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吉林省吉大附中高三第四次模拟考试语文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传统中国文化中家的形象，蕴含了中国人关于人生和宇宙意义的基本解释。中国古代丰
厚的“家”学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探寻终极幸福之源的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在古人看来，家是自我栖身的场所，没有家的庇护，身、心、灵将会漂泊无依。亲子关
系、夫妻关系、代际关系、今生与后世和前世的关系，以及家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关系，是支
持自我成长、成人的必然前提。
家以沟通协调差异之间关系为起始，以实现“和而不同”、
“亲密差异”为旨归。家以保
全生命、延续族类生存的方式汇合了一切可能的差异性，生成有机的生命共同体。诸如性别
差异、姓际差异、年龄差异、身份差异、资源差异、自然与文明差异等，这些差异亦自然亦
文化、亦个别亦整体地支持并维护着家的存在。在对待“身份差异”的“正名”中，规定与
“名”相符的责任和义务之“实”
；在对待性别差异中，视两性之和乃人伦之始，所谓“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在对待姓际差异上，视两姓之和乃“附远厚
别”
，乃“万世之始”
；在对待年龄差异上，其“尚齿”的文化，主张代际之间的“父慈子孝”
、
同代人之间的“孝悌”精神，显示出特有的智慧。这些共同构成现实家庭中的亲缘情理。
古人以身家一体为本，类推于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构造出艺术化境域的亲缘情理。中
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是基于血缘亲情的一体化的身体，所谓“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
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故有敬其身就是敬其亲，伤其亲
即为伤身体的亲缘情理，这种以身为本根生发的亲缘情理，由亲爱之情类比类推于人类社会
与天地万物之间，同时将个人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推及人类社会和自然。所谓“爱其亲，不
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由此不难理解孟
子的“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
达之天下也”
。这种以身家为本的情感和义理，不仅“亲亲而仁民”
，而且“仁民而爱物”，
以一种艺术化的境域，充塞天地之间。
从原本意义上讲，人是栖身于亲缘共同体，并从中获得安定感和幸福感，唤起神圣使命
感的居家之人。中国古代以身家一体为核心，将家的亲缘情理推及他人、社会和宇宙，符合
生命本身的轨迹，以及人类历史的逻辑。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丰厚的家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和追求幸福的精神源泉。
B.家是自我栖身的场所，中国古人于其中不断学习协调自我与外部的关系。
C.“尚齿”文化和“孝悌”精神是古人用于处理同代关系与代际关系的智慧。
D.在孟子看来，人们从孩童时代起就懂得要敬爱父母，长大后懂得尊敬兄长。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本内容的筛选和概括。A 项，“丰厚的家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和追求幸
福的精神源泉”说法错误。C 项，
“
‘尚齿’文化和‘孝悌’精神是古人用于处理同代关系与
代际关系的智慧”张冠李戴。D 项，
“在孟子看来，人们从孩童时代起就懂得要敬爱父母，
长大后懂得尊敬兄长”说法错误。
答案：B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文章立足于传统中国文化中家的形象，阐述了古代家学的内涵及其价值。
B.文章从两个维度论述家的亲缘情理，后一维度的阐述以前一维度为基础。
C.文章由居家之人的安定感论起，推导出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生发缘起。
D.文章末段总结全文，强调了由人生命本身的轨迹唤起的社会神圣使命感。
解析：本题考查对论点、论据、论证以及论证结构等的把握，同时考查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和
辨析。D 项，
“人生命本身的轨迹唤起的社会神圣使命感”说法错误，
“社会神圣使命感”非
“由人生命本身的轨迹唤起”
。
