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课标Ⅱ）语文
第 I 卷 阅读题
一、现代文阅读（9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
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
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
“五谷不
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
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
“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
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
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
“脯
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
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
”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
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
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
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以科罚。
宋代，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
风貌，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昌盛，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以及相关行会。商品市
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商贩“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
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温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
（《袁
氏世范》
）
。有的不法分子甚至采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之类伎俩谋取利润。为了
加强对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现象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必须
对商品质量负责。
“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料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
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
”
（
《都城纪胜》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
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在籍，否则就不能从业经营。各个
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拉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行
为。除了由行会把关外，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予以
严惩。
上述朝代对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有关法律举措，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可以为现今
我国食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摘编自张炸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
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周代统治者严禁未成熟的果实和谷物进入流通市场，以防止此类初级农产品引起食品安全
方面的问题。
B.《二年律令》与《唐律》都规定，凡出现因脯肉有毒而致人生病的情况，食品所有者应当
立刻焚毁剩余的肉食。
C.《二年律令》中的规定注重对主使官员责任的追究，而《唐律》则更加强调对伤害生命的
犯罪行为的追究。
D.《唐律》规定，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并故意将脯肉给人吃或出售，而致人生病者，
要判处徒刑一年。

解析：C 项说法的错误在于无中生有。
答案：C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宋代政府注意到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等各种质量问题，进一步加强了食品安全的监督和管
理工作。
B.随着城市民间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宋代统治者出于对从业者监管的需要，设立了行会这一
政府机构.
C.监督从业者的合法经营，同时方便官府向商户、手工业者等收取费用，这也是宋代行会的
重要职责。
D.与《唐律》一脉相承，宋代食品安全方面的相关法律也规定，凡故意出售有毒脯肉而致人
死亡者，要予以严惩。
解析：C 项说法中“同时方便官府向商户、手工业者等收取费用，这也是宋代行会的重要职
责”于原文无据。
答案：C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唐律》将“故与人食并出卖”有毒脯肉造成的后果分为两类，并给予不同的处罚，可见
唐代的法律条文已经较为详尽周密。
B 宋代政府引入行会管理方法，既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并按行业对经营者进行登记，
又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进行质量把关。
C 有关食品安全的规定始于周代，经过汉、唐的发展，到宋代形成了法制相对健全、政府与
行会共同监管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D 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者施以重罚，有助于保障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是唐
宋法律对今人的启示。
解析：C 项“有关食品安全的规定始于周代”的说法原文无据。
答案：C
二、古代诗文阅读（36 分）
（一）文言文阅读（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4～7 题。
韩文，字贯道，成化二年举进士，除工科给事中，出为湖广右参议。中贵督太和山，干
没公费。文力遏之，以其羡易粟万石，备振贷。九溪土酋与邻境争地相攻，文往谕，皆服。
弘治十六年拜南京兵部尚书。岁侵，米价翔踊。文请预发军饷三月，户部难之。文曰：“救
荒如救焚，有罪，吾自当之。
”乃发廪十六万石，米价为平。明年召拜户部尚书。文凝厚雍
粹，居常抑抑。至临大事，刚断无所挠。武宗即位，赏赉及山陵、大婚诸费，需银百八十万
两有奇，部帑不给。文请先发承运库，诏不许。文言：“帑藏虚，赏赉自京边军士外，请分
别给银钞，稍益以内库及内府钱，并暂借勋戚赐庄田税，而敕承运库内官核所积金银，著之
籍。且尽罢诸不急费。
”旧制，监局、仓库内官不过二三人，后渐添注，或一仓十余人，文
力请裁汰。淳安公主赐田三百顷，复欲夺任丘民业，文力争乃止。文司国计二年，力遏权幸，
权幸深疾之。而是时青宫旧奄刘瑾等八人号“八虎”日导帝狗马鹰兔歌舞角抵不亲万几文每
退朝对僚属语及辄泣下郎中李梦阳进曰：
“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虎’易易耳。”文
捋须昂肩，毅然改容曰：
“善。纵事勿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即偕诸大臣伏阙上
疏，疏入，帝惊泣不食。瑾等大惧。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过。逾月，有以伪银输内库者，
遂以为文罪。诏降一级致仕，瑾恨未已，坐以遗失部籍，逮文下诏狱。数月始释，罚米千石
输大同。寻复罚米者再，家业荡然。瑾诛，复官，致仕。嘉靖五年卒，年八十有六。

