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山西省太原市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试卷语文
一、现代文阅读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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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气质所指对象往往是具体的人，而较少与国家联系在一起。那什么是大国气
质呢？大国气质就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
个性、风范和气度。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
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
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
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
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
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
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论语》中
说：
“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
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
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中国人注重次
序与稳定，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
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
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这在中国外交内政的政策与行为中能够看得非常清晰。第一，和为贵，
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特质。
“和”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含义由音乐之和，到
人际关系之和，到国家政事之和，逐步深化。追求和谐、珍视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价
值取向。第二，稳为上，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目标。中国人向来注重次序和稳定。尽管中
国历史上战乱频繁，但是，好治恶乱、好稳恶变的思想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第三，顺势而变
是中国治理转型的重要特征。中国人非常重视审时度势、因势而变。当前，中国社会面临许
多新问题与新挑战，由此促使中国治理不得不顺势而变。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
1.下列对“中国大国气质”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的大国气质，是建立在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的基础之上的。
B.中国的大国气质因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就有了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
C.中国的大国气质有着其他大国无法比拟的深厚历史底蕴和文明优势。
D.中国的大国气质并非总保持一致，因为它既追求次序和稳定，也追求因势而变。
解析：B 项因果关系不成立；C 项“文明优势”无中生有；D 项“追求次序和稳定，也追求
因势而变”恰恰是中国大国气质的总体表现，并不能说明气质不一致。
答案：A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分别从历史底蕴、思维特点、外交内政等方面来说明中国大国气质的成因和特点。
B.文章第二段通过与几大文明发展过程的比较，论证了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的观点。
C.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以此为例，有助予说明中国大国气质的特征。

D.文章以中国外交内政的政策与行为中的表现，来说明中国大国气质的内涵特点。