答案：D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如果一个家庭的亲子关系出了问题，孩子的安定感和幸福感必然大打折扣。
B.一个家族有好的家学传统，家族成员之间的差异性便容易协调，达成一致。
C.因为古人重视血缘亲情，尊重亲缘情理，所以懂得敬重长辈、关爱呵护家人。
D.如果没有古代丰厚的家学，中国人对于人生和宇宙意义的理解将受到影响。
解析：本题考查文本内容的分析。B 项，
“一个家族有好的家学传统，家族成员之间的差异
性便容易协调，达成一致”说法错误，相关信息在文章第二自然段，根据原文，无须“达成
一致”
，原文说“家以沟通协调差异之间关系为起始，以实现‘和而不同’、‘亲密差异’为
旨归的”
。
答案：B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14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阳光的味道
已经好几天没出太阳了，他的心情也差到了极点。自从关到这里之后，他对阳光有着异
乎寻常的渴望。
下午，天气突然放晴，有阳光透过铁窗的栅栏，斜射到冰冷的水泥地面上。
看到阳光，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过一抹神采。他霍地站起身，快步跑到铁窗前，朝着
阳光照进的地方拼命吸了吸鼻子。尽管室内的空气有些污浊，但他还是闻到了那种暖暖的阳
光味道。
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对阳光有种特殊的偏爱。无数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提着篮子，跟
在母亲身后，挖野菜、拾麦穗、摘豆角……温暖的阳光洒在他和母亲身上，带着一种田野的
芬芳和泥土的清香，那味道好闻极了！从那时起，他就特别喜欢阳光，喜欢那种淡淡的阳光
味道。
上学后，他坐在了临窗的位置。每每听课走神或是昏昏欲睡之时，只要用力吸吸鼻子，
闻一闻窗外阳光的味道，便顿感神清气爽、精力充沛。
或许是阳光给了他自信和力量，高考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省内的一所重点大学，
并于大学毕业后进入了省城的一家大型企业。
到企业上班后，他依然是那种风风火火的阳光性格。两年时间，他就由一名普通员工提
升为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
后来，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妻子不太爱讲话，但很能干，很会体贴人。
婚后的日子过得很平淡，也很温馨。妻子知道他喜欢阳光，就特意在不大的院子里拴了
一根铁丝，只要一遇晴天，就把家里的被子一一摊在铁丝上晾晒。晚上，他躺在暖乎乎的被
窝里，嗅着清新的阳光味道，感到异常的幸福和温暖。
有了阳光的滋润，他在事业上干的特别顺。几年时间里，他由部门经理到行政总监，再

到副总经理，最后又坐上了总经理的位子。
记得荣升总经理那天，妻子炒了几个他最爱吃的菜，陪着他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午后的
阳光照在他们的背上，很舒服、很惬意。当时妻子都说了些什么，他已记不太清，只记得妻
子再三叮咛他——当领导了，平时工作忙，记住要多在外面晒晒太阳，因为在太阳底下心里
才能亮堂！
他知道，妻子最了解他的个性，让他晒太阳是想告诫他要光明正大地做人。
刚开始时，他确实努力去做了，可后来他就渐渐迷失了自我。那一次，当一个包工老板
把他拉到夜总会里昏天黑地畅玩一夜后，他突然发现——原来黑夜比阳光下更加充满诱惑！
于是，他开始远离阳光，沉醉于灯红酒绿、放纵享乐的奢靡生活。尽管妻子依然在天天
为他晒着被子，但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后来，他干脆不再回家……
“瞿——”一声尖利的哨音响起。他知道，该是放风的时间了。这哨音，让他想起了那
辆呼啸而至的警车。那天，当他戴着冰凉的手铐，低着头钻进警车时，他蓦然感觉天气是那
么的冷！
身陷囹圄后，他的心更是冷到了极点。平日里那些个两肋插刀的哥们和点头哈腰的下属
也都一哄而散，没人再会想起他。
后来，妻子得知消息，赶过来看他。他满怀愧疚，低着头没说一句话。
那次，妻子也没有太多的话语，只是揉着发红的眼睛，无声的抽泣。末了，妻子颤抖着
声音告诉他，要他安心改造，别忘了多晒晒被子。
那一刻，他不禁潸然泪下……
“咣当”一声，大铁门被重重打开，一名狱警站在门外，“9 号，该出去放风了，还愣
着干吗？”
他激灵一下，站直身子，快步向牢门走去。刚走几步，他又折身回来，一直回到角落的
床铺前，抱起了铺上的被子。
“这都下午了，你还晒被子？”狱警问他。
“是啊，出太阳了，晒晒被子，心里亮堂些！”说完话，他扛着被子，大步向大院中走
去。西斜的太阳下，他吸了吸鼻子，再次闻到了阳光的味道……
（选自《天池》
，有删改）
4.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 ）
（3 分）
A.小说写他小时候在阳光的照耀下挖野菜、拾麦穗、摘豆角以及上学后沐浴着阳光读书的情
形，其目的是突出阳光在他人生中的作用。
