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浙江卷） 语文
一、语言文字运用（共 24 分，其中选择题每小题 3 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漩
按捺
蜜饯
．（xuán）涡
．（nài）
．（jiàn）
B.桑梓
．（zǐ）
C.混
．（hùn）搭

鬈
．发（quán）
盘桓
．（huán）

稍纵即
．（jí）逝
昭
图穷匕
． （zhāo） 示
．（bǐ）见
喷
扛
．（pèn）香
．（káng）鼎之作

D.潜
佝偻
拙
戛
．（qián）伏
．（lóu）
．（zhuó）见
．（jiá）然而止
解析：A 项，按捺（nà）
；C 项，扛（gāng）鼎之作；D 项，拙（zhuō）见。
答案：B
2.下列各句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辩论双方唇枪舌箭，针锋相对，相持不下，后来正方二辩出其不意地抛出三个有力论据，
令反方措手不及，只好甘拜下风。
B.这位专家关于城镇化建设要防止落入“五大陷井”的说法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同，不少人
对他的真知灼见竖起了大拇指。
C.在“中国情结”绘画大奖赛中，作品《瑞雪兆丰年》创造性地融入了民族文化元素，让人
产生强烈的共鸣，最终拔得头筹。
D.每次登陆电子邮箱、微博或使用银行卡、会员卡时都须输入密码，而不同的密码容易混淆，
这给人们平添了许多烦恼。
解析：A 项，唇枪舌剑；B 项，陷阱；D 项，登录。
答案：C
3.下列各句中，加点的词语运用正确的一项是（
）
A.倒金字塔形的“421”家庭结构使得居家养老陷入困境，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又不够完善，
以至
．．中国养老问题日趋严重。
B.有人多次为芦山灾区慷慨解囊，倾尽全部积蓄；也有人声明自己将细大不捐
．．．．，以抗议某些
慈善机构运作缺乏透明度。
C.面对河水严重污染的现状，大学生自愿组成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满怀热诚
．．地进行生态环
境调查，积极宣传环保理念。
D.随着出版业的市场化和多元化，类型多样、题材丰富的作品大量涌现，其中也有一些作品
粗制滥造，令人不忍卒读
．．．．。
解析：B“细大不捐”望文生义。C“热诚”（不能做宾语）应为“热忱”
。D“不忍卒读”指
文章感人，读来令人伤感。
答案：A
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这部由第六代导演执导的青春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表现了主人公拒绝平庸、坚守梦想
的成长故事，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B.瑞典和芬兰研究人员最近发现某
些癌症存在“基因开关”
，这一成果有助于未来的癌症防治，但距离相应药物的问世还需要
很多年的深入研究。
C.近年来，我国在海外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汉语教学、汉语推广等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汉语
国际传播，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城市越来越受欢迎。