（节选自《明史·韩文传》
）
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以其羡易粟万石，备振
振：救济。
．贷
B.救荒如救焚，有罪，吾自当
．之
C.至临
．大事，刚断无所挠

当：承担。
临：面对。

D.核所积金银，著
著：彰显。
．之籍
解析：D 项对“著”的解释有误，在这里应是“登记、记载”之意。
答案：D
5.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而是时青宫旧奄刘瑾等八人/号“八虎”日导帝/狗马/鹰兔/歌舞/角抵/不亲万几/文每退
朝/对僚属语及/辄泣下/
B.而是时青宫旧奄刘瑾等八人/号“八虎”日导帝/狗马/鹰兔/歌舞/角抵/不亲万几/文每退
朝/对僚属/语及辄泣下/
C.而是时青宫旧奄刘瑾等八人号“八虎” /日导帝狗马/鹰兔/歌舞/角抵/不亲万几/文每退
朝/对僚属语及/辄泣下/
D.而是时青宫旧奄刘瑾等八人号“八虎” /日导帝狗马/鹰兔/歌舞/角抵/不亲万几/文每退
朝/对僚属/语及辄泣下/
解析：解答此题，可先整体阅读文段，弄懂其大意是韩文对刘瑾等人的不满，文段先写刘瑾
等人引导皇帝沉溺声色犬马的行为，接着写韩文对这些行为的不满。于是据此理解断句。
答案：C
6.下列对原文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韩文为官清正，关注民众生活，他在湖广，妥善处理九溪士酋与临境争第一事；担任南京
兵部尚书时，年成歉收，他开仓取粮十六万石，平抑米价。
B.韩文刚正不屈，敢于奏议国事，武宗继位，诸项费用供给不足，他不顾非议，一再提出自
己看法；有关机构冗员渐增，他援引成例，着手压缩编制。
C.韩文疾恶如仇，尽力遏制权幸，宦官刘瑾等每日引诱皇上沉溺于声色狗马，不理政事，他
采用李梦阳的建议，冒死谏诤，打击了刘瑾等的嚣张气焰。
D.韩文刚者易析，饱受政敌陷害，刘瑾以遗失部籍作为罪名，逮捕韩文，释放后又两次罚米，
使他倾家荡产；直到刘瑾被诛后，韩文才复官而后退休。
解析：B 项错误为：无中生有。
答案：B
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0 分）
（1）淳安公主赐田三百顷，复欲夺任丘民业，文力争乃止。
（2）即偕诸大臣伏阙上书，疏入，帝惊泣不食，瑾等大惧。
解析：翻译文言首先要结合上下文大体把握全句意思，再找出句中的关键字、辨识该句句式，
然后进行翻译，一般为直译（某些特殊词语，如官职名、地名、年号名等可不译），注意字
句的落实。翻译时还要注意按现代汉语的规范，达到词达句顺。
答案：
（1）淳安公主有三百顷皇上赏赐的田地，又想夺取任丘老百姓的产业，韩文竭力抗争
才让这事停止下来。
（关键词：赐、复、民业、力争各 1 分，句意 1 分）（2）韩文立即偕同
各位大臣匍匐在金銮宝殿给皇帝上书，奏章递入皇宫，皇帝吃惊得哭泣着吃不下饭，刘瑾等
人十分恐惧。
（关键词：偕、伏阙、入、不食各 1 分，句意 1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11 分）
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 8～9 题。
含山店梦觉作
【唐】韦庄
曾为流离惯别家，等闲挥袂客天涯。
灯前一觉江南梦，惆怅起来山月斜。
宿渔家
【宋】郭震
几代生涯傍海涯，两三间屋盖芦花。
灯前笑说归来夜，明月随船送到家。
【注】①韦庄（约 836-910）
：字端己，长安杜陵人（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曾流离吴越等
地。②郭震：字希声，成都人。生卒年生平不详。
8.韦庄在诗中是用什么方法表现感情的？请简要分析。（5 分）
解析：解答此题，要学会运用一些赏析诗词的术语来概括，比如，对抒情诗，有情景交融、
借景抒情、触景生情、融情于景等；对说理诗，有托物言志、寓理于物等。其他还有动静结
合、有声有色等。
答案：韦庄在诗中用虚实相生的方法来表现自己的感情。诗的首联先写“实”
，写自己“等
闲挥袂”
“别家”
“客天涯”的豪迈和潇洒；诗的第二联写“虚”，虚写自己的“灯前一觉”
所做的梦。这“梦”是“江南梦”
，即思家梦。诗人将离家的苦闷转入到梦境，以此寄寓自
己现实中的困惑、矛盾和失意之情。末句再用“山月斜”映衬自己的“惆怅”和孤独，“斜
月”意象的加入，使诗人的感伤表露无遗。
9.两首诗都写到“灯前”
，这两处“灯前”各自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感情？（6 分）
解析：解答此题，要注意到，虽然题目只是问的两个“灯前”所表达的不同意思，答题时必
须紧扣这个基调。
答案：虽然两首诗都写到“灯前”
，但是，这两处“灯前”所表达的诗人的感情是不同的。
韦诗的 “灯前”透露出诗人的孤独与无奈。郭诗的“灯前笑说”描写了渔人待客的热情，
主客之间无拘无术、愉快交谈的生活情象，从而引出了下文渔人笑说的内容，用平易朴素的
语言表达出艰辛人生中的诗意美。
（二）名篇名句默写（6 分）
10.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6 分）
（1）
《庄子·逍遥游》中以“朝菌”和“蟪蛄”为例来说明“小年”一词的两句是“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2）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一诗经过大段的反复回旋，最后境界顿开，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表达了诗人的乐观和自信。
（3）在《赤壁赋》中，苏轼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概括了
曹操的军队在攻破荆州后顺流而下的军容之盛。
解析：此题考点为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要答好此类题，平时就要注意积累。只有弄懂意思
才有利于记住字形，尤其是那些容易被写错的字，要加倍注意。
答案：
（1）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2）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3）轴轳
千里 旌旗蔽空。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25 分）
1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25 分）.