B.结婚以后，他躺在妻子晾晒过的暖乎乎的被窝里，享受着阳光的味道，更受到阳光的滋润，
所以事业上一帆风顺，最后坐上了总经理的位子。
C.他在当上总经理之后，一开始还能光明正大地做人，但是后来没有抵制住诱惑，一步步滑
落到犯罪深渊，其遭遇说明了外界诱惑的可怕。
D.小说运用第三人称的手法叙事，侧重于描写被关在监狱中的他的所见所思，作为一个曾经
的成功人士，其最后的结局让读者深思。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综合赏析能力。A 项，“是为了突出阳
光在他人生中的作用”分析不当，交代对阳光的喜爱。B 项，结合文本内容“有了阳光的滋
润，他在事业上干的特别顺。几年时间里，他由部门经理到行政总监，再到副总经理，最后
又坐上了总经理的位子”分析，因果关系不当。C 项，“其遭遇说明了外界诱惑的可怕”分
析不当，偏离文艺。
答案：D

5.小说中的妻子有哪些突出的形象特点？请简要分析。（6 分）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文中的形象的性格特征。答题时根据文中对该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
等描写和他人的评价等概括，答题时先答出性格特征，后面列出文中的依据。
答案：①内敛冷静：她不太爱讲话，但在他荣升总经理那天，再三告诫他要光明正大地做人。
②温柔体贴（或善解人意）
：知道他特别喜欢阳光，所以只要一遇晴天她就晾晒被子，让他
感到非常幸福和温暖。③不离不弃（或胸怀宽广）：在他被关进监狱以后，她仍赶过来看望
他，让他安心改造。
6.小说中的“阳光”有何作用？请结合全文简要问答。（5 分）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文章标题的作用，答题时注意人物性格、情节的推动和主旨的角度作答，
此题从人物的性格和主旨的角度思考。
答案：①“阳光”意味着自由、光明和正能量，他心里有阳光时，就能不断进步，反之则走
向堕落，直至身陷囹圄，
“阳光”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揭示小说主题。②“阳光”作为环
境的一部分，他由“阳光”想到自己的过去、现在，不仅推动情节的发展，而且暗示人物的
心理。③由“阳光”到“阳光的味道”，在再现人物心理的同时，还反复点题，并于结尾处
给予读者联想，耐人寻味。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材料一：
2017 年 6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卢森堡首相贝泰尔时强调，要深化双方在“一
带一路”建设框架内金融、产能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共建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三年前，2014 年 6 月 27 日下午，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卢货航”
）的
波音 747—8F 全货机“郑州号”满载欧洲商品，降落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郑州—卢森堡货
运航线正式开通。
三年来，河南航投与卢货航不断完善通航点布局和航线网络，航点覆盖全球 9 个重要枢
纽城市，航班由开航时的每周 2 班加密至每周 15 班。截至今年 5 月，累计执飞航班 1365
班，货运量达 22．39 万吨，每周贡献货运量近 3000 吨。
2017 年 5 月 3 日凌晨，阿联酋航空 EK327 航班从银川河东国际机场顺利起飞。银川成
为中国第 4 大对阿航空口岸。同银川河东国际机场一样，中国多地机场加强基础设施现代化
建设，为“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对于民航业来说，落实‘一带一路’建设任务，关键是要加快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
国家的多维空中走廊。
”东航集团董事长刘绍勇说。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2014 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始实施“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打开了中外电影合作新
局面。三部中印合作电影项目《功夫瑜伽》《大闹天竺》及《大唐玄奘》最终在中国、印度
还有其他丝路沿线国家悉数上映。此外，还有中捷、中俄、中英、中泰、中越等合拍的大量
影视片陆续上映。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拍摄团队远赴欧洲、东南亚、非洲实地取景拍摄。这
些都折射出中国电影日益开放的姿态、多元包容的取向。
除了合拍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电影行业也正在逐渐实现全球化。近年来，
《美人鱼》
