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宁夏银川一中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试卷语文
一、现代文阅读
（一）论述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本题共 3 小题，每题 3 分，共 9 分）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
域获得蓬勃发展。
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 7 月，国务院印发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
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
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
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
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
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
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
“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
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
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
，无论是将要
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
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
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
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
身存在的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
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
。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
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
范国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越来
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
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
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
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
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人民日报》（2017 年 08 月 23 日 05 版，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它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
的广泛应用。
B.人工智能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同时机器人专家对人工智能将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示出了忧
虑。

C.人工智能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
D.“人机对战”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使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对立起来。
解析：A 项“未然”改成“已然”
，原文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
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B 项缩小范围，原文是“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很多人”可以包括专家，也包括普通人。D 项曲解文意，原文是“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
间紧张的对立气氛”
。
答案：C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时下热门的人工智能为分析对象，借用现实例子，探讨未来发展走向，体现了时评
文章及时性的基本特点。
B.文章既肯定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发展和机遇，又深入地分析了未来人工智能发展风险的
问题。
C.对于人工智能，文章先交代背景，接着逐层分析，最后提出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人工智
能领域发展。
D.文章引用相关的文件规定和专家的观点，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
系格局。
解析：文章并没有深入地分析了未来人工智能发展风险的问题，而是谈论人们对人工智能未
来发展的忧虑，以及如何构建未来人机关系格局的问题，所以 B 项有误。
答案：B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如果我们能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深刻探索自身存在的本质，将会更好地促进人工智
能的发展。
B.“人机关系”是人工智能时代最令普通人关注的问题，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我们必须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
C.我们应深入探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
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D.只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人工智能，并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就能避免未来人工
智能失控的风险。
解析：A 项因果倒置，原文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
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B 项“或然”改成“必然”
，原文是“最令普通
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
；D 项说法绝对。
答案：C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本题共 3 小题，共 14 分）
秋有信
处暑以后，天气渐凉。
漫山遍野都是疲倦，犹如门前的野茉莉，克勤克俭开了一夏，真的累了。蜀葵差不多全
部枯谢，芦苇叶子自根部一点点枯竭，濒临枯瘦，仿佛焦墨的点点勾划。桦树叶子，每天哗
哗哗往下掉，铭黄色系，锦缎一般华丽，村得原本萧瑟的秋天有了贝壳的脆响。地上的草尚
绿着，但这种绿，再也不是蓬勃的绿，是不出声的哑绿，克制的绿，如人到中年，苦的，冷
的，经历的多了，一颗心难免荒凉苍老，身体里也装的一卡车的疲惫。