鞋
刘庆邦
有个姑娘叫守明，十八岁那年就定了亲。定亲的彩礼送来了，是几块做衣服的布料。
媒人一走，母亲眼睛弯弯的，说：“给，你婆家给你的东西。”
“谁要他的东西，我不要!”
“不要好呀，我留着给你妹妹作嫁妆。”
妹妹跟过来，要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守明像是捍卫什么似的，坚决不让妹妹看，她把包
被放进箱子，啪嗒就锁上了。
家里只有自己时，守明才关了门，把彩礼包儿拿出来。她把那块石榴红的方巾顶在头上，
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她的脸红通通的，很像刚下花轿的新娘子。想到新娘子，不知为何，她
叹了一口气，鼻子也酸酸的。
按当地的规矩，守明该给那个人做一双鞋了。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她把那个人的鞋样子放在床上，张开指头拃了拃，心中不免吃惊，天哪，那个人人不算
大，脚怎么这样大。脚大走四方，不知这个人能不能走四方。她想让他走四方，又不想让他
走四方。要是他四处乱走，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可怎么办？她想有了，把鞋做得稍小些，给他
一双小鞋穿，让他的脚疼，走不成四方。想到这里，她仿佛已看见那人穿上了她做的新鞋，
由于用力提鞋，脸都憋得红了。
“合适吗？”
那个人说合适是合适，就是有点紧。
“穿的次数多了就合适了。
”
那个人把新鞋穿了一遭，回来说脚疼。
“你疼我也疼。
”
那个人问她哪里疼。
“我心疼。
”
那个人就笑了，说：
“那我给你揉揉吧!”
她赶紧把胸口抱住了。她抱的动作大了些，把自己从幻想中抱了出来。摸摸脸，脸还火
辣辣的。
瞎想归瞎想，在动剪子剪袼褙时，她还是照原样儿一丝不差地剪下来了。
第一次看见那个人是在社员大会上，那个人在黑压压的会场中念一篇稿子。她不记得稿
子里说的是什么，旁边的人打听那个人是哪庄的，叫什么名字，她却记住了。她当时想，这
个男孩子，年纪不大，胆子可够大的，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念那么长一大篇话。她这个年龄正
是心里乱想的年龄，想着想着，就把自己和那个人联系到一块儿去了。不知道那人有没有对
象，要是没对象的话，不知道喜欢什么样的……
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媒人，守明正要表示心烦，一听介绍的不是别人，正是让她做梦的
那个人，一时浑身冰凉，小脸发白，泪珠子一串串往下掉，母亲以为她对这门亲事不乐意，
守明说：
“妈，我是舍不得离开您！
”
媒人递来消息，说那个人要外出当工人，守明一听有些犯愣，这真应了那句脚大走四
方的话。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回还，她一定得送给那人一点东西，让那个人念着地，记住她，
她没有别的可送，只有这一双鞋。
那个外出的日期定下来了，托媒人传话，向她约会。她正好亲手把鞋交给那个人。约会
的地点是村边那座高桥，时间是吃过晚饭，母亲要送她到桥头去，她不让。守明把一切都想
好了，那个人若说正好，她就让他穿这双鞋上路——人是你的，鞋就是你的，还脱下来干什
么。临出门，她又改了主意，觉得只让那个人把鞋穿上诚试新就行了，还得让他脱下来，等
他回来完婚那一天才能穿。