解析：B 项应该是论证了“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答案：B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因为沉淀的历史底蕴深厚，所以中国的大国气质相对表现得更稳定、更具持续性。
B.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继续塑造这种气质不能抛开这些特点。
C.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深受中国哲学的影响，而中国哲学的思想内涵是其他文明没有的。
D.中国的大国气质的内涵，有助于应对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
解析：C 项“中国哲学的思想内涵是其他文明没有的”不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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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块钱一天
于心亮
父亲跟着街坊去干活。街坊说了，五十块钱一天，就是收花生、苞米和豆子。父亲说五
十块就五十块，不就是收庄稼吗？简单。该刨的用锄头刨，该割的用镰刀割，该捆的用绳子
捆，半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无非出上点力气。
不过，父亲还是问了句：
“晌午，管饭吗？”
街坊说：
“没说，要不……身上带点钱吧，万一不管饭呢？”
父亲想了想，就在身上装了五十块钱，绿色的一张，虽说有点旧，可看着稀罕人，就像
庄稼一样。干活的地方不远也不近。街坊说：
“坐我的三轮车吧，跑得快！”
于是父亲就坐着三轮车，嘣嘣嘣……一路冒着黑烟走了。
父亲干得飞快，就像在自家地里一样。街坊说：
“干这么快做什么？反正五十块钱一天，
还指望雇户多给你几个啊？”
父亲“哦”了一声，速度就慢了下来。可一会儿，父亲又嗖嗖地干到了前面。
街坊还是忍不住数落：
“一天五十块钱，用不着那么仔细，凑合着干就行了。
”
父亲嘴里答应着，手里的活儿还是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父亲对自己说：说好五十块钱一天，就要对得起五十块钱一天，哪好熊诓人呢？
也没觉得累，天就晌了。雇户就送来了晌午饭：馒头、炒菜、稀饭……父亲搓着手，挺
过意不去：
“简单弄点，能吃饱就行了，真是给您添麻烦了啊！
”
父亲啃了馒头，吃了炒菜，喝了稀饭，肚子就饱了。街坊说：“吃、使劲吃，不吃白不
吃！
”父亲笑笑，找个半阳的草坡趄下，心说吃饱就行了，吃撑了，下晌干活不舒服啊。
父亲趄着身子打了个盹儿，精神头儿就又有了。撒了泡尿，紧紧裤腰，倒倒鞋洞的沙，
走进地里又埋头干了起来，当然也要拉呱了。比如街坊说：
“在过去，咱们这就是给地主干
活啊！
”
父亲说：
“那不一样啊，过去给地主干活，那是在剥削劳动力，现在人家五十块钱一天，
是请咱们帮他干活，而咱们能来干活，那也是在照顾他面子，性质不一样你说是不是？”
不知不觉一天的活儿就干完了，太阳也靠了西山。雇户很满意，掏出五十块钱给街坊，
再掏，就掏出张一百块钱的。雇户继续翻找钱包，父亲想起身上装的五十块钱，就掏出来说：
“你给我一百，我找你五十，不就结了？”
赚了钱，自然就美。街坊说：
“走，上三轮！回头，咱俩喝上盅！”
父亲没上街坊的三轮，他说要去山岗的地里看看，自家那块晚熟豆子是不是也好收割了。

街坊开着三轮车一路冒着黑烟走了。父亲没去山岗地，那块山岗地里的豆子，早就被勤快的
父亲收割过了。父亲这么说，就是不想喝上盅。
回到家的父亲，就不勤快了，他想烧饭，可又懒怠弄。晃晃暖壶，捏起壶塞，把手掌贴
上去，感觉有温气儿。父亲就取过个碗，掰进块饼子，想想，又挖上块猪大油，挑进筷子咸
菜，然后倒上水，搅一搅，拌一拌，就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填饱了肚子，他蹬了鞋，趄在
了炕上。
父亲惬意地掏出那一百块钱，红色的一张，虽说有点旧，但透着一股子喜庆劲儿，看着
真稀罕人，父亲想，雇户晌午管了饭，自己带的五十块钱没花，因此饭钱省了，活儿干完了
没凑着去喝酒，所以赚的钱也省了，如此里外一算，咱等于一天赚了一百块钱哪！
父亲这样想着，就又快乐起来了。他打开电视看电视。
电视响了。父亲的呼噜也响了。
（选自《天池》2017 年第 8 期，有删改）
4.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小说重视在细节中塑造人物，如写父亲“撒了泡尿，紧紧裤腰，倒倒鞋洞的沙”，看似随
意的动作实际是在写父亲干活前的认真准备状态。
B.针对街坊“咱们这就是给地主干活”的观点，父亲对自己劳动的性质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体现了他朴素的平等意识。
C.结尾用电视的声响和父亲的呼噜相呼应，营造出一种嘈杂躁动的氛围，目的是烘托父亲经
过一天劳作后疲惫乏困的状态。
D.文章的语言通俗易懂，如话家常，像“稀罕人”“熊诓人”
“趄着身子”
“拉呱”等词语散
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读来真实亲切。
解析：C 项“嘈杂躁动”不合理，目的是表现父亲的满足心理。
答案：C