……
前几日天色，是汝窑的淡青，衬了泾宣一样的云朵，偶有风过，慢慢地，又轻了，薄了，
狂草里添了飘逸，是王献之的草书，浑然里尽是勃勃生气，如虫沥沥。
近期，连日来都是阴的，沟渠旁，园林工人在割草，草汁的甜香沁人心脾，来来回回一
趟一趟，闻着闻着，恍如置身深山泉林，有长风万里的辽阔。
最大的苦恼是屋子前后草地里油蛉开始了大面积的鸣叫，吵的睡不踏实，前后窗户关起
来，又闷，开一扇吧，即便用上耳塞，也阻挡不了油蛉们潮水般汹涌的叫声，要到霜降以后，
这些小虫子们才会停止鸣叫。仿佛是为了抗争属于自己的生命时光的短暂。
夜里，了无睡意，随手翻书，又翻到汪曾祺《晚饭花集》，重复读了多遍，真是好。有
一个短小说就叫《晚饭花》
，不及三千字，淡的不得了，清清浅浅的笑风，娓娓而来，更像
一小幅淡墨点画的册页，虽无《世说新语》那般传奇激烈，但堪比宋人小品，寡寒枯瘦，古
中国的气质一下出来了。即便一张桌子用旧了，纹理尚在，仿佛可以触摸到温度。读这样的
小说犹如喝了一碗家常的热汤，那份生活的朴素的静气，把你深慰良久。
《晚饭花》里的李小龙就是汪曾祺自己。一个作家纵然到了年老，依然尚可借助文字去
还原一颗远去的少年心。
李小龙每天放学经过巷子里，东看西看的，石榴垂在树枝上，王玉英家的墙根边一排晚
饭花。王玉英坐在这一排花前做针线。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后来王玉
英许了人家，未婚夫是钱老五。李小龙听说钱老五风流浪荡不务正业，还传说他跟一个寡妇
相好，不仅住在那个寡妇家里，还花寡妇的钱……后来，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晚饭花
还开着。李小龙很气愤，他觉得王玉英不该嫁给钱老五。从此，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
玉英了。
重读废名短篇小说系列，以及长篇《桥》
，一样简淡，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无论
废名，抑或汪曾祺，都曾受了古诗词极深的影响吧，只点染，不铺排，一直往内收，留下大
片空白，简直是倪云林的远山图卷啊，一派苍烟枯老，飘拂了人世间淡淡忧伤，总要等到读
完以后，去咂磨，有一种莫名的情绪肆意流泻，渐渐地，不晓得怎么了，又浓烈起来，就是
那种余音不竭的浑然、缭绕，令人怦然。
把小说写到单纯的境界，也是一种生命的还原吧，点点滴滴，把你打动，然后有了白菊
花茶一样的寂寞，很淡很淡的惆怅。
这世上，单纯的，都是永存的。
4.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自己在秋天的所见、所听、所读做了诗意的叙写，语言清新，情趣
盎然。
B.文中“但堪比宋人小品，寡寒枯瘦”一句，微微流露出作者对汪曾祺小说的一些批判色彩。
C.文章的第一段，短小精悍，平淡的叙述中颇有远村孤烟的含蓄淡静之致。
D.这篇文章是在说秋天的典型事物的特点，其实也是在诉说一种人生况味。所有的事物身上
也有人的影子。
解析：文中“但堪比宋人小品，寡寒枯瘦”一句，并没有对对汪曾祺小说的有批判的意思，
相反是在赞扬这部作品有古中国的气质。所以 B 项有误。
答案：B
5.结合文章，说明文中的两个“疲倦”分别具有怎样的含意。
（5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重要词语的理解和扥洗能力，找到这两个“疲倦”所在的语段，再结合
上下文字分析。
答案：第一个“疲倦”是指没有生气，没有精神。第二个“疲倦”是指果实累累，压迫树枝，

让树枝有承受不住的样子。
6.请分析秋天的“信”有哪些？这些“信”分别给予了作者怎样的思考？（6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信息的筛选和理解分析能力。
答案：
（1）满山遍野的植物，让作者体会到生命到暮年后缺乏生机。
（2）果实和鸟雀，万物的成熟与新生。
（3）天色和草香，衰落中的生机。
（4）虫鸣，生命的渺小和短暂。
（5）汪曾棋和废名作品，单纯的事物可以长存。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本题共 3 小题，共 12 分）
材料一
近年来，无人机开始在民用市场起步，其中农林植保和电力能源巡检这两个领域表现出
对无人机较为迫切的需求趋势，且具备较为可观的市场规模前景，而考虑到无人机现阶段的
技术已可满足需求，故预计供需的契合度较高。在其他相对小众的民用领域方面，无人机凭
借其优势，预计也将在消防救灾、公安系统、国土测绘、气象环保监测、包裹派送等方面一
展身手。
材料二

材料三
在无人机“黑飞”愈发猖獗的今天，及时出台法律和强有力的措施，确保航空安全刻不
容缓。要有效禁止“黑飞”
，就必须通过法律明确划定界限，怎样使用无人机才算合理合法
地“白飞”？许多购买无人机的朋友，可能既不清楚如何申请证照，又不太明白哪些地方是
禁区，对于“黑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缺乏认识。一些无人机使用者只是觉得机场周边空
旷，因此到机场附近放飞无人机。自己觉得无人机距离机场尚有距离，却不知不觉进入了航
道，给航行安全带来威胁。因此，法律需要明确划定边界，证照谁来管理，哪些地方可以放

