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江苏省盐城市第三中学第三次模拟考试试卷语文
第Ⅰ卷
一、语言文字运用（15 分）
1.在下面一段话的空缺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3 分）
身怀济世宏愿的汤显祖，因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由身居庙堂的仕宦沦落为游走江湖的
剧优，曾经的________之梦破灭，他只能为戏曲世界中的儿女申诉。________的际遇使他阅
尽世事沦桑，于是他以诗以剧的艺术形式描绘出一个________、人鬼通情的艺术世界。
A.经天纬地
急转直下
惊心动魄
B.经国济世
江河日下
惊心动魄
C.经天纬地
江河日下
勾魂摄魄
D.经国济世
急转直下
勾魂摄魄
解析：本题考查词语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首先要理解各词语的含义，然后再结合具体语境分
析。经天纬地：形容人的才能极大，能做非常伟大的事业。经国济世：指拯救人世，治理国
家。根据文中的“身居庙堂的仕宦”可知用“经国济世”
。急转直下：形容形势或文笔等突
然转变，并且很快地顺势发展下去。江河日下：比喻情况一天天地坏下去。格局后文“际遇”
可知用“急转直下”
。惊心动魄：原指文辞优美，意境深远，使人感受极深，震动极大。后
常形容使人十分惊骇紧张到极点。勾魂摄魄：形容事物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或威吓的力量。
根据后文的“艺术世界”可知应用“勾魂摄魄”。
答案：D
2.对下面一段文字的解读不恰当的一项是（ ）
（3 分）
《有一天啊，宝宝》有谈到关于媒体的一段：
“宝宝，我为什么一直对媒体很有戒心，是
因为媒体老是让你以为，你听过那首歌了，但其实你没听过；老是让你以为你看过那个人了，
但其实你没看过；老是让你以为你知道灾难与死亡了，但其实你不知道。媒体好像渔网，把
有生命的鱼都拦截在网子的那一边，到这一边流出来的，都只是水而已。”
A.媒体隔绝生活中的生命现象，留给我们无味的东西。
B.媒体对世界进行虚假的解读，所以我们要警惕媒体。
C.媒体宣传了这个世界的虚假，所以我们要警惕媒体。
D.媒体欺骗孩子的精神世界，影响他们精神的独立性。
解析：根据“媒体老是让你认为……，但其实你没……”可知“媒体隔绝生活中的生命现象”
“媒体对世界进行虚假的解读”
“所以我们要警惕媒体”
“影响他们精神的独立性”正确，根
据“到这一边流出来的，都只是水而已”可知“留给我们无味的东西”
“媒体欺骗孩子的精
神世界”正确，C 项“媒体宣传了这个世界的虚假”没有依据。
答案：C
3.下列对联与可使用场所对应恰当的一项是（ ）
（3 分）
①三代鼎彝昭日月
一堂图画灿云霞
②龙蛇蜿蜒归梨枣
鸟兽飞腾入简笺
③有迹可寻模传墨本 无体不备意在笔先
④白首壮心写大海
青春浩气画高山
A.①古董行
②刻印社
③碑帖馆
④书画社
B.①古董行
②书画社
③刻印社
④碑帖馆

C.①碑帖馆
②刻印社
③古董行
④书画社
D.①碑帖馆
②书画社
③刻印社
④古董行
解析：根据①中的“鼎彝”可知应用于“古董行”；根据②中的“梨枣”
“简笺”可知应用于
“刻印社”
；根据③中“墨本”可知应用于“碑帖馆”
；根据④中的“写大海”
“画高山”可
知应用于“书画社”
。
答案：A
4.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句是（ ）
（3 分）
汉代陶塑在艺术风格上没有直接继承秦代的具象写实，汉兵马俑较之秦兵马俑，在形式
处理上“取大势去繁缛”
，不造作不雕饰，________。这种风格的形成，不是因为汉代生产
技术的落后，而是因为受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自然审美观的影响。
A.虽然有一种自然朴拙的亲切，但没有了精雕细刻的精致
B.虽然没有了精雕细刻的精致，但反而有了一种自然朴拙的亲切
C.只有没有了自然朴拙的亲切，才会有一种精雕细刻的精致
D.即使没有精雕细刻的精致，也会有一种自然朴拙的亲切
解析：本题考查简明、连贯、得体的能力，主要是语句连贯，注意从句式和内容上和上下文
的联系。
答案：B
5.下列诗句中，与下图漫画的情境最吻合的一项是（

）
（3 分）

A.画里常写空山，一人观竹听风。人问空山何在，空山即是心中。
B.风中孤雁南去，无端生出闲愁。秋山秋水伴我，何人在你心头？
C.秋水时深时浅，春色有淡有浓。年年来此树下，心情总是不同。
D.关河万里萧索，心中三分寂寥。闲看几枝新花，乱了一本芭蕉。