D.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重要标志之一”的 3D 打印技术，目前被各国艺术家用于复杂的中
小型雕塑作品创作和按原比例缩小的概念模型制作。
解析：A 项，
“表现……故事”不搭配。B 项，句式杂糅，
“未来”后加“用于”
，删去“距离”
。
C 项，语序不当，
“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城市越来越受欢迎”应与“促进了汉语国际传播”位
置调换。
答案：D
5.依次填入下面空格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
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上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_________，
画上者妙在_________，梦中者妙在_________，胸中者妙在_________。
①位置自如
②笔墨淋漓
③景象变幻
④丘壑深邃
A.④③②①
B.①②④③
C.②③①④
D.④②③①
解析：考查根据“语境”提示选择恰当语句衔接的能力。
“地上”与“丘壑”同类，
“画上”
是“笔墨”表现，
“梦中”特点是“变幻”
，判断到此，即可选出答案。
答案：D
6.用一句话概括下面这则文字的寓意。字数不超过 25 个字。（4 分）
太阳怨云：
“你为什么总是匆匆跑掉？”云怨风：
“你为什么吹得我站不住脚？”风怨太
阳：
“你为什么总是用灼热的鞭子赶着我跑？”
最后，雨一直下不来，禾苗干死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此题考查阅读理解寓意的能力，难度不大，重点考查对三者对话语言的理解，
“禾苗”
干死是在强调前面不负责任行为的严重后果。太阳、云、风三者的埋怨之情容易看出来。
答案：讽刺做事不负责任，互相推诿的现象。
7.仿照下面示例，用比喻的手法描述一组事物。要求合乎事理，句式和结构与示例相似，不
得选择“青天”
“月亮”
“芭蕉叶”
“露珠”作为描述对象。
（5 分）
【示例】
青天，是一片芭蕉叶，
月亮是一滴露珠。
手指，轻轻一点，它就落了。
解析：考查仿写句子的能力，要求较高，题目有一定的难度。该例句富有意境，含有诗意，
运用比喻修辞，生动形象，另选描写对象，仿写时也需包含这些形式。
答案：示例 1：大海，是一部字典，鱼虾是一组词语。浪花，随意一翻，它们就来了。
示例 2：大海，是一首乐曲，浪花是一个个音符。海风，随意一吹，它就演奏了。
示例 3：青山，是一座宝库，树木是一件宝物。鸟声，轻轻一啼，它就灵了。
示例 4：大地，是一位母亲，山峦是一颗眉间痣。人类，狠狠一刮，它就破了。
示例 5：生活，是一部戏剧，快乐是一首欢歌。甜嘴，轻轻一唱，它就乐了。
二、现代文阅读（共 29 分，其中选择题每小题 3 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8—10 题。
（9 分）
传统建筑不是一劳永逸的东西。它从个体到个体进行传播，而且每一代的质量都有很大
变化。它可能在达到某种高度之后突然没落，或是，在一定时期的败落之后，它也能在短暂
的几年间异常繁荣。就像所有活着的有机物，它在永恒的重塑过程中寻找自我。
它现在的贫乏并不致命，并不意味着会被永远拒之门外。它自身的没落为其正本清源和
准备改进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古典柱式中，建筑找到了它的最高表达方式：即使天才们也不
能再对它做进一步的改进，就如同无法再改进人类的身体和骨骼一样。辛克尔宣称：建筑的
进化在过去很显著，现在只有受过训练的眼睛才能觉察到古典柱式中所需要的改进。
这在所有的文化领域都是显而易见的：当说不好古典语言时不能就这样放弃；相反，在
这样的时刻，人们又必要建立适当的途径来重构古典形式。有人说传统建筑语言已经枯竭并
最终过时，这是一个灾难性事件的结果，这样的论点并不是出于对传统建筑自身内在结构的
评价，而是对传统建筑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滥用的拒绝。传统建筑远不是一种外来语，真正的
传统建筑仍在和我们对话，而且效果很好。即使我们不能够发出我们自己的，它仍在不断向
我们传达着精华的信息。
传统建筑始终是一种有生命的语言，尽管许多建筑师已经丧失了学习传统建筑语法、使
用传统建筑语汇的愿望。过去的、现代的危机既没有侵蚀也没有污染传统语言：它的规则、
含义、发明和词汇都只是在混乱中被暂时掩盖了起来或被人们所视而不见。传统建筑语言的
知识构架以及了解如何是哦那个传统建筑语言的过渡期被硬生生地打断了。它的原则完全可
能重现新貌，也可能已经正在进行中了。建筑价值的转变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自愿的，而
是有决定因素和原因的——它是一个文化的选择。
（选自【卢】莱昂·克里尔《社会建筑》）
8.下列不能支持“传统建筑不是一劳永逸的东西”这一观点的一项是（ ）
A.传统建筑有可能会暂时没落，它的发展和完善始终不曾停止过。
B.传统建筑如同一种活着的有机物，总是在重塑过程中寻找自我。
C.传统建筑由于并不致命的贫乏，目前被建筑师们暂时拒之门外。
D.传统建筑如人类身体和骨骼一样稳定，难以对其做进一步改进。
解析：
“传统建筑如人类身体和骨骼一样稳定”说法不妥，原文说的是“古典柱式中”
“即使
天才们也不能再对它做进一步的改造”。
“传统建筑不是一劳永逸的东西”意在说明传统建筑
并非一成不变，而一直在变化。本题考查对重要句子的理解，尤其对句中“关键词”的把握，
选项 D 就是把“传统建筑”与“古典柱式建筑”两个概念混搭。
答案：D
9.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传统建筑因被滥用而遭拒绝，致使有人作出其语言已枯竭的论断。
B.传统建筑就像古典语言一样，仍在不断向我们传达着精华的信息。
C.传统建筑产生危机，是由于建筑师丧失了使用传统建筑语言的愿望。
D.传统建筑语言并没有侵蚀和污染，其原则可能已经被人重新使用。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并概括信息的能力。原文是“尽管许多建筑师已经丧失了学习传统建筑
语法、使用传统建筑语汇的愿望”
。传统建筑产生危机的原因众多，也并非是“由于建筑师
丧失了使用传统建筑语言的愿望”
。
答案：C
10.概括传统建筑能传承下来的原因。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作者观点态度的概括。由第一段“就像所有活着的有机物，它在永恒的重
塑过程中寻找自我”可概括出“建筑自身是有生命力的”；由最后一段“它是一个文化的选