心使用无人机。
绑住无人机任性的翅膀，离不开技术创新。例如，技术手段已经证明“电子围栏”可以
有效避免无人机越界。又例如，一些企业对于售出的每一架无人机都能在云端实时监控。假
若企业和监管部门在技术层面肯投入，无人机越界“黑飞”的现象就会得到整治。
杜绝无人机“黑飞”
，要采取疏堵结合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无人机购买者和使用
者的安全和法律意识。有人建议，要采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每一台无人机的产品说明中都
做出明确警示并引导用户到监管部门网站了解相关法律和禁飞区域。无论怎样，只有唤醒每
位无人机使用者的法律意识，才有可能最大限度避免悲剧发生。
（选自王健《作为“双刃剑”的无人机》）
材料四
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2017 年 6 月 1 日起，已经或正准备购买无人机的用户需要注
意，如果您的无人机起飞重量在 250 克（含）以上，就必须根据民航局发布的《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进行实名登记注册。8 月 31 日后如果仍未注册，其行为将
被视为非法，无人机的使用也将受影响。
民用无人机的登记注册制度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一种管理方式，是无人机管理的基础。
5 月 18 日，民航局已完成民用无人机登记注册系统的开发并上线运行。
2017 年以来，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事件频发。据民航局方面介绍，仅今年 1
月中旬至 2 月中旬，就发生 12 起无人机违法违规运行威胁民航安全事件，其中 7 起造成航
班调整、避让、备降、延误。
6 月 12 日晚，重庆机场遭遇无人机干扰，持续近 4 个小时，造成重庆机场 40 余个航班
备降，60 余个航班取消，140 余个航班延误，上万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材料五

【注】无人机自主控制等级是衡量无人机技术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7.下列对材料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一项是（ ）
（3 分）
A.近年来，我国无人机在民用市场中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农林植保和电力能源巡检这两个领域，
市场前景乐观。
B.因为无人机有优势，所以在消防救灾、公安系统、国土测绘、气象环保监测、包裹派送等
领域也产生了大量需求。
C.我国无人机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国家的支持和任务带动是推力，进入“十三五”后，中
高端无人机技术将取得重大突破。
D.无人机“黑飞”发生的原因较为复杂，有些人对相关情况不了解，一些人根据常识判断使
用区域，这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解析：B 项把未然当作已然。另外，
“大量需求”也不准确。
答案：B

8.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正确的两项是（ ）
（ ）（5 分）
A.2014 年民间资本大量涌入无人机市场，使消费级无人机市场达到饱和状态，是因为我国
无人机研发发展迅速，成果显著。
B.材料五中的图表，将中国和美国的无人机自主控制等级发展趋势进行对比，直观地反映出
两国在无人机某些性能上的差距。
C.美国的无人机性能发展总体上比中国快，但是中国的无人机性能也在逐渐提高，从发展趋
势看，两国的差距逐渐缩小。
D.材料四中第一段为新闻导语，而第二段至第四段是新闻背景，这个背景是为了说明当前无
人机“黑飞”猖獗。
E.材料三和材料四都涉及了无人机安全的问题，但报道的角度不同，材料三侧重时事评论，
材料四侧重消息报道。
解析：A 项因果关系不当；C 项“两国的差距逐渐缩小”错误，从图表看差距应是越来越大。
D 项“是为了说明当前无人机‘黑飞’猖獗”错误，新闻背景是以导语为中心叙述相关情况
的，其目的是说明制定“实名制”的原因。
答案：BE
9.怎样使“无人机”安全飞行？请根据材料简要概括。（4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信息的筛选和理解分析能力。
答案：健全法律制度，合理界定和管控无人机飞行界限；推进技术创新，控制无人机的任性
飞行；加强引导和监管，提高无人机购买者和使用者的安全、法律意识；实施民用无人机实
名登记注册制度，加强安全管理。
二、古代诗文阅读
（一）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本题共 4 小题，共 19 分）
杜让能，咸通十四年登进士第，释褐咸阳尉。宰相王铎镇汴，奏为推官。入为长安尉、
集贤校理。丁母忧，以孝闻。服阕，淮南节度使刘邺辟掌记室，得殿中，赐绯。入为监察。
牛蔚镇兴元，奏为节度判官。
黄巢犯京师，奔赴行在，拜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寻以本官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谢
日，面赐金紫之服，寻召充翰林学士。上在蜀，关东用兵，征发招怀，书诏云委。让能词才
敏速，笔无点窜，动中事机，僖宗嘉之，累迁户部侍郎。从驾还京，加礼部尚书，进阶银青
光禄大夫，封建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
沙陀逼京师，僖宗仓皇出幸。是夜让能宿直禁中闻难作步出从驾出城十余里得遗马一匹
无羁勒以绅束首而乘之。驾在凤翔，朱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宝鸡，近臣唯让能独从。翌日。
孔纬等六七人至。邠师攻关，帝幸梁、汉，栈道为石协所毁，崎岖险阻之间，不离左右。帝
顾谓之曰：
“朕之失道，再致播迁。险难之中，卿常在侧，古所谓忠于所事，卿无负矣！”让
能谢曰：
“臣家世历重任，蒙国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临难苟免，臣之耻也；获
捍牧圉，臣之幸也。
”至褒中，加金紫光禄大夫，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时朱玫立襄王称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贡赋殆绝。朝士才十数人，行帑无寸金，
廪无颗粒，卫兵不宿饱。帝垂泣侧席，无如之何。让能首陈大计，请以重臣使河中，谕王重
荣以大义，果承诏请雪，以图讨逆。京师平，拜特进、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集贤殿大学
士，进封襄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驾在凤翔，李昌符作乱，倏然变起，让能单步入侍。
时朝臣受伪署者众，法司请行极法，以戒事君。让能固争之，获全者十七八。