解析：认真细致的观察画面的内容。
“空山即是心中”应该是虚，不应出现在画面中；
“年年
来此树下”
“闲看几枝新花，乱了一本芭蕉”都是实景，画面中应该出现，可是画面中没有。
答案：B
二、文言文阅读（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小题。
箫洞虚小传
傳占衡

今箫非箫也，盖古“尺八”
。近予临川车衮擅其巧，今世称“洞虚子”者是也。
衮，戴湖村人，字龙文。幼涉学，凡艺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于竹，凡竹之属皆善，而
最善者窍尺八也。自言年七岁，弄俗箫成声，辄恶其声。十岁时得吴市箫吹之，亦不厌已意。
然好弥甚，至妨语食。剡刳刻镂，大变旧法。昼则操造水滨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苍蒨中。
当月野霜庭、鸟睡虫醒之际，启塞抑按，未尝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床，骂前人聋钝，
不闻此妙矣。
顷之，其乡人持一管万里外，遇解音客，购之万钱双绢。自是洞虚子箫闻天下。顾产僻
左，足不到吴越歌舞场，客居十指不给。其后俗箫稍稍窃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虚”
，乱
吴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虚子家故贫自若也。时澹荡以酒人客高门雅士间，语次骂座，众欲
殴之。已而闻箫声，满坐皆欢，又相与洗盏更酌。盖其为人如此。
四方之知洞虚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许人也。其箫表里濯治，得议制之妙；无瑕声，无累
气，饰以行草秀句，山水渔钓，宫观烟树，人物花鸟虫豸杂工，写描勒入神。而其独得之妙
在选竹，竹至千尺取十一，盖有柯亭、爨下遗识乎？啸咏之顷，辄以斤锯自随。园公林监或
訾病之，好事者赏其僻，不问也。
予尝得二焉，其一潇湘合流，八景分峙，隙间题咏，毫发可数；其一十八尊者图，李龙
眠笔、苏子瞻赞、秦太虚记皆具。尝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谓：
“子是艺如北方佳人，绝世独
立，余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明孤吹，然非洞虚箫，宁称子山文乎？”衮大喜，遂别作
一枝遗予，彤以一丘一壑，一觞一咏，而题其上云：
“青筠欲托王褒赋，明月吹成庾信文。”
且曰：
“箫之寿计年计十，人之寿计十计百，先生作传，洞虚之寿不可计。敢请！”予笑诺之，
因访其利病最要处。衮乃曰：
“箫孔下出贯纶者两，宜差后而斜睨，勿作中而径往。
”予爱其
聪巧绝伦，戏为《箫洞虚传》传之。嗟夫！恐亦如流马木牛，尺寸具诸葛书中，人不能用也。
（选自张潮《虞初新志》
，有删节）
6.对下列句子中划线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启塞抑按，未尝去手
抑：或者
B.乱吴市中，暴得直
直：价值
C.园公林监或訾病之
訾：指责
D.彤以一丘一壑
彤：用红色涂饰器物
解析：A 项，抑：吹箫的动作，压。
答案：A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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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虚子自己介绍说，他在年少的时候就能吹奏市面上的箫，但他并不喜欢那些箫发出的声
音。然而他对制箫的痴迷却越来越深，不断地探索着技术的革新
B.洞虚子箫里外都处理得法，吹奏起来音色完美无瑕，气息流畅而不呆滞，用来装饰的书法
及绘画都很精美，而最重要的在于所选用的竹子质地优良。
C.作者曾经拥有两支洞虚子箫，一支箫上刻绘潇湘合流、八景分峙的美景及题咏的文字，另
一支箫上刻绘李龙眠的十八罗汉图，以及苏东坡题写的赞和秦观作的记。
D.洞虛子清楚一支箫的使用年限不长，人的寿命也有限，而传主的声名却会随着文字而永远
流传，所以请求作者为他作传，并主动向作者介绍了箫制作的关键。
解析：D 项“并主动向作者介绍了箫制作的关键”说法有误。文中句子为：予笑诺之，因访
其利病最要处。
答案：D
8.把文中画线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8 分）

（1）顷之，其乡人持一管万里外，遇解音客，购之万钱双绢。