5.小说写父亲临去干活时装了五十块钱在结构上有什么好处？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
（5 分）
解析：本题考查小说情节在结构上的作用，结合上下文内容分析。
答案：为下文给雇户找钱的情节埋下伏笔。
前面是绿色的钱，后面是红色的钱，色彩形成对应关系，暗示父亲内心的喜悦。
6.小说在塑造父亲形象时运用了对比的手法，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6 分）
解析：本题考查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要结合文章中对人物的语言动作等的描写来分析。
答案：父亲与街坊的对比：用街坊的“凑合”干和父亲的卖力干进行对比，突出了父亲的厚
道老实和敬业精神。
父亲前后表现的对比：父亲给别人干的勤快与回家后的不勤快形成对比，实际是以父亲的疲
惫，来说明他干活时的卖力。
辛劳生活和满足心态的对比：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却毫无怨言，
突出了父亲知足常乐的心态。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本题共 3 小题，共 12 分）
材料一：
由国家旅游局自 2015 年启动并强力推动的厕所革命，按照《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三
年行动计划》
，经过各地的扎实努力，已经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基本实现“数量充足、干净
无味、管 理有效、实用免费”的目标。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国家旅游局共牵头完成新建

改建厕所 6.8 万座，超过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目标任务 19.3%。厕所革命不但唤起了全社
会对厕所建设的高度关注，显著提升了旅游景区、乡村旅游区等厕所的数量和质量，也推动
了更多社会厕所资源对外开放，创新了以商养厕等厕所管理模式，带动了生态环保厕所等技
术创新，尤其是全方位提升了游客和居民文明如厕的意识。
为进一步提升厕所质量、管理服务、科技应用、如厕文明，国家旅游局制定了《全国旅
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
。该计划提出，从 2018 至 2020 年，全国计划新建、改扩
建旅游厕所 6.4 万座，其中新建 4.7 万座以上，改扩建 1.7 万座以上；未来将按照“全域发
展、质量提升、深化改革、创新突破”的基本思路，重点开展涉及厕所革命建设、厕所革命
管理服务、厕所革命科技、厕所革命文明的四大提升行动；此外，国家旅游局将采取强化组
织保障、强化资金支持、强化考核督导、强化宣传引导等四大保障措施，推进厕所革命向纵
深发展。
（摘编自国家旅游局网《“厕所革命”新三年计划发布》）
材料二：
11 月 19 日是世界厕所日，一项权威报告指出，即便是最为普通但能保障基本卫生的厕
所，目前全世界仍然有 13%（约 9.46 亿）的人口用不上，而这一比例在 1990 年是 24%（约
13 亿）
。

（摘编自财新网《世界厕所日：还有 9 亿人没厕所用》
）
材料三：
美国纽约大概是世界上最难找到公厕的大都市之一了。为了满足如厕需求，近日美国一
家厕纸公司提供一项“网约移动公厕”服务。只要登录预约网站填写预约信息，不一会儿，
一辆豪华的房车公厕就会开到你附近的街道上。为什么市政府不多建点公厕。原来纽约治安
太差了。2015 年，纽约警察就在公厕抓获了 17744 名违法犯罪的人。加上许多厕所需要付
费，所以人们还是习惯去商场、咖啡店排队等免费厕所。没有经济效益当然没有公司愿意来
建新公厕，政府也没动力推进。
（摘编自豆豆网《全球锋报》）
7.下列对中国厕所革命情况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厕所革命虽然是从旅游厕所建设抓起的，却唤起了全社会对厕所建设的高度关注。
B.厕所革命自启动以来历时三年，已全面并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基本实现预定目标。
C.国家旅游局在完成三年计划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新三年计划，重点开展四大提升行动。
D.新三年计划不同于过去的是增加了组织保障、资金支持、考核督导和宣传引导等措施。
解析：原文是“强化”
，并非“增加”
，所以 D 项的“不同于过去”错。
答案：D
8.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两项是（ ）
（ ）
（5 分）
A.全球无厕人口数量从 1990 年的约 13 亿下降到 2015 年的约 9.46 亿，下降幅度达 11%，说

明厕所建设在这 20 多年中已有明显进步。
B.1990 年到 2015 年，欠发达国家无厕人口的比例下降幅度较大，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厕所
建设方面基本没有进展。
