．（3 分）
把风拟人化，把情感具象化，反映出作者抛却烦恼后的平和心境。
19．（8 分）
心灵得到净化 心情昂扬振奋 得到自我完善的启迪
激励自己坚毅执著
20．（3 分）
人无论境遇如何，都要从容面对，努力实现自我价值。
21．（4 分）
C
E
六、（12 分）
22．（2 分）
23．（4 分）
24．（6 分）
七、（60 分）
25．（6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