守明的设想未能实现.她把鞋递给那个人时，让那个人穿上试试.那个人只笑了笑，说声
谢谢，就把鞋竖着插进上衣口袋里去了。直到那个人说再见，鞋也没试一下。那个人说再见
时，猛地向守明伸出了手，意思要把手握一握。
这是守明没有料到的。他们虽然见过几次面，但从来没有碰过手。她犹豫了一会儿，还
是低着头把手交出去了。那个人的手温热有力，握得她的手忽地出了一层汗，接着她身上也
出汗了。那个人大概怕她害臊，就把她的手松开了。
守明下了桥往回走时，见夹道的高庄稼中间拦着一个黑人影，她大吃一惊，正要折回身
去追那个人，扑进那个人怀里，让她的那个人救她，人影说话了，原来是她母亲.。怎么会
是母亲呢!在回家的路上，守明一直没跟母亲说话。
后记：
我在农村老家时，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姑娘很精心地给我做了一双鞋. 参加
工作后，我把那双鞋带进了城里，先是舍不得穿，后来想穿也穿不出去了。第一次回家探亲，
我把那双鞋退给了那位姑娘。那姑娘接过鞋后，眼里一直泪汪汪的。后来我想到，我一定伤
害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心，我辜负了她，一辈子都对不起她。
（有删改）
（1）下列对这篇小说思想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最恰当的两项是（5 分）
A.小说注重从细微处表现人的心灵秘密，守明照镜子时，“不知为何，她叹了一口气，鼻子
也酸酸的”
，寥寥数语，初恋少女的微妙心理就显露出来了。
B.小说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守明的美好形象，就是在与母亲收人家的彩礼、偷偷监
视女儿约会等一系列言行的鲜明对比中，逐渐凸显出来的。
C.小说擅长在平淡叙述中营造不平常的效果，守明与未婚夫分别后见一黑影，大吃一惊，原
来是母亲，这一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情节就颇具匠心。
D.小说地方特色鲜明，尤其是“守明像是捍卫什么似的”“在黑压压的会场中念一篇稿子”
等日常生活语言的大量使用，更增添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E.小说善于通过细节描写表现人物性格，未婚夫和守明约会时随意把鞋插进口袋，分手时又
主动与守明握手，表明他虽是一个农村青年却有现代意识。
解析：解答本题，要注意分析各选项表述，从各选项关于小说主题、人物性格、修辞手法和
表达技巧的方面的表述中发现问题。题中，B 项错误在于：
“对比”的说法不正确。D 项所举
的例子不能证明“地方色彩”
。E 所举之例不能证明“有现代意识”
。
答案：AC
（2）小说以“鞋”为中心叙亊写人,这样处理有什么好处？请筒要分析〃（6 分）
解析：解答本题，要注意题目要求回答的是“以‘鞋’为中心叙事写人”的好处，因此回答
时既要扣紧“好处”作答，又不能忽视必须限制在“叙事写人”这两方面。
答案：①以鞋为纽带可以传递主人公守明的深情与期盼，有利于开展故事情节。②鞋就是主
人公玉明感情的载体，聚集着她对那个人几近全部的爱。以“鞋”为中心有利于突出人物性
格。③鞋是主人公守明心中爱情的替代品，是她爱的见证物。以“鞋”为中心有利于表达人
物情感。
（3）小说中守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她有什么样的心态，请简要分析（6 分）
解析：回答此题，要从文本对人物心理活动、行为动作和语言等的描写以及一些细节描写和
社会环境描写中捕捉信息。比如文本中对主人公守明在做鞋看到鞋样时心中的想法和近乎梦
境般的描写，就可以从中归纳出主人公单纯又略带娇羞的神态，以及她对于爱情抱有的一种
严肃甚至神圣的态度，等等。
答案：①守明犹如一块未经雕凿的璞玉，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她内心淳朴，有着热烈的爱
情。②守明单纯又略带娇羞，对于爱情抱有一种严肃甚至神圣的态度。③守明在生产队干活