（2）恐亦如流马木牛，尺寸具诸葛书中，人不能用也。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的翻译能力。文言翻译要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同时注意字字
落实。翻译后的句子要通顺，不能出现病句。
答案：
（1）不久，他的同乡帯着他所制作的一支洞箫到了万里之外的地方，碰到到一个懂得
音律的行家，那人用万钱双绢买下那支箫。
（2）
（洞虚子的制作方法）恐怕也会像流马木牛那样，制作的尺寸都在诸葛亮书里，但人们
就是无法运用。
9.根据文本，简要概括洞虚子在为人处世方面的特点。（4 分）
解析：找到文中的相应的句子，然后翻译，题干要求概括洞虚子在为人处世方面的特点，注
意根据文中的句子“起舞拍床，骂前人聋钝，不闻此妙矣”
“顾产僻左，足不到吴越歌舞场，
客居十指不给”概括其“淡泊闲适，直率坦荡”的性格特征。
答案：淡泊闲适，直率坦荡。
三、古诗词鉴赏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列小题。
（11 分）
早秋夜作
韦庄
翠簟初清署半销，撇帘松韵送轻飙。
莎庭露永琴书润，山郭月明砧杵遂。
傍砌绿苔鸣蟋蟀，绕檐红树织蟏蛸注。
不须更作悲秋赋，王粲辞家鬓已凋。
【注】蟏蛸：蜘蛛的一种，脚很长，通称蟢子。
10.请说说诗歌的前三联是如何扣住“早秋”二字展开描写的。
（5 分）
解析：注意从描写的着眼点分析，首联“署半销”
“送轻飙”从触觉的角度着眼，颔联“莎
庭露”
“砧杵遂”
，颈联“鸣蟋蟀”
“红树”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着眼，描写“早秋”
。
答案：首联通过“翠初清”
“送轻”写出早秋天气给人“暑半销”的触觉感受；颌联从视听
两方面，写了早秋的露水和砧杵声；颈联进一步从视听角度写了蟏蛸织网和蟋蟀鸣叫的早秋
之景。
11.简要赏析尾联的表达效果。（6 分）
解析：可以从内容、手法和情感的角度切入，此诗的尾联“不须更作悲秋赋，王粲辞家鬓”
已凋从手法上看，作者借王粲辞家的典故，从情感上看，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感，以及思
乡念亲之情。
答案：用典。作者借王粲辞家的典故，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感，以及思乡念亲之情。
四、名句名篇默写（8 分）
12.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
（1）汩余若将不及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屈原《离强》
）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如须史之所学也。（荀子《劝学》
）
（3）萧关逢候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王维《使至塞上》
）
（4）曲终收拨当心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白居易《琵琶行》
）
（5）_______________，只是朱颜改。
（李煜《虞美人》）

（6）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_________________。（范仲淹《岳阳楼记》
）
（7）_________________，切问而近思。
（《论语•子张》）
（8）操千曲而后晓声，_______________。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
解析：本题考查名句名篇默写能力。名句默写要注意字形，而字形与字义分不开，可以借助
字义来识记字形。注意重点字的写法。
答案：
（1）恐年岁之不吾与
（2）吾尝终日而思矣
（3）都护在燕然
（4）四弦一声如裂帛
（5）雕栏玉砌应犹在
（6）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7）博学而笃志
（8）观干剑而后识器
五、现代文阅读（一）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下列小题。
（20 分）
黄宝
聂鑫森
黄宝惨烈的叫声，是在农历冬至节的凌晨突然爆发的。下了一夜的雪停住了，雪光如万
道刀光从窗口反射到屋里来，墙上的大挂钟正好清脆地敲了五下。
妻子说：
“刘乾生开杀戒了！