《长城》等影片走出国门，登陆好莱坞影院，
《长城》更是开拓了中美合拍片的新
模式。
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影市场中的进口片，不再是美国好莱坞一家独秀，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日益增强。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都有电影进入中国市场。
近日，旨在“探寻电影之美高峰论坛‘一带一路’电影发展与全球电影新格局”的北京
国际电影节主办方宣布，每年将与沿线国家共同举办双边或多边电影展映。今年“最佳金丝
带”电影奖花落俄罗斯电影《白虎》
。
（摘编自人民论坛网）
材料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览表

（图表来源：人民网）
7.下列对“一带一路”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郑州—卢森堡货运航线的开通是双方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金融和产能等合作的重要
体现。
B.加快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多维空中走廊是民航业落实“一带一路”建设任务的
关键所在。
C.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电影行业呈现日益开放的姿态和多元包容的取向，不断探寻
发展新模式。
D.大量优秀的进口影片进入中国电影市场，表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
日益增强。
解析：本题考查信息筛选和整合能力。D 项，
“大量优秀的进口影片进入中国电影市场”无
中生有。原文为“中国电影市场中的进口片，不再是美国好莱坞一家独秀，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日益增强。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都有电影进入中国市场”。
答案：D
8.下列对三则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不正确的两项是（ ）
（4 分）
A.材料一所叙述的“空中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为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多
维空中走廊进行了有效的实践。
B.材料二简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电影行业的合作与交流，反映了中国对于中外文

化交流多元模式的广泛探索。
C.中国与欧洲国家“空中丝绸之路”的迅捷高效和超大运力，只是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
上丝绸之路”的有益补充。
D.“空中丝绸之路”的构建和“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的实施，是“一带一路”倡议跨国度
跨文化跨领域思维的重要体现。
E.根据三则材料，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融
合，其中，对亚洲国家产生的影响最大。
解析：本题考查信息筛选和整合能力。C 项，
“只是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的有益补充”无据。E 项，涉及国家多不等于影响最大。
答案：CE
9.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化进程中呈现出的新特征。
（5 分）
解析：本题考查归纳内容要点的。答题时根据题干的要求先筛选主要的信息，然后对筛选的
信息按照不同的角度进行整合。
答案：①范围扩大：参与的国家多，涉及区域广。从陆上和海上逐渐发展到空中，三位一体
的立体多元多维发展。②领域广泛：从经济、政治逐渐发展到生态、文化等，多领域深化发
展。③方式多样：从单向输出或输入逐渐发展到双方甚至多方的合作与交流。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问题。
郑继之，字伯孝，襄阳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余干知县。迁户部主事，历郎中。进
四川副使，以养亲归。服阙，久之不出。万历十九年，用给事中陈尚象荐，起官江西，进右
参政。东征师罢，吏部尚书李戴议留戍兵万五千，令朝鲜供亿。继之曰：“既留兵，自当转
饷，奈何疲敝属国。
”议者韪之。
四十一年，吏部尚书赵焕罢。时帝虽倦勤，特谨铨部选，久不除代。以继之有清望，明
年二月乃召之代焕。继之久处散地，无党援。然是时言路持权，齐、楚、浙三党尤横，大僚
进退惟其喜怒。
文选郎中王大智者继之所倚信比考选科道中书舍人张光房当预而持议颇右于玉立李三