择”发现原因之二是“文化的选择”
。
答案：①传统建筑有自身的生命力。②这是文化的选择。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1—15 题。
（20 分）
牛铃叮当
李清明
①水乡多水牛。
②从我记事开始，一直到成年走出水乡，多以水牛为伴。不但假期要整天放牧水牛，即
使上学了每天也带上镰刀和竹筐，放学的路上割上满满一筐青草，回去喂养水牛。
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我们水乡，可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牛。洞庭湖多年淤
积的湖洲上围垦成水乡一个个院落。湖汊内港、沟渠水塘星罗棋布，到处长满茂盛的芦苇、
青草和野蒿，这些都是水牛们上好的饲料。水牛生命力强，容易饲养。春、夏、秋三季均以
自然生长的草蒿为食；到了万物枯萎的冬日，每天也只需一捆干草便能果腹。
④漫长的农耕时代，水牛一直被视为农家的命根子。从牛犊学会走路的那天起，它的脖
子上便被精心挂上一串铜制的铃铛。农忙季节，水牛可用于犁田、耕田；农闲时分，水牛能
帮助拉磨、碾压菜籽、稻谷，以便得到食油、大米。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村里就购买了
东方红牌拖拉机，还配备了犁、耙等成套的耕田机械。没承想几吨重的“铁牛”开进农田却
经常陷进淤泥中，有时淹得只看见顶部的烟囱，最后还得用十头水牛合力，才能“拖拉”出
来。
⑤水牛天生就能游泳，还是长距离泅渡的高手。水浅处水牛游得很慢，一边游还一边不
忘啃食水中的荷叶、蒿草和野生水稻；一旦游到水深处，它便变得特别快捷，一边用力划动
四肢，一边高高抬起头角，
“嗯呀——嗯呀”十分得意地叫唤不停。夏天，水牛成了我和一
班好伙伴的“游泳老师”
。跟着水牛学游泳，我们先是用柳条鞭子将水牛赶至河里，双手死
死地拽住牛尾巴，待水牛飞速抢渡时，再使劲用双脚拍击水面。不消两日，我们便掌握了“牛
刨”
“蛙泳”等全套的游泳本领。
⑥与水牛朝夕相处，我们也摸透了它温和、驯良的习性。只要你往牛头前一站，哪怕它
正在吞食草料，也会赶紧把头一低，让你攀住牛角，爬到它背上。待你坐好，水牛还不忘摆
动头角，
“嗯呀——嗯呀”撒娇般地叫唤几声，牛铃也会“叮当——叮当”地响个不停。骑
在牛背上的我们，头上扎着柳条帽，腰间别着把弹弓，右手高高扬起柳条鞭子，活像一个个
舞剑骑马、披挂出征的大将军。
⑦别看水牛平日温驯，一旦打起架来却异常勇猛，尤以处于发情期的公牛为甚。当攻击
开始时，公牛们双眼通红，抵足弓背，头缩至前腿中间，亮出尖尖的双角，冲撞挑击。一时
间，牛铃骤响，沙飞石跳，响声震天。这时，只有将干草燃成的火把投掷到牛头角力处，放
能将它们分开。
⑧终于，水牛老了。连田也耕不动的水牛，静静蹲在牛栏中，等待自己大限的到来。因
为害怕掉膘，乡亲们往往会提前宰杀水牛。被牛绳绑囚在树下的水牛，看到屠夫磨刀霍霍，
都会掉下一颗颗好大好大的眼泪，似有深深的不舍和无限的悲戚。想起水牛这一辈子所求最
少，干的却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活，站在一旁的我们不禁泪眼模糊。
⑨现今的水乡，早已不用水牛精耕细作，而是直接向稻田抛撒谷种，等天收粮，靠天吃
饭。放眼望去，湖洲上唯有水草疯长，久而久之便成了放养水牛的天然牧场。春天里，不再
耕田的水牛被赶至牧场，脖子上换上了刻有记号的新铃铛，直到冬天才各自牵回。一起牵回
的还有傍着公牛母牛的新生牛犊。牛犊的认领沿用的是乡里的老规矩：将各家的大牛小牛赶
至一处，看哪头牛犊跟谁家的大牛走，哪头牛犊就是谁家的。
⑩如今，利益的驱动让这样的老规矩开始面临挑战。由牛犊引发的纠纷，每有耳闻。曾