”
我蓦地坐起来，然后又躺下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黄宝必定要死的，我早就预感到了。
昨天傍晚，我走出这栋楼三单元的铁栅门去散步。在刘乾生杂物间的门外，有一个用小
木杉支起的三角架，这个“绞架”当然是为黄宝准备的。
刘乾生看见我，尴尬地搓搓手，说:“明日冬至哩。厂长的爹七十大寿哩，我……没别
的送，就送这条狗吧。
”
黄宝摆着尾巴跑过来，眼里分明有泪。
我解开一个小塑料袋，把切好的香肠倒在雪地上。黄宝低低地叫唤了一声，然后大口地
嚼起来。
我转过脸走向庭院中。往常，黄宝在吃过这些美食后，都会欢叫看跟上来，陪着我散步。
但这次没有！我回过头去，看见黄宝吃完后，又回到刘乾生的身边，去嗅主人的裤脚。
黄宝的叫声渐小渐弱，然后戛然而止。
我是先认识黄宝，尔后才认识刘乾生的。
在一个初秋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出门去散步。顺便提着垃圾袋朝墙边那一排塑料桶
走去。突然一条黄毛土狗跑了过来，不停地摇着尾巴，眼巴巴地望着我，嘴边流着涎水。它
眼神里透出的恳求感染了我。我从大塑料袋里，翻寻出那个专装肉骨头的小塑料袋，解开口
子，放到地上，然后我去散步了。
十分钟后，我觉得身后有了动静，一看竟是这条黄毛土狗跟来了。刚刚走到后院，斜刺
然蹿出一条不大不小的狼狗，张牙舞爪地吼叫着。老实说我有些慌乱。黄毛土狗飞快地从我
身后跳到前面，大张着嘴，露出两排利齿，愤怒地嘶吼着，逼得那条狼狗慢慢地往后退去。
在这一刻，我对这条黄毛土狗，有了极好的印象。
以后我每次下楼，如果塑料袋里没有肉骨头，就会切好一截香肠。黄毛土狗吃过后，会
陪着我在庭院中一圈一圈地散步。
后来我知道了它的名字叫黄宝。
因为认识黄宝，所以对它的主人也开始留心打听起来。
黄宝的主人叫刘乾生，住在这栋楼二单元二层靠右边的一个两居室里。他是城东一家中
型锻压机厂的工人，是个锻工。这厂是个特困企业，常常发不出工资。眼下正在搞改制，他
能否继续留用还是个未知数。老婆早几年和他分手了，另找了个开小饭馆的老板过快活日子

去了，把一个读初中的儿子扔给了他。刘乾生当然买不起这里的房子，是房产商开发这块地
皮时，拆迁了他一栋土砖瓦房，将一套两居室和一个杂物间赔偿给了他。
黄宝就孤零零地住在一楼的杂物间里，里面空空荡荡的，刘乾生有时带一点剩饭剩菜倒
在杂物间门边的破盆里，有时什么也没带。因此，黄宝常常处在一种饥饿之中，这栋楼的人，
都觉得黄宝太可冷了，出门时总带些肉骨头和拌了肉汤的米饭，倒进那只破盆里。出于条件
反射，黄宝一听见铁栅门响，就会欢叫着跑过来，那是它最快乐的时候。
黄宝一天天长高长壮了。
有一个傍晚，黄宝跟着我散步走到社区门口时，正碰到刘乾生下班回来。萧索的秋风里，
他的脸色很憔悴，矮矮墩墩的身子显得很沉重。他对我笑了一下，然后问：
“我听说你是写
文章的，你认识我们厂长吗？他将来肯定是董事长，权力大着哩。
”
我摇了摇头。
他叹了口气，说：
“幸亏我早打听到了他爹的寿诞是哪一天，老爷子平生特爱吃狗肉。”
说完，竟自走了
书房里，空调呼呼地吐着热风。大概是八点多钟的样子，我听见有人敲门。我走出书房，
踱到大门后，从猫眼里往外望去。竟是刘乾生，手里提着一腿狗肉。我觉得心里非常难受，
便又蹑手蹑脚回到了书房，任敲门声断断续续地响。
刘乾生终于走了。
傍晚，我下楼散步的时候，雪下得挺大。黄宝住的杂物间的门关紧了，雪地上洁白如故。
住在这栋楼的几个邻居居，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围聚到我身边。他们的脸上积淀
着愤懣，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黄宝被他杀了，哪个忍心吃黄宝的肉！
”
“刘乾生心狠，不可交。没有人会再理他。”
我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听，一转身，走向漫天风雪中。
这栋楼的人真的不再搭理刘乾生了。
到春节前夕，我听说刘乾生在改制后企业留用人员的红榜上名落孙山，厂里以三万元的
低额款买断了他的工龄。按规定，满了 45 岁的人才不再留用，刘乾生还差三个月哩。
我决定去看望终日缩在家里不敢出门的刘乾生，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同情和关爱。
（选自《最后的绝招》，有删改）
13.简要分析第一段的作用。（6 分）
解析：可以从语段的内容、手法和结构的角度分析，从内容上看，写黄宝的叫声突然爆发和
雪光；从结构上看，黄宝的叫声突然爆发，设置悬念，引出下文黄宝和刘乾生的遭遇；从手
法上看，雪光的描写渲染了惨烈的气氛；从内容上看，烘托了我内心的震动和悲伤。