时，用纱布包手，洁净但是羞涩地纳鞋底的情节也表现了主人公单纯又略带娇羞的性格。④
守明对她心中那个男人的爱更多的是渴望被爱，守明的羞涩实际上更包蕴着对“被爱”的渴
盼。
（4）文末“后记”是独立于小说外的写作说明，还是属于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请结合全
文，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
（8 分）
解析：回答此题，可从小说和“后记”在情节、主题、人物和感情方面的异同进行分析，然
后再根据自己所持的观点，选择论据，作出答复。
答案：观点一：
“后记”是独立于小说外的写作说明。①既然题为“后记”，当然不能算作小
说的一部分；②小说写的男主角是“那个人”
，而“后记”则是写作者自己，二者不是同一
人；③小说中并没写“那个人”和守明后来的情况，不能断定他们后来就一定会如“后记”
中“我”的遭遇。观点二：
“后记”属于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小说的情节和“后记”有
相似之处；②小说中的“那个人”和“后记”中的“我”情况也很相似；③小说中的不少地
方暗示女主人公守明的遭遇和“后记”中“那个姑娘”的情况很相像；④小说流露出的感情
和“后记”中我的感情一致。
四、实用类文本阅读（25 分）
1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⑴-⑷题.〔25 分）
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 1923 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两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
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
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
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 A，而且荣
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趣证幸。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
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惠凑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去。邓叔群却
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
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个属，其中
首次发现的新属 5 个，新种 121 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
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
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 120 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 41 位真菌学家中，他
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
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日，忍饥
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给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
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
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成功创办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
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
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
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 年，邓叔群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
往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宁共同抵制。他对家人说：
“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为民族富强而奋斗终生，我决不跟腐败的国民党去台湾，也不去

美国。
”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
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邀请他去东北筹办农学院，他欣然
接受邀请，并在半年的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农林大学的教材钢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
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设设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
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期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 年，
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教十名专轰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
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
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埋想。
（摘编自《中 03 真菌学先驱——邓叔群院士》
）
相关链接
①邓叔群（1902-1970）
，中国真菌学家.福建福州人。曾任岭南大学、金酸大学、中央
大学等校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农学院和和东北农学院院长、中
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主要著作有<中国的高等真菌》
《中国
的真酋》等。
（摘自《辞海》第六版）
②我自幼被外祖母严氏收养。她教我劳动，晓我勤俭，并以民族英雄岳飞、成继光、林
则徐等人的事迹勉勘我；教我做人要坚贞不屈、清正廉洁、光明磊落，这一切促使我从小就
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奋斗终生。（摘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邓叔群》
）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 分）
A.因为种族歧视使邓叔群深受伤害，激发了他的民族自荨心，他决心用最短的时间学到最精
湛的科学知识，为国争光。
B.考虑到岭南大学开学在即，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邓叔群听从导师的建议当即回国，
全然不顾自己即将得到的博士学位。
C.邓叔群采集、鉴定的中国真菌标本，填补了世界真菌研究领域的空白。他本人也因为在真
菌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得到世界同行认可。
D.抗战时期，邓叔群与助手开展森林勘察，其研究成果不仅支持了当时的大后方建设，其中
不少内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E.邓叔群基于水利和林、牧并重的思想而提出的森林生态平衡理论，使得黄河上游的水土得
以保持，并减轻了下游的水患灾害。
解析：B 项错误在于，不是“建议”他“当即回国”。C 项错误在于不是如该项所说“填补了
世界真菌研究领域的空白”
。E 项错误在于还没如该项所说的成为现实。
答案：AD
（2）邓叔群不愿意去台湾，也不去美国，而欣然接受邀请去东北筹建农学院。他这样做，
既有现实因素，又有思想基础。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6 分〉
解析：解答此题，要抓住题干中“现实原因”和“思想基础”二词，然后分别作答。
答案：现实因素：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邀请他。思想基
础：他心中有要为民族富强而奋斗终生的志愿；他从小受到母亲关于爱国和做人的教育；他
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
（3）在国家需要时，邓叔群是如何主动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分忧的？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6 分）
解析：解答此题，要紧扣题干中“如何主动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分忧”一语，在文本和“相
关链接”中筛选有关信息，然后分条作答。
答案：①当他得知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时，他为了报效祖国，放弃即将得
到博士学位，当即回国。②他带领研究小组顶烈日、冒风雨勘察森林资源情况。③拒绝就任