才遂见抑。大智同官赵国琦以为言。大智怒，构于继之逐之去。由是，御史孙居相、张五典
等援年例故事以争，且为光房称枉，吏科都给事中李瑾亦以失职抗疏劾大智。大智乃引疾去。
继之亦不为辩。
至明年二月，胡来朝为文选，出兵科都给事中张国儒、御史马孟祯、徐良彦于外，复不
咨都察院、吏科。国儒已推京卿，法不当出外；孟祯、良彦则素忤党人，故来朝抑之。继之
不能禁。时居相等已去国，独瑾再争，诋继之、来朝甚力。来朝党思以众力胜之，于是诸御
史群起攻瑾。瑾争之强，疏三上。来朝等亦三疏诋讦，来朝乃言：
“年例、协赞之旨，实秉
国者调停两袒，非可为制，乞改前令从事。
”帝一无所处分。瑾方奉使，自引去。四十五年，
大计京官，继之与李鋕司其事，给事中徐绍吉佐之，所去留悉出绍吉等意，继之受成而已。
一时与党人异趣者，贬黜殆尽。
继之以笃老累疏乞休，帝辄慰留不允。明年春，稽首阙下，出郊待命。帝闻，命乘传归。
又数年卒，年九十二。赠少保。
（选自《明史·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有删节）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文选郎中王大智者／继之所倚／信比考选科道／中书舍人张光房当预而持／议颇右于玉
立／李三才／遂见抑／
B.文选郎中王大智者／继之所倚／信比考选科道／中书舍人张光房当预而持议／颇右于玉
立／李三才／遂见抑／
C.文选郎中王大智者／继之所倚信／比考选科道／中书舍人张光房当预／而持议颇右于玉
立／李三才／遂见抑／
D.文选郎中王大智者／继之所倚信／比考选科道中书舍人／张光房当预而持议／颇右于玉
立／李三才／遂见抑／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断句的能力，答题时注意一些常见的句尾、句首标志性的词语，句子结
构的对称，文中词语充当的成分，句子成分的省略，叙事内容的变化等。
答案：C
11.下列对文中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户部，古代六部之一，掌管全国的疆土、屯田、户籍、赋税等事宜，最高长官为户部尚书。
B.服阙，古礼规定，父母死后，须守丧三年，期满除去丧服。为官者为父母守孝一般要解除
官职。
C.大计，明清两代考核外官的制度。每三年对官吏政绩考察一次，这项制度始于周代，明朝
成为定制。
D.疏，中国古代文书的一类，又称“奏疏”
“奏议”，是古代臣僚向帝王进言所用的文书的统
称。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古代文化常识的能力。题中 A 项，“屯田”归工部管辖。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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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继之很有见解。对于东征后的留守军队要朝鲜供应给养一事，他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
能让属国疲敝，得到大家肯定。
B.郑继之深得信任。吏部尚书赵焕被罢免后，皇上对于这个重要职位长久不任命接替的人，
最后才让郑继之接替这个职务。
C.郑继之绝不护短。王大智是郑继之所信赖依靠的人，但当其被人上疏弹劾、不得不托病辞
职而去时，郑继之未替其辩护。
D.郑继之远离党争。郑继之长期处于闲散位置，没有党羽支持；他也没有参与党派争斗，但
仍被徐绍吉等人谴责，遭贬黜。
解析：本题考查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D 项，“但仍被徐绍吉等人谴责，遭贬黜”
错误，文中是郑继之接受了徐绍吉等人已定的方案，被贬黜的是那些与帮派志趣不同的人。
答案：D
13.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0 分）
（1）然是时言路持权，齐、楚、浙三党尤横，大僚进退惟其喜怒。
（2）明年春，稽首阙下，出郊待命。帝闻，命乘传归。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并翻译文中句子的题目，答题时注意直译，重点注意句中重点实词、虚
词、活用和句式的翻译。
答案：
（1）然而此时谏官们掌握权力，齐、楚、浙三派更是横行，大官员的进退也只能按照
他们的喜怒（来行事）
。
（2）第二年春天，
（郑继之）在宫阙下跪拜，到城郊等待命令。皇帝听闻，命令他乘坐驿车

回乡。
（二）古代诗歌阅读（11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问题。
秋晚客兴
苏轼
草满池塘霜送梅，疏林野色近楼台。
天围故越侵云尽，潮上孤城带月回。
客梦冷随枫叶断，愁心低逐雁行来。
流年又喜经重九，可意黄花是处开。
14.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两项是（ ）（5 分）
A.首联写出了一派晚秋景象，却没有杜甫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萧瑟之感。