答案：黄宝的叫声突然爆发，设置悬念，引出下文黄宝和刘乾生的遭遇；雪光的描写渲染了
惨烈的气氛，烘托了我内心的震动和悲伤。
14.小说画线语句体现了人物怎样的心理？（4 分）
解析：注意根据前文的情节，自己把刘乾生拒之门外的原因等，分析心理感受，主要是“悲
伤”
“厌烦”
“内心的犹豫、愧疚和矛盾挣扎”
。
答案：表现了我对黄宝之死的悲伤，对刘乾生的厌恶；还表现了刘乾生对我的讨好，以及内
心的犹豫、愧疚和矛盾挣扎。
15.小说对刘乾生的刻画大量运用了侧面描写，请结合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4 分）
解析：侧面描写一般有环境的烘托，其他人物的烘托等，本题主要是通过次要人物的烘托来
表现主要的人物的特征。

答案：从黄宝悲惨境遇侧面展现了刘乾生落魄的生活，并表现出他性格的冷漠：从我对刘生
既厌恶又同情的态度，侧面体现了刘乾生人格的拙劣和身份的卑微：从邻居对他的评价侧面
表现了他被人唾弃的田地。
16.有人说小说最后一段可以省去，对此你怎么看？请说明理由。（6 分）
解析：这是一道开放式题目。首先明确观点，然后结合文章的结构，人物的塑造，主旨的表
达等角度分析原因。
答案：不可以省去。最后一段与前文“我”不想说也不想听邻居的议论相呼应，使情节更加
完整；终日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又体现了刘乾生的可怜之处，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我决定看
望刘乾生表达出对草根命运的同情，丰富了主题。
可以省去。黄宝命运起因就是刘乾生改制事件，以刘乾生在改后的结果为结尾，情节已经完
整；刘乾生杀狗送给厂长却没有得到留用，极具讽刺意味：以此结尾，戛然而止，出人意料，
引发读者思考。
六、现代文阅读（二）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列小题。（18 分）
厚度 温度 气度
赵峰旻
①“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这是《西
游记》的开篇诗，每当提起中华文化，人们往往要从“盘古开天地”说起。这源于它既标志
着中华儿女征服自然的精神气魄，又可借此厘清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来龙去脉。
②《三五历纪》记载：人类历史太初，没有天，没有地，世界混沌黑暗中，孕育出大力
神盘古，神斧一挥，天崩地裂，轻的气往上浮，成为天，重的气往下坠，成了地。盘古像一
根擎天大柱，顶立于天地之间，阻止天地重归混沌，一万八千年之后，天变得极高，地变得
更厚，盘古也累倒了，身体变成了高山、河流、草木等自然物体，成为天地间最伟大的神。
③盘古开天辟地只是人类成长的开始，这种成长，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前行，中华文明
的渐渐演变，走向了一个博大，深厚，值得憧憬的漫长过程。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有“三十
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
，是世界公认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
④人类一旦接近了历史，就接近了文明，而是能证明华夏文明标志的莫过于城，青铜和
文字。河南淮阳一座黄帝时代的古城遗址考古，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而与甲骨文
一脉相承的“陶文”距今约有五千年，我们可以从距今约五六千年龟甲上的河图和洛书中去
寻根问祖，可以从“河洛文化”的历史脉络中，触摸中华文化的温度。
⑤中华文化就像一堆篝火，在文明中不断扩大，历经尧、舜、禹，走过夏，商、周，日
臻成熟，不断发光。在西周建立礼乐文明之后，穿过春秋，越过汉唐……与中原文化，已蜀
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早期的主体——华夏
文化。而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距今千多年的古城和祭坛，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又将
华夏文化推到五千年以上。
⑥盘古开天地“一日九变”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与时俱进，精进求变，自由翱翔和于