农林部副部长，举家迁往甘肃，进行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④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
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期时，他将自己的
积蓄捐作军用。此外，他还谢绝了巨额酬金。
（4）作为一位爱国科学家，邓叔群有哪些突出表现？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理解。（8 分〉
解析：回答此题，要抓住题目“作为一位爱国科学家”的限制，在文本和“相关链接”中认
真筛选相关信息，然后分条作答。
答案：①为了报效祖国，在祖国需要自己的时候牺牲个人利益果断回国。②为了搜集第一手
资料进行科学研究，他不惧艰险，深入实地考察，辛勤工作。③为国家付出自己的一切：捐
献家产和巨额酬金，主动提出减薪等。④不为官位和金钱所诱。
第 II 卷表达题
五、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13.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検线处的成语，最恰当的一组是（3 分）
①消防工作必须立足于_____，从提高公众的防火意识做起。
②即使现有的产品杨销，也要_____，抓紧技术储备与新产品开发。
③如果我们不从小事做起，_____，那些细小的苗头最终可能酿成大祸。
A.防患未然 防微杜渐 未雨绸缪
B.防患未然 未雨绸缪 防微杜渐
C 未雨绸缪 防微杜渐 防患未然
D.未雨绸缪 防患未然 防徽杜渐
解析：解答此题，首先要正确理解题中各个成语的意义和用法，然后仔细分辨各句语境。
答案：B
1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3 分）
A.他在新作《世界史》的前言中系统地阐述了世界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念，并将相关理
论在该书的编撰中得到实施。
B.作为一名语文老师，他非常喜欢茅盾的小说，对茅盾的《子夜》曾反复阅读，—直被翻得
破烂不堪，只好重新装订。
C.《舌尖上的中国》这部风靡海内外的纪录片，用镜头展示烹饪技术，用美味包裹乡愁，给
观众带来了心灵的震撼。
D.如果我们能够看准时机，把握机会，那么今天所投资百万元带来的效益，恐怕是五年后投
资千万元也比不上的。
解析：解答病句辨识题，最基本也最常用的方法是分析句子结构。题中，A 句成分残缺。B
句偷换主语。D 句句是杂糅。
答案：C
15.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3 分）
马是中国人喜爱的动物，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是极其温顺又充满野性魅力的动
物。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马己经成为力量与神奇的代表。
①还让人们有了敬马王、打马球、赛马等习俗
②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③它帮人们种地运货，和人们一起南征北战
④作为六畜之首
⑤马是人类的朋友和伴侣

⑥千里马、老马识途等故事也十分深入人心
A.③②④①⑤⑥
B.③⑥①④⑤②
C.⑤③②⑥①④
D.⑤④②③①⑥
解析：解答此题，应仔细研究横线的上下文和题中六句话内部的逻辑关联，同时参考各选项
的排列情况。D 中各句的排列是恰当的。
答案：D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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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个字。
（5 分）
大家都知道，
①
，倘若呼吸停止，生命也将终结，人体通过呼吸，
②
，
排出二氧化碳。那你可知道土壌也有呼吸？土壤呼吸和人的呼吸一样，也是一个
③
的过程。
解析：解答此类题目，要注意研究横线的上下文。
答案：①呼吸对人类非常重要 ②吸入新鲜氧气 ③吐故纳新
17.下面是某班级春游活动的构思框架，请把这个构思写成一段话，要求内容完整，表述准
确，语言连贯，不超过 75 个字。
（6 分〉

解析：题目要求将这些内容组成一段话，而且不能超过 75 个字。组织答案时应先指出这是
一次春游活动，然后讲春游所开展的活动及要求，最后讲各组的具体情形。
答案：这次春游活动，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游艺活动和美食评比，人人都要参加，全班级分为
五组，每组由组长协调，做好物品准备。
六、写作（60 分）
18.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60 分）
不少人因为喜欢动物而给它们喂食，某自然保护区的公路边却有如下警示：给野生动物喂食，
易使它们丧失觅食能力.不听警告执意喂食者，将依法惩处。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
要套作，不得抄袭。
解析：这是一道新材料作文题，下笔前应先读懂材料所蕴含的意义。材料内容不多，意思也
不难懂，表面讲的虽然是关于不要给野生动物喂食的问题，实际却可以联系到对孩子、对亲
人、对学生应该抱什么态度才算是关爱的问题。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