有相邻的两家因争六条小牛而互不相让，直至对薄公堂，一家甚至提出要用船装着大牛小牛
去省城做“亲子鉴定”
。自然，鉴定最后平息了纠纷，但花去的鉴定费、差旅费和诉讼费加
起来远远超过几头小牛的价值，这一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黑色幽默。
（11）打那以后，水乡的水牛们大都由放养改成了圈养。岁月流逝，牧童牛笛仿佛一夜
之间成了绝响。没了广阔湖洲茵茵绿草的映衬，少了骀荡和风的吹拂……牛铃依旧叮当，但
总觉得少了往昔的悦耳与悠扬。
（本文有删改）
11.第四段中“铁牛”
“拖拉”加上引号，有什么特别用意？（3 分）
解析：考查对文中重要词语意思的理解。
答案：①起强调的作用，旨在引起读者的注意。②“铁牛”与水牛形成对照，突出拖拉机被
“拖拉”的尴尬，有揶揄、幽默的意味。
12.赏析第五段中画线句。
（4 分）
解析：考查对重要句子的理解与欣赏。划线句子采用了“场景描写”和“细节描写”
，尤其
是“动作描写”
，意在说明水牛高超的泅渡本领及其生命属性和这种本领对我学游泳的巨大
作用。
答案：①通过动作（
“划动”
“抬起”等）描写和神态“得意地叫唤”）描写，以及在水浅处、
水深处不同游泳姿态的对照描写，形象刻画了水牛善于游泳的习性和生命的灵性。
②通过动作（
“赶”
“拽住”
“拍击”等）描写，生动表现了“我们”自由嬉戏的天性以及与
水牛的亲密关系。
13.作者为什么把牛犊引发的纠纷称作“黑色幽默”？（3 分）
解析：考查结合语境，对文中重要词语意思的理解。
答案：①利益的争夺与得不偿失的结果形成反差，产生讽刺性的喜剧效果。
②追逐利益的现实与古老的乡村传统相冲突，折射出时代变迁带来的无奈。
14.文中多次写到“牛铃”
，有什么艺术效果？（5 分）
解析：考查对“描写对象”艺术效果的鉴赏。
答案：①呼应题目，点明文旨。②作为线索，使全文结构更加紧凑。③形成背景旋律，增添
了感染力。④构成象征，承载了农耕时代的情感与记忆。
15.简要概括本文主旨，并谈谈你的感悟。
（5 分）
解析：考查概括文章主旨的能力，具有一定的探究性。文章 1—8 段，重点写了水乡农耕时
代，水牛的作用和水牛跟“我们”的密切关系。9—11 段重点写了现今，
“水牛”退出作为
重要工具后的情况，
“水牛”跟我们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养“水牛”仅是为了“经济利益”；
邻里乡亲的关系也开始利益化，失去了原有的淳朴。
答案：①本文主旨：表达了对淳朴、诗意乡村的眷恋，以及对田园牧歌图景消逝的怅惘。②
感悟（略）
。
三、古代诗文阅读（共 37 分，其中选择题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6—20 题。
（19 分）
送丁琰序
（宋）曾巩
守令之于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尝论今之守令，有千里者相接而无一贤守，有百里者相
环而无一贤令。至天子大臣尝患其然，则任奉法之吏，严刺察之科，以绳治之。或黜或罢者
相继于外。于是下诏书，择廷臣，使各举所知以任守令。每举者有姓名，得而视之，推考其
材行能堪其举者，卒亦未见焉。举者既然矣，则以余之所见闻，阴计其人之孰可举者，卒亦