C.1990 年到 2015 年，南亚地区无厕人口比例与其他三个地区相比下降幅度最大，但仍是厕
所普及率最低的地区，无厕人口比例高达 34%。
D.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在解决人们如厕难的问题上大有可为，网约移动
公厕将成为今后城市公厕的主要形式。
E.治安状况差和没有经济效益是一些公司没有动力推进纽约市公厕建设的两个重要原因，纽
约也因此成为公厕问题严重的城市。
解析：B 项“没进展”错；D 项“网约移动公厕将成为今后城市公厕的主要形式”无依据；E
项，原文只说没有经济效益是公司不愿建公厕的原因。
答案：AC
9.你认为厕所革命的意义在哪里？请根据材料概括说明。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材料分析理解能力。要从材料中找出有关内容，再用简洁的语言列出来即可。
答案：提升游客和居民文明意识。
解决游客和居民如厕需求。
促进生态环保（创设高质量旅游环境）。
促进人们身体健康。
二、古代诗文阅读
（一）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本题共 4 小题，共 19 分）
宇文贵字永贵，其先昌黎大棘人也。贵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
“男儿当提剑汗马以
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
”正光末，贼兵围夏州，刺史源子雍婴城固守，以贵为统军，
前后数十战，军中咸服其勇。后送子雍还，贼兵又处处屯聚，出兵邀击，贵每奋击，辄破之。
又从子雍讨葛荣，军败奔邺，为荣所围。贼屡来攻，贵每缒而出战，贼莫敢当其锋。然凶徒
实繁，围久不解。贵乃于地道潜出，北见尔朱荣，陈贼兵势，荣深纳之。因从荣擒葛荣于滏
口。大统初，与独孤信入洛阳。东魏颍州刺史贺若统据颍川来降，东魏遣其将尧雄、赵育率
众二万攻颍。贵自洛阳率步骑二千救之，军次阳翟。诸将咸以彼众我寡，不可争锋。贵曰：
“兵机倚伏，固不可以常理论。尧雄等必以为颍川孤危，势非其敌，又谓吾寡弱独进，若悉
力以攻颍，必指掌可破。若颍川一陷吾辈坐此何为进据颍川有城可守雄见吾入城出其不意进
则狐疑退则不可然后与诸军尽力击之何往不克愿勿疑也。”遂入颍川。雄等稍前，贵率千人
背城为陈，与雄合战，贵马中流矢，乃短兵步斗。士众用命，雄大败轻走，赵育于是降。魏
废帝三年，诏贵代尉迟迥镇蜀。时隆州人李光赐反于盐亭，与其党攻围隆州。州人李柘亦聚
众反，张遁举兵应之。贵乃命叱奴兴救隆州，又令成亚击柘及遁。势蹙遂降，执送京师。除
益州刺史，就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盗，贵乃召任侠杰健者，令其督捕，由是颇息。武成
初，与贺兰祥讨土谷浑。军还，进爵，邑万户。贵好音乐，耽弈棋，留连不倦，然好施爱士，
时人颇以此称之。天和二年薨，赠太傅，谥曰穆。
（节选自《周书·列传第十一》
）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若颍川一陷／吾辈坐此何为进／据颍川有城可守／雄见吾人城／出其不意／进则狐疑／
退则不可／然后与诸军尽力／击之何往不克／
B.若颍川一陷／吾辈坐此何为／进据颍川／有城可守／雄见吾入城／出其不意／进则狐疑

／退则不可／然后与诸军尽力击之／何往不克／
C.若颍川一陷／吾辈坐此何为进／据颍川有城可守／雄见吾人城／出其不意／进则狐疑／
退则不可然／后与诸军尽力击之／何往不克／
D.若颍川一陷／吾辈坐此何为／进据颍川／有城可守／雄见吾入城／出其不意进／则狐疑
退／则不可／然后与诸军尽力／击之何往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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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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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古代学官名称，这里相对于“提剑汗马”的武士行为，指博学的文人。
B.刺史，本指皇帝派往地方的监察官员，后逐渐发展为一州的军事行政长官。
C.魏废帝三年，采用以帝王即位年次纪年的一种方法，如鲁隐公元年也属这类方法。
D.谥号，是对死去的帝妃、诸侯、大臣以及其他地位很高的人加以褒扬的称号。
解析：谥号对死去的帝妃、诸侯、大臣以及其他地位很高的人不止有褒扬，也有贬损。所以
D 项错误。
答案：D
12.下列对原文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宇文贵少有大志。小时候跟老师读书时就认为男儿应当纵横疆场来博取公侯，为他以后弃
文从戎在沙场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
B.宇文贵作战勇敢。他跟从源子雍讨伐葛荣，兵败被围，常用绳子拴住自己从城上垂下出战，
贼军不敢抵挡他的锋芒。
C.宇文贵善于捕捉战机。颍川战役中，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他力排众议，入城据守，凭着