B.颔联运用比喻手法，形象地写出了夜幕来临时天色吞噬云彩，潮打孤城的场景。
C.颈联“冷”字一语双关，既是写晚秋天气的凉冷，也是写作者漂泊心境的孤冷。
D.深秋傍晚，作者旅居在外的愁绪更加浓烈，无法排遣，只好寄托于南归的大雁。
E.“愁”是诗眼，作者借秋景抒“愁”，又以“愁”写“流年”，
“愁”贯穿全诗。
解析：B 项，诗歌的第三句写傍晚夜幕来临的状态，运用的是拟人的修辞手法。E 项，本诗
尾联情感“由悲转喜”
，故 E 项中“
‘愁’贯穿全诗”分析不恰当。
答案：BE
15.本诗尾联在表情达意方面颇有特色，请简要分析。
（6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诗歌鉴赏中的名句赏析和情感赏析。
答案：①尾联直接抒情，表达作者在重阳节看到中意的菊花盛开的欣喜之情。②用语通俗易
懂，抒情自然流畅。
“又喜”
“可意”
“是处”等词口语化，有助于作者情感直接自然流露。
③感情由悲转喜，层次丰富，提升了诗歌格调。前三联抒发悲秋之情，尾联以喜悦之情作结，
显示出诗人的豁达性格。
（三）名篇名句默写（5 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屈原在《离骚》中以“__________，__________”直接表明美德是诗人心中所崇尚的，
即使死亡也不悔此心志。
（2）苏轼在《赤壁赋》中先以“____________”来慨叹人生的短促，接着对奔流不息的长
江表达了羡慕之情。
（3）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以落花立意，形象表达出自己虽然辞官，但仍会关心国家的
前途和命运，并甘愿献身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名篇名句的背诵默写。注意识记与积累，别写错别字。
答案：
（1）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2）哀吾生之须臾
（3）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17.下列各句中划线成语的使用，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①在红色家风中，最深沉绵长的就是爱民、敬民、惠民的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

不仅身体力行，并且一以贯之。
②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中科院院士卢柯说：“希望现在的年轻科研人员能致力于
创新，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
③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移动支付使用人数的增长呈现出青云直上的态势，尤其是年青人，
“出
门只带手机”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
④在交流分享的过程中，他神气十足，引起了参会来宾的共鸣和对赫基集团移动学习运营的
好奇，将交流会推上一个小高潮，赢得了大家称赞。
⑤所谓“洗稿”
，就是通过东拼西凑、改头换面炮制“原创”作品。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互
联网生态环境。
A.①④
B.②③
C.①⑤
D.③⑤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使用词语的能力。②冒天下之大不韪：指不顾舆论的谴责而去干坏事。
不符合语境。③青云直上，朝着青天一直上升，形容地位直线上升，不用于形容数量，对象
错误，使用不当。④神气十足：形容摆出一副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了不起的样子。褒贬不当。
答案：C
18.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3 分）
A.随着老旧社区微改造项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街心公园藏身于大城市的街巷中，弥补了城
市步行环境欠佳、人际互动场所不足的局限。
B.蜂蜜是早期人类唯一的甜食，对我们的祖先至关重要，它的主要成分果糖和葡萄糖可以直
接被人体吸收，能快速产生热量，补充体力。
C.凭借智能化的设计与强大的功能，这款新型扫地机器人一上市就迅速抢占了四分之一到五
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成为智能化家庭的新宠。
D.为设计一款既符合青年人口味，又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手机游戏，他查了近一年的资料，还
进行了大量的用户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解析：本题考查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A 项，“弥补了城市步行环境欠佳、人际互动场所