“秦皇汉武”
“唐诗宋词”
“四书五经”
“诸子百家”的天地里，传导着盘古开天的饱和力量。
这种力量凝聚成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经过岁月淘洗之后，变得更加深厚，这种深厚力
敌千钧。
⑦人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文化的触角变得更加犀利，影响力也变得日益壮大。诸子百
家文化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经典，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诸多文化大融合，中华民族文化精
华更加融入人的内心、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达到天人合一的极致。

⑧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诞生，美国等欧美国家也相继开设孔子学院，汲取儒家哲
学精髓，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以及全球开枝散叶。
⑨以神话开头的世界，为人类留下意志力的骄傲。当神话走向现实，蓄积了几千年文脉
温度的古老中国，一下子有了文化厚度、精神气度。变得离天空更远，离苍生更近。
选自《烟火流年》，有删改）
17.请简要分析本文的论述层次。
（6 分）
解析：注意各段落之间的联系，同时注意文中的句子，尤其是“盘古开天辟地只是人类成长
的开始，这种成长，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前行，中华文明的渐渐演变，走向了一个博大，深
厚，值得憧憬的漫长过程”是文章的观点，“变得离天空更远，离苍生更近”是其意义和影
响，中间的段落具体的论述“中华文化在岁月中变得更加深厚，更有温度，更具力量”
。
答案：首先，以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引出话题，说明中华文明湘渐演变走向深厚的过程；
接着，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中华文化在岁月中变得更加深厚，更有温度，更具力量。最后总结
有厚度的中华文化的影响和意义。
18.文化厚度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哪些意义？请简要分析。
（6 分）
解析：可以根据文章的重点句子概括，根据文中的句子“这种成长，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前
行，中华文明的渐渐演变，走向了一个博大，深厚，值得憧憬的漫长过程”
“以从‘河洛文
化’的历史脉络中，触摸中华文化的温度”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与时俱进，精进求变”
“经
过岁月淘洗之后，变得更加深厚，这种深厚力敌千钧”“诸子百家文化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经
典，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诸多文化大融合”概括。
答案：让中华文化拥有了一个博大、深厚、值得憧憬的漫长过程，并从中触摸到文化的温度，
使文明不断扩大融合，让中华文化与时供进，精进求变，更加有气度，有力量。
19.请结合文章阐述文末“变得离天空更远，离苍生更近”的内涵。
（6 分）
解析：遵循句不离段的原则，这句话在文章的结尾，根据本段和上文的句子“当神话走向现
实，蓄积了几千年文脉温度的古老中国，一下子有了文化厚度、精神气度”
“中华民族文化
精华更加融入人的内心、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达到天人合一的极致”概括句子
的含义。
答案：中华文化从神话走向现实，变得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也更融入了人的内心和灵魂，
天人合一。

七、写作（70 分）
20.根据以下材料，选取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文体不限，诗歌除
外。
一个人，可以高到云层里，也可以低到泥土里。愿你高到云层时，还会想到泥土的气息；
也愿你低到泥土中，还会留有云层的味道。