未见焉。犹恐予之愚且贱闻与见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则求夫贤而有名位闻与见之博者
而从之问其人之孰可举者卒亦未见焉。岂天下之人固可诬，而天固不生才于今哉！
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则数更法以御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岂今之去古也
远，治天下卒无术哉！盖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师友之游，有有司之论，而赏罚之始于乡，属
于天下，为教之详至此也。士也有圣人之道，则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质，则皆可为材且良，
故古之贤也多。贤之多，则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仓廪贱官之选咸宜焉，独千里、百里之长哉？
其为道岂不约且明，其为致天下之材，岂不多哉？其岂有劳于求而不得人，密于法而不胜其
弊，若今之患哉？
今也，庠序、师友、赏罚之法非古也，士也有圣人之道，欲推而教于乡于天下，则无路
焉。人愚也，则愚矣！可教而贤者，卒谁教之哉？故今之贤也少。贤之少，则自公卿大夫至
于牛羊仓廪贱官之选常不足其人焉，独守令哉？是以其求之无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
以为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
姑苏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
“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
人无不乐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观良吏一传，则反覆爱之。如丁君之信
于其邑，予于旁近邑之所未见，故爱之特深。今为令于淮阴，上之人知其材而举用之也。于
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
求余文者多矣，拒而莫之与也。独丁君之行也，不求余文，而余乐道其所尝论者以送之，
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为吏者也。
（本文有删节）
16.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推考其材行能堪
堪：胜任
．其举者
B.岂天下之人固可诬
．
C.则数更法以御
．之

）

诬：诬蔑
御：防备

D.南城之政平
平：安定
．
解析：考查结合语境理解文言实词意思的能力。结合第一段内容和 “而天固不生才于今哉”
这句话，可知文章是在谈“人才有无”与“任用”问题，而非谈“诬陷、污蔑”的话题，据
此可推测“诬”不是“污蔑”之意，运用排除法，可选 B 项。
答案：B
17.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则皆可为材且
．良/不者，若属皆且
．为所虏
B.今也
．，庠序、师友、赏罚之法非古也/野马也
．，尘埃也，生物之以吸相吹也
C.人愚也，则
．愚矣/于其身也，则
．耻师焉
D.拒而莫之
．与也/恐年岁之
．不吾与
解析：考查对文言虚词意义和用法的判断。四句课内句子的虚词，意义和用法是熟悉的，可
以较准确地判断。再结合文意，A 项“材且良”的“且”是表并列关系的连词，
“皆且为虏”
的“且”是“将要”的意思。B 项两个“也”均表“句中停顿”。C 项前一个“则”是“就”
之意，后一个“则”连词表转折。D 项前一个“之”做宾语前置句的“宾语”
，是代词，后
一个“之”做宾语前置的标志。
答案：B
18.下列对原文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这篇赠序的重点不是写丁琰的才干，而是针砭吏治不修、地方官员才德低下的社会现实，
进而建议推行古代庠序、师友、赏罚之法，以培养足够的人才。