不足的局限”搭配不当，
“弥补”与“局限”不搭配，可将“局限”改为“缺陷”。C 项，
“抢
占了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市场份额”不合逻辑。数值表述应该从小到大，应为“五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
。D 项，表意不明。
“查阅了近一年的资料”可以说是一年来的资料，也可说是
用了一年的时间来查阅资料。
答案：B
19.下面一则文稿中，表达上不妥当的有几处（ ）
（3 分）
招聘启事
本校因发展需要，特面向全国各地招聘小学思维训练、阅读写作、英语、美术、书法全
职教师共五名。要求：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及相关学科教师资格证书，有 2 年以上学校或培
训机构教学经验者优先。年薪 15～20 万左右（特别优秀者可网开一面）
。有兴趣的可将个人
材料发送至 LIHUA@163．com，并保证材料真实有效。欢迎致电垂询。联系电话：13012345678。
智慧教育培训学校
2018 年 4 月 28 日
A.2 处
B.3 处

C.4 处
D.5 处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的表达运用。将“15～20 万左右”改为“15～20 万；将“网开一面”
改为“面议”
；将“有兴趣的”改为“有意者”
；将“致电”改为“来电”
。因此共有 4 处错
误。
答案：C
20.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
密，每处不超过 15 个字。
（6 分）
是什么外在因素促使早期灵长类进化出了特殊的性征，即它们带手指的前肢。科学家给
出了一个出其不意的答案：___________。开花植物进化出更大、更鲜美的果实，________；
而作为回报，这些灵长类动物频繁地为植物传花授粉——它们吞食植物果实后，将种子四处
播撒，使得这些植物非但没有灭绝，________，甚至衍生出了新种。就这样，灵长类动物进
化出了可以抓握的手。
解析：这是一道根据文意填空的题目，答题时注意前后文的照应，以及语意的提示，如第一
空注意后文“开花植物”
，第二空注意后面的“它们吞食植物果实后”，第三空注意前文“衍
生出了新种”
。
答案：
（1）与开花植物有关
（2）吸引灵长类动物来吃
（3）反而大量繁殖
21.下面文段在表达上有三处逻辑问题，请指出并加以修改。（5 分）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先生的《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近日由三联书店出版，该
书很有特色，它把人物与思想、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代有机结合起来，很好读也很耐读，
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有吸引力的书之一，每一个读者只要读了这本书，就会有一种爱不释手
的感觉。在当今这个信息井喷和工作压力巨大的时代，能一口气读完一本书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所以你也一定能一口气读完它。只要你读完了它，你就能变成
一个智慧的人。
解析：本题考查逻辑推理能力，注意抓住语段中推理错误，或表述绝对的句子，“每一个读
者只要读了这本书，就会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只要你读完了它，你就能变成一个智慧
的人”过于绝对；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所以你也一定能一口气读完它”强加因果。
答案：①过于绝对。修改：许多作者读了这本书，都会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②强加因果。
修改：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相信你也可能一口气读完它。③条件错误。修改：“你读完
了它，也许就能变成一个智慧的人”
。
四、写作（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一片曾经丰饶的土地逐渐变得贫瘠，许多动物陆续离开了这里。小鸟对蚯蚓说：“我也
要走了，你不走吗？”蚯蚓说：
“我还是想留在这里。”小鸟拍拍翅膀，依依不舍地飞走了。
蚯蚓看了看小鸟的背影，继续埋头松土。甲虫从远方赶来，和蚯蚓一起忙碌起来。几年之后，
小鸟回来了，带着一群伙伴，它们嘴里衔着各种各样的种子。小鸟惊讶地发现这片土地已经
变得松软，还长出了小草。蚯蚓说：
“你离开的这段时间，甲虫和我一起翻土堆肥，这里渐
渐变好了。
”小鸟和伙伴们把种子播撒在大地上。大地上开满了鲜花，蝴蝶和蜜蜂也来了。
根据上面的材料，结合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