解析：本题属于材料作文。注意抓住句子中的词语“云端”
“泥土”
，和“气息”
“味道”
，前
面的两个词语讲的是“位置”
，后面讲的是“本质”
“品行”
。由此立意为“位置的改变不意
味着本质的改变”
；
“位置变化不要影响本质”
“不玩初心”等；还可以立意为“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有点”等问题。注意要有全局意识，要从材料的整体着眼，不能纠缠局部的细节，
否则很有可能出现偏题跑题现象。
答案：略。

第Ⅱ卷（附加题）
一、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10 分）
先生注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
有定论。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
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
历十子之流。南宋唯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未
为犹当也。
（选自《人间词话》
）
【注】先生：即周邦彦。
21.用斜线“/”给上面文言文中的画线部分断句。
（限 5 处）（5 分）
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
解析：题考查文言文句子断句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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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
人早有定论。
22.“欧、秦似摩诘”一句中“秦”指______，
“摩诘”指__________。（2 分）
解析：本题考场文学常识的积累。主要集中在作家这方面。可以回忆课本上出现过的作品。
答案：秦观 王维
23.作者认为“昔人以耆卿比少陵，未为犹当也。”的原因有哪些？请简要概括。
（3 分）
解析：根据文中的句子概括，此题注意根据文中的句子“耆卿似乐天”
“而词中老杜，则非
先生不可”概括即可。
答案：周邦彦作品本身精工博大，以宋词和唐诗比，柳永（耆卿）只可和白乐天比，而词词
中老杜，则非周邦彦不可。

二、名著阅读题。
（15 分）
24.下列对有关名著的说明，不正确的两项是（ ）
（ ）（5 分）
A.《呐喊》中《风波》的主人公七斤住在农村，作品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五四时期中国农村破
败的真实情景，深刻提示了危机背后的社会危机。
B.《老人与海》中的男孩曼诺林的形象与老人的形象是不可分割的，他既是老人经历的见证
者，也是老人的精神传人。
C.“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茶
馆》中唐铁嘴的这段话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精神毒害。
D.《欧也妮•葛朗台》中，因为看上了葛朗台女儿欧也妮的品貌，公证人克罗旭和银行家德•
格拉桑经常出入葛朗台家。
E.觉新是巴金《家》中高家的第三代“觉”字辈的大少爷，觉新的亲事最终是由他父亲用拈
阄的办法决定的。
解析：A 项，小说《风波》通过对在江南某水乡发生的一场由辫子引起的风波的描写，反映
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所以说“五四时期”错误；D 项，公证人克罗旭和银行家德•格拉
桑是因为看上了葛朗台女儿欧也妮的家产才经常出入葛朗台家。
答案：AD

25.简答题（10 分）
（1）
《红楼梦》第 30 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中“双敲”指什么？“痴
及局外”指什么？（6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学名著的识记和理解能力。回忆课本涉及到的和经典阅读中列出的作品。
答案：宝钗借靛儿来找扇子，发泄对宝、黛的不满；宝钗又借李逵负荆，讽刺宝、黛。
宝玉看到蔷薇架下龄官划蔷字，产生同情恻隐之心；宝玉在自己雨中浑身湿透的情况下，还
舍不得龄官。
（2）