B.本文首段感慨贤人之少，一唱三叹，再通过古今对比，叹问之间，忧虑国事之情溢于言表，
文末由勉励丁琰推及天下为吏者，更使文章深意无尽。
C.作者认为有圣人之道的世人匮乏并且缺少激励机制，学校又严重不足，是造成“今之贤也
少”的重要原因，这种见解可谓一针见血，深中肯綮。
D.作者通过南城县令、邑人的评价来称赞丁琰的政绩，为他能得到有司举荐并被任命为淮阴
令而发出“得人”的感叹，体现了爱才若渴之心。
解析：由第三段可知“缺少激励机制，学校又严重不足”并非“今之贤也少”的重要原因，
“今之贤少”重要原因是“士也有圣人之道，欲推而教于乡于天下，则无路焉。人愚也，则
愚矣！可教而贤者，卒谁教之哉？”
答案：C
19.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
（3 分）
犹 恐 予 之 愚 且 贱 闻 与 见 焉 者 少 不 足 以 知 天 下 之 材 也 则 求 夫 贤
而 有 名 位 闻 与 见 之 博 者 而 从 之 问 其 人 之 孰 可 举 者 卒 亦 未 见 焉。
解析：考查“断句”能力。抓“名词”、“动词”、“形容词”，看“标志性”词语。
答案：犹恐予之愚且贱／闻与见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则求夫贤而有名位∥闻与见
之博者／而从之问其人之孰可举者／卒亦未见焉
20.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
（7 分）
（1）其岂有劳于求而不得人，密于法而不胜其弊，若今之患哉？（4 分）
（2）奚重而不更也？ （3 分）
解析：
（1）句考查了状语后置“密于法”
，关键词“胜”
“患”
。
（2）句考查关键词“奚”
“重”
“更”的翻译。
答案：
（1）哪里会有搜求上费力却得不到人材，制度法令上严密却弊端无穷，
（导致）像今
天这样的忧虑呢？
（2）为什么如此严重却不改变呢？
（二）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21—22题。
（7分）
秦中吟歌舞
（唐）白居易
秦中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所营
唯第宅，所务在追游。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秋宫为主人，
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一乐，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注〗阌（wén）乡：旧县名。白居易有《奏阌乡县禁囚状》，详述了无辜妇孺被关进阌乡
狱并遭受迫害的惨状。
21. 这 首 诗 揭 露 了 中 唐 尖 锐 的 社 会 矛 盾 ， 表 现 出 强 烈 的 忧 国 忧 民 之 情 ， 与 杜 甫 名 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脉相承。（2 分）
解析：本题考查了学生对文本关键句的理解和对知识“横向联系”的能力。
答案：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22.赏析这首诗对比艺术的特色。
（5 分）
解析：考查对艺术特色的赏析，而且规定是对“对比”艺术的分析，难度较大。
答案：①从结构上看，开头两句兴起全篇，接下来十四句详写统治者骄奢侈靡的生活，而结
尾仅用两句描述“冻死囚”
，文势陡急，有一落千丈之势。
②从艺术效果看，前面十四句通过层层铺叙、渲染，为结尾一幕作艺术的铺垫，前后构成强
烈、鲜明的对比，震撼人心。

（三）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23--24 题。
（5 分）
子贡曰：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
“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
《论语·学而》
）
子曰：
“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论语·宪问》）
箪食瓢饮，不改其乐；子路衣敞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皆所谓不耻____________
者。
（宋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
）
23.补出上面的材料的空缺部分。
（2 分）
解析：此题考查对课内知识的掌握，亦有对文句意思理解的考查。
答案：颜子（颜回）恶衣恶食
24.根据上面的材料，简析孔子的观点。（3 分）
解析：考查对儒家思想观点的理解。第一则材料孔子强调“贫而乐，富而有礼”；第二则材
料说明要有“贫而无怒”的心态；第三则材料孔子赞同颜回“贫而乐”精神，提倡子路“不
耻恶衣恶食”的精神。
答案：①贫穷而不抱怨是困难的，富有而不骄横是容易的，故处贫难，处富易，这是孔子对
人之常情的体认。
②处于贫穷时不仅要保持气节，更要安贫乐道；处于富有时不仅要不骄横，更要谦逊好礼。
（四）古诗文默写。
（6 分）
25.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的空缺部分。
（只选 3 小题）
（1）子曰：
“志士仁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
（2）时维九月，序属三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勃《滕王阁序》
）
（3）______________，百年多病独登台。______________，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登高》）
（4）有如此之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趋于亡。（苏洵《六国论》
）
（5）______________，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______________。
（韦庄《菩萨蛮》）
解析：考查对课内名篇名句的掌握和正确书写的能力。
答案：
（1）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2）潦水尽而寒潭清
烟光凝而暮山紫
（3）万里悲秋常作客
艰难苦恨繁霜鬓
（4）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
日削月割
（5）人人尽说江南好
画船听雨眠
四、作文（60 分）
26.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60 分）
中国作家丰子恺：孩子的眼光是直线的，不会转弯。
英国作家赫胥黎：为什么人类的年龄在延长，而少男少女的心灵却在提前硬化。
美国作家菲尔丁：世界正在失去伟大的孩提王国，一旦失去这一王国，那就是真正的沉
沦。
综合上述材料，你有什么所思所感？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注意】①选好角度，确定立意，自拟题目。②不得脱离材料内容及含义的范围作文。
③明确文体，但不得写成诗歌。④不得抄袭、套作。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