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解析：材料作文的审题：第一步，读懂材料，抓住主旨。首先要注意材料的特点：单则材料

要从整体上把握其主旨；多则材料应弄清它们的异同，从而把握中心；比喻性材料要理解其
比喻意义；含哲理性寓言材料，要把握其寓意。第二步，选择角度，准确立意。主旨单一的
材料据材料立意即可；蕴涵丰富的材料，可从多角度立意，即发散思维多向立意。
答案：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无论丰饶还是贫瘠，无论开遍鲜花还是满目荒芜，这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因为她像母
亲一样无私地养育了人们，因为她随时随地都在牵动人们的心魂和情思。也许有人会像故事
中脚踏实地的蚯蚓，始终不离不弃，守望着这片土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一点一滴地改变
土地的面貌；也许有人要学展翅高飞的鸟儿，到远方去寻找资源和友伴，将希望的种子带回
家乡，播撒在大地上；也许还有人和甲虫一样，怀抱同情心和同理心，帮助远方的伙伴建设
他们的家园——路径可能不同，做法可能相异，共同的是对土地的热爱之心和感恩之情。
这片土地可能很小，小到只是我们足下的一乡一村。但人们对土地最初的认识和情感，
正是来自于这一片片乡村的土地。对于从农耕文明的土壤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来说，乡村是很
多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乡书
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古代中国的诗人们以诗言志，乡思和乡愁是古代诗歌最基本的精神
母题之一。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今日中国的乡村建设
者正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鲁起袖子加油干。在江南，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领袖针对乡村
片面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建设主张；15
年来，浙江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在外经商的生意人回乡担任村干部，远道而来的老外在
莫干山开起了“洋家乐”
，一个个生态村、民俗村、花园村、文化村次第建成。坚守者久久
为功，援助者蹄疾步稳，归来者善作善成——许多在城市化进程中曾经凋敝了的中国乡村，
正在和浙江省乡村一样，展现新的面貌，绽放新的生机。
当然，这片土地也可能很大，大到成为我们心中的泱泱家国。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
土，是中国人念兹在兹的共同家园。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古代中国，无论富如明朝、强如前清、开放如唐宋，也无论积贫积弱、
落后挨打如晚清，中国人始终赤胆忠心，忠贞不渝。
“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今日
中国，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无论留守本土或留学归国的中国子民，还是来自海外的各国才俊，有凤来仪，笃志笃行，无
数人的努力，正在共同托举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和辉煌。
或许，这片土地还很远，远到和我们生活似乎并无关联的异域他乡，远成看不见也摸不
着的浩瀚地球。但是，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家园，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是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在茫茫宇宙中，人类命运与共，人类与地球命运与共。
“地球，我的母亲！我过
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诗
人的歌咏代表人类共同的心声。
“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领袖的号召引领人类共同的未来。
坚守者初心不老，归来者仍是少年，援助者心手相牵。是的，令人牵挂的是这片神奇的
土地，让人投入的是这片希望的土地。事实上，对于每一片土地的建设和发展来说，往往既
少不了如蚯蚓一般的坚守者，也需要如小鸟一般的回归者和甲虫一般的援助者。正是大家各
司其职、齐心协力，我们的家乡才会有更加美丽动人的千山万水，我们的家国才会有更加美
丽富裕的千村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