骁勇善战，最终以少胜多。
D.宇文贵治乱功绩突出。代替尉迟迥镇守蜀地时，他指挥部下平定叛乱，又招募侠义勇士督
责搜捕劫犯盗贼，蜀地因此平静。
解析：A 项“弃文从戎”说法有误。
答案：A
13.把文中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刺史源子雍婴城固守，以贵为统军，前后数十战，军中咸服其勇。
贵好音乐，耽弈棋，留连不倦，然好施爱士，时人颇以此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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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源子雍绕城坚守，命宇文贵为统军。宇文贵前后经历数十次战斗，军中将士都佩
服他的勇敢。
宇文贵喜欢音乐，沉溺于下棋，对此流连不知疲倦。也喜好施舍，爱护读书人。当时的人因
此十分称赞他。
（二）古代诗歌阅读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列各题。
（11 分）
鹧鸪天

桂花

李清照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注】
“骚人”句：传说屈原当年作《离骚》，遍收名花珍卉，以喻君子修身美德，唯独桂花
不其列。
14.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恰当的两项是（ ）（ ）（5 分）
A.词人认为桂花不以色彩明艳悦人，情怀疏淡，踪迹偏远，唯芳香常留人间。
B.在词人眼中，桂花虽然没有美妙的浅碧、深红颜色，但仍是第一流的名花。
C.写梅花嫉妒、菊花羞惭，是在衬托桂花这一中秋时节花中之冠的卓越形象。
D.词人认为屈原缺乏审美眼光，情思不足，不识桂花名贵气质，竟将桂花遗漏。
E.这首词上片描写叙事，下片抒情议论，表达了对桂花由衷的赞美和崇敬之情。
解析：D 项只是借责怪屈原来表达对桂花的喜爱之情，并非真认为屈原眼光有问题；E 项上
片也有议论。
答案：DE
15.花品即人品，从这个角度分析，你认为词人写桂花的用意何在？（6 分）
解析：本题考查古诗内容的理解和鉴赏。结合桂花的特点和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感情来分
析。
答案：桂花色淡味香，在百花中以“味”取胜；
“色”属外在，
“味”属内在，正与词人所追
求的内在高尚德行相吻合；作者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借写桂花表达了对内在高尚品德的追
崇。
（三）名篇名句默写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5 分）
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代落花立意，倾吐心曲，表现崇高的献身精神的句子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王维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突出边塞的壮美，范仲淹在《渔家傲》中用相关景
物描写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
。
苏轼于《赤壁赋》中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八字，写出了曹操儒雅
豪迈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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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长烟落日孤城闭
酾酒临江
横槊赋诗
三、语言文字运用
17.下列各句中划线成语的使用，全都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①在中国社会和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扮演了推波助澜的
角色，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
②改善空气质量，要走出“头痛医头”的怪圈，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加强奖惩
力度，合理利用科学手段，才能矫枉过正，切实改善。
③中俄联手炮轰美国的全球反导系统，谴责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破坏地区的安
全和稳定，强烈敦促美韩改弦更张。

④上海各大医疗机构借助互联网技术改善医疗服务的做法方兴未艾：多家医院携手共建
“云医院”
，开启中国首个“皮肤线上诊疗”平台，致力于实现“服务到家”
。
⑤中国量子雷达系统研制成功，拥有诸多优势，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听到这个消息，顾
老高兴万分，纠缠他多日的大小病痛涣然冰释。