（选自《旧唐书·杜让能传》）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是夜/让能宿直禁中／闻难作／步出从驾／出城十余里／得遗马一匹／无羁勒／以绅束首
而乘之
B.是夜/让能宿直／禁中闻难作/步出从驾／出城十余里／得遗马一匹／无羁勒／以绅束首
而乘之
C.是夜/让能宿直／禁中闻难作/步出从驾出城／十余里／得遗马一匹／无羁勒／以绅束首
而乘之
D.是夜/让能宿直禁中／闻难作/步出从驾出城／十余里／得遗马一匹／无羁勒／以绅束首
而乘之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断句能力。解答此类题，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文言阅读的语感和断句
技巧，而且还应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文言断句有很多的标志，比如：四字短语、排偶句式、
顶真修辞等等。还可以利用名词代词在句中担当的成分来断。
答案：A
11.下列对文中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释褐：谓脱去布衣而换上官服，即做官的意思。文中指考中进士后授官。
B.服阕，文中指穿着丧服守丧。我国古代，父母去世，子女通常穿丧服守丧。
C.近侍，指接近并随侍帝王左右的人。他们有的人对帝王有较大的影响。
D.食邑，文中指中国古代君王赐予臣下作为世禄的田邑，又称“采邑”
。
解析：B 项，服阕，指守丧期满除去丧服。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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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让能对皇上十分忠诚。沙陀军进犯京城，僖宗仓皇离京出走，让能听到发生祸变就出宫
随驾；后来皇上逃离凤翔前往宝鸡，他也始终不离左右。
B.杜让能谦逊谨慎。皇上想要晋升杜让能为金紫光禄大夫，让能谦让地说自己家世代蒙受国
家优厚恩惠，婉言拒绝了皇上的赏赐。
C.杜让能镇定地面对危局。朱玫拥立襄王行使皇帝权力时，朝廷官员大都归附，僖宗皇帝束
手无策，让能镇定地提出对策，最终解决了危机。
D.杜让能敢于提不同意见。当掌管司法刑狱的官员奏请皇帝对接受伪朝委任的人处以极刑来
警诫官员时，让能一再力争，使其中大部分的人得以保全。
解析：B 项“让能谦让地说自己家世代蒙受国家优厚恩惠”是在皇帝当面称赞他忠心时说的
话。
答案：B
13.把文中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邠师攻关，帝幸梁、汉，栈道为石协所毁，崎岖险阻之间，不离左右。
让能首陈大计，请以重臣使河中，谕王重荣以大义，果承诏请雪，以图讨逆。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的翻译，注意要在理解文章含义的基础上翻译，关键字词要翻译
准确。
答案：邠州的军队攻打宝鸡关口，僖宗逃奔梁州、汉州，栈道被石协毁坏，在崎岖险阻的偏
僻小路上，杜让能始终不离僖宗左右。
杜让能首先陈论大计，请求派重要大臣出使河中，以大义晓谕王重荣，王重荣果然奉诏请求