《三国演义》中，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是指哪三件事？（4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学名著的识记和理解能力。回忆课本涉及到的和经典阅读中列出的作品。
答案：第一，只降汉帝，不降曹操；第二，两位嫂嫂请给俸禄养赡；第三，但但知刘备去向
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三、材料概括分析题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15 分）
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一个文人先须是一个人，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
生活。有了这个基础，他让所见所闻所感所触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来，不装腔，不作势，
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的独到的风格，世间也只有这种文字才算是上品文字。除着这个基
点以外，如果还有什么资禀文使文人成为文人的话，依我想，一是对于人生世相的敏感。事
事物物的哀乐可以变成自己的哀乐，事事物物的奥妙可以变成自己的奥妙。
“一花一世界，
一草一精神，
”有了这种境界、自然也就有同情，就有想象，就有彻悟。其次是对于语言文
字的敏感，语言文字是流通到光滑污滥的货币，可是每个字在每一个地位有它的特殊价值，
丝毫增损不得，丝毫搬动不得，许多人在这上面苟且敷衍，得过且过，对于语言文字有敏感
的人便觉得这是一种罪过，发生嫌憎。只有这种人才能有所谓“艺术上的良心”，也只有这
种人才能真正创造文学，欣赏文学。诗人济慈说：
“看一个好句如一个爱人。”在恋爱中除着
恋爱以外，一切都无足轻重；在文艺活动中，除着字句的恰当选择与安排以外，也一切都无
足轻重。在那一刻中（无论是恋爱或是创作文艺）
，全世界就只有我所经心的那一点真实，
其余都是虚幻。在这两种敏感之中，对于文人，最重要的是第二种。古今有许多哲人和神秘
主义的宗教家不愿用文字泄露他们的敏感，像柏拉图所说的，他们宁愿在诗里过生活、不愿
意写诗。世间也有许多匹夫匹妇在幸运的时候中偶然发见生死是一件沉痛的事，或是墙角一
片阴影是一幅美炒的景象，可是他们无法用语言文字把心中的感触说出来，或是说得不是那
么一回事。文人的本领不只在见得到，尤其在说得出。说得出，必须说得“恰到好处”
，这
需要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有这敏感，他才能找到恰好的字，给它一个恰好的安排。
（选自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有删改）
26.“上品文字”的特征有哪些？请依据文本简要概括。（3 分）
解析：根据文中的句子“他让所见所闻所感所触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来，不装腔，不作势，
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的独到的风格”概括“来自作者的真实体验”
“是本色的表达”
“有
独到的风格”等要点。
答案：来自作者的真实体验，是本色的表达，有独到的风格。
27.“看一个好句如一个爱人”在文中的含义是什么？（6 分）
解析：遵循句不离段的原则，结合语句的位置作答，根据文中的句子“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
“在文艺活动中，除着字句的恰当选择与安排以外也一切都无足轻重”概括句子的含义。
答案：文人要有对语言文字的敏感；在文艺活动中，除着字句的恰当选择与安排以外，一切

都无足轻重；表现了文人对语言的执迷。
28.请结合文章谈谈如何才能“使文人成为文人”。（6 分）
解析：根据文中的重点句子“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
“对于人生世
相的敏感”
“需要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
“有这敏感，他才能找到恰好的字，给它一个恰好的
安排”概括。
答案：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具备对于人生世相的敏感；有对于语
言文字的敏感，能给文字一个恰到好处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