为国雪耻，筹划讨伐叛军。
（二）古代诗歌阅读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列各题。
（11 分）
秋风（其二）
杜甫
秋风淅淅吹我衣，东流之外西日微。
天清小城捣练急，石古细路行人稀。
不知明月为谁好，早晚孤帆他夜归。
会将白发倚庭树，故园池台今是非。
14.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两项是（ ）（ ）
（5 分）
A.诗的第一句直陈题目，写秋风的声响，又以“我衣”二字代人入境，让人似感身上寒意，
为全诗奠定基调。
B.第二句为诗人远望所见，逝水滚滚东流，残日西堕，光线微弱，让人顿生暮年如是、桑榆
晚景的感伤。
C.第三、四两句写秋风起天气清，风中传来声声急促的戍军练兵之声，山高路窄，小径少人
行，四周一片寥落。
D.诗的前四句重在写景，诗人身上所感到的，眼中所见到的，耳中所听到的，天地四方，暮
景处处，寒冷凄绝。
E.秋风起而动归思，对着眼前的风中衰景，诗人期待有朝一日回归故里，安慰家中倚树盼归
白发苍苍的老人。
解析：C 项，
“风中传来声声急促的戍军练兵之声”理解有误，
“捣练”是捣洗丝绢，意指家
中人为远行人备置寒衣。E 项，
“安慰家中倚树盼归白发苍苍的老人”
，理解有误，此句是诗
人想象自己归家之日早已白发满头，极写心中悲苦。
答案：CE
15.有人说，诗歌的后四句诗人抒发思归之情，
“悲中有乐，乐而更悲”，请结合诗句简要分
析。
（6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诗人的思想感情。首先要理解诗句含义，再结合结合诗歌的标题、注释和诗
中表情达意的重点字词语进行分析。
答案：最后四句，句句饱含悲情，望月思归而难归为悲，挂帆可还乡却不是今夜为悲，他日
归家却已漂泊一生华发满头为悲，牵挂故园池台不知是否残毁为悲。但悲情中却有乐笔，
“不
知明月”句用语俏皮，妒忌他人团圆美好，泪中含乐；想象早晚有一天会在月夜乘舟归乡，
会倚靠庭园旧树欣然满足，饱含希望之乐。后四句写尽了漂泊者悲喜交加、笑泪掺杂的复杂
心情。悲情是主调，虽有想象中的归家之乐，但对照眼前不得归的现实处境，让人更觉不归
的心酸。
（三）名篇名句默写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5 分）
《逍遥游》中，列举现实生活中的很小的事物也需要依凭外物实例，与大鹏鸟的“将徙于南
冥”作对比，形象地说明任何事物都有所凭借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
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尾联中，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
点明“送”的主题，劝勉、叮咛朋友，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

解析：名句默写要注意字形，而字形与字义分不开，应借助字义来识记字形。注意重点字的
写法。
答案：野马也 尘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无为在歧路 儿女共沾巾
三、语言文字运用
17.下列各句中划线成语的使用，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①秋季房产交易博览会在会展中心开幕，此次参展的房企数量与春季房交会相比有所减
少，与上半年的春季房交会的热闹相比，秋季房交会就显得不温不火。
②俗话说得好：知错就改不算错，犯而不校错中错。我是你的朋友，你做错了事可以对
我说，让藏在心灵深处的心事也出来晒晒太阳。
③某些反腐题材的文学作品抱着消闲和赏玩的态度，采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穷形尽相
地描写暴力、畸形的生活方式，达不到反腐倡廉的作用。
④一年的时间如汤沃雪，只有专心治学的人才能明白时光对于学术生命的价值，也只有
在短暂时光中能把握方向的人才会有所成就。
⑤没有勤学深思的态度，没有发奋苦读的决心，没有深文周纳的实践，你无论如何也创
作不出优秀的作品的。
⑥对身居官位者写出的散文，一些报刊便门户大开，一些评论家便极力捧场，这种把散
文和权势捆绑在一起的做法无异于焚琴煮鹤。
A.①⑤⑥
B.①③⑥
C.②④⑤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成语的理解和运用。不温不火：不冷淡也不火爆，形容平淡适中。销售行情
不火爆或人的性情温和。使用恰当。犯而不校：受到别人的触犯或无礼也不计较。使用错误。
穷形尽相：原指描写刻画十分细致生动，现在也用来指丑态毕露。用在此处合适。如汤沃雪：
比喻事情非常容易解决。使用错误。深文周纳：定罪名很苛刻，想尽办法把无罪的人定成有
罪，泛指不根据事实而牵强附会地妄加罪名，望文生义。
焚琴煮鹤：比喻随意糟蹋美好的事物，使用正确。
答案：B
18.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3 分）
A.综观世界各国的企业发展史，你就会发现，一个企业能否获得成功，往往不取决于它的规
模和历史，而取决于它的经营理念。
B.大学通识教育近年来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各大学纷纷进行通识教育课程改革，许多高校
开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备受广大家长和学生所喜爱。
C.中央在提出改正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后，各地积极落实，并于近期相
继向社会公布了具体实施细节。
D.信息数字化对个人生活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如果名字里用了一个计算机字库里没有的字，
那么报名、取钱、贷款、登记……都难以完成。
解析：B 项句式杂糅，
“备受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喜爱”或“为广大家长和学生所喜爱”两种
说法保留其一。C 项语序不当，
“在”移至“中央”之前。D 项搭配不当，
“发生”改为“产
生”
答案：A

19.下列各句中，内部逻辑关系成立的一句是（ ）
（3 分）
A.因为经常跑北京、上海等城市，又肯动脑筋，他的见解总比别人高明。
B.有人说中国人向来是最有骨气的，然而能说汪精卫有骨气吗？
C.会议都开了一半了，张主任还没来，一定是路上又堵车了。
D.别看咱们的老王又黑又矮，但思考问题却比谁都周密。
解析：从逻辑角度分析，B 句实质是一个演绎推理，结论之所以不成立，是因为汪精卫虽是
中国人，但“中国人最有骨气”这个判断是“中国人”这个整体所具有的属性，个体未必都
具有。C 句中的“一定”太绝对，只能说“可能”。D 句中的肤色、身材与人的思考周密与否
没有因果联系。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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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个字。
（6 分）
“不可否认，这些年来，我们的国民阅读率一直偏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白烨表示，一方面，现在的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重物质甚于重精神，_______。另一
方面，我们在满足年轻一代阅读需求、引导社会大众阅读取向上，还有不到位、不切实的地
方。同时也要看到，随着数字化传播方式的增强，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成长，新兴的数字化
阅读与传统的纸质阅读并驾齐驱，甚至大有超越的趋向。_______？为了便于调查，谢锡文
等人在 2013 年底创办了一个公益性文学经典阅读平台——文学生活馆，面向社会开放，讲
座现场只可容纳 200 人，每期报名人数却有四五百人。可见，_______。
解析：首先应浏览语段，把握主要内容，然后要注意上下文的衔接和前后的照应。
答案：对阅读缺乏应有的热情（答“不喜欢阅读”或“不重视阅读”也可）
但是不是说中国人就不爱读书了呢
民众对于文学经典还是怀有极大的求知热情（答“民众还是有着极强的阅读兴趣”也可）
21.下面一则通知有五处不合规范，请指出并简要说明理由。（5 分）
通 知
为深入了解本学期的教学工作情况，充分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建议，学校定于 12 月 21
日下午，在四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望大家届时出席，请勿自误。
2017 年 12 月 18 日
教学处
解析：本题考查应用文的格式和用词。首先搞清楚通知的对象和主要信息，再查找其中的错
误。
答案：正文第一行未空两格。通知的对象不清。开会时间不具体。落款与日期颠倒。“请勿
自误”不符合语体要求。
四、写作（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某图书馆组织了一次以“家风建设”为背景的“家庭文娱活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占据现代家庭文娱活动前几位的关键词，家长栏是：聚餐、健身、打麻将、追剧；孩子栏是：
兴趣班、手游、网络小说。而在调查中“你心目中理想的家庭文娱活动”这一栏，占据前几
位的是：郊游、运动、读书、看展览、听音乐会。
对这份调查结果你有怎样的认识？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写一篇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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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作文审题要有全局意识，要从材料的整体着眼，材料所蕴涵的观点可能不是唯一
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因此，要学会多角度审视材料。由于我们从材料中
获得的观点具有多样性，因此，在动笔前对所得到的观点还要适当的筛选。筛选的原则：服
从材料的整体；观点可能比较新颖；有话可说。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