⑥由于母亲是轻音合唱团成员，她从小耳濡目染，五岁就开始接受专业的歌唱训练，并
经常欣赏歌舞剧，七岁就对歌剧情有独钟。
A.①③④
B.①②⑤
C.③④⑥
D.②⑤⑥
解析：本题考查成语的理解和运用。推波助澜：比喻从旁鼓动、助长事物(多指坏的事物)
的声势和发展，扩大影响，用在此处不合适。矫枉过正，为了把弯曲的东西扭直，超过了正
常限度，结果反而又弯向另一边。比喻纠正谬误、错误或偏差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反而又陷
入另外一种错误或偏差之中。一般含有贬义，用在此处不合适。改弦更张，换了琴弦；重新
安上。比喻变更方针、计划、办法或态度，此处可以用。方兴未艾，事物正在发展，还没有
停止。多形容革命形势新生事物正在蓬勃发展，此处可以用。涣然冰释，指像冰块溶化流散
一样。比喻误会、疑虑、隔阂等完全消除，用在此处不合适。耳濡目染，耳朵经常听到，眼
睛经常看到，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形容见得多了听得多了之后，无形之中受到影响，指受
到好的影响，此处可以用。
答案：B
18.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3 分）
A.碎片化阅读早已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与其把人们从手机、电脑前拉回到严肃的深度阅
读，倒不如让读者在碎片化的时间里提高阅读质量。
B.太原市建立商品住房预售许可审批与商品住房销售价格相挂钩，严格控制悖离土地成本、
开发建设成本的高价位商品住房入市。
C.我省拟对不按照旅游规划开发建设、造成旅游资源严重破坏或者长期闲置的，依法予以制
裁或者收回旅游资源开发经营权。
D.连日来，海外舆论持续高度关注中国机构改革，普遍认为此次机构改革力度和范围都非常
广，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老百姓的要求。
解析：B 项宾语残缺，
“相挂钩”后加“机制”
；C 项不合逻辑，“制裁”包含了“收回”
；D
项搭配不当，
“力度和范围都非常广”不搭配。
答案：A
19.下列各句中，表达得体的一句是（ ）
（3 分）
A.昨日收到您的来信，十分高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我现在工作、身体、家庭都很好，
承蒙垂念，本人不胜感激。
B.汉献帝在历代帝王中也可算得上是中上水平了，如果按照大众对贤君的惯常定义，汉献帝
也完全可以忝列其中。
C.像孙老师这样快要退休的老师仍在为培养我们而尽绵薄之力，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理由贪
图享受，不尽心尽力。
D.我反复挑选、试穿，售货员不厌其烦，还给我端来茶水，服务真是热情周到，像这样的商
店，以后我还会惠顾。
解析：B 项“忝列其中”是谦辞，表示辱没他人，自己有愧。不符合语境；C 项“尽绵薄之

力”泛指尽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努力去帮助别人，不符合语境；D 项，惠顾，指光临;惠
临。商家多用于欢迎顾客。不符合语境。
答案：A
20.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出恰当的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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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草是有记忆的，___________________。虽说花草的生命很短，从春到秋，但它们把
春秋一世的记忆藏进了种子，一代又一代传下去。花草就这样记住了时间。
树也是有记忆的，它能记住更长时间的变化。树的生命记忆不仅有春有秋，还有一年又
一年的岁月。春天发芽，秋天结果，然后脱下满树的黄叶，这记忆能让我们看到。可是，
____________________，植物学家看到这一圈圈的树纹，就知道，哪年___________，哪年
遇涝逢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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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记得季节的变化（它能记住较短时间的变化）
我们没看到的记忆是树干里的年轮
风调雨顺
21.请仿照下面文段中画线部分的例证，另写一段话，要求和文段论点一致。
（5 分）
“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得有个多取向的思路。世界上许多事情都不是单线的，如
果你能反复地思考、比较、对证，你对一本书的理解，以及自己的思想就会丰富许多。比如
我们过去常常讲，
“大河不满小河干，小河不满渠沟干。”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是反方向的
道理同样站得住脚。如果渠沟里面没有水，小河里面也没有水，那么大河里的水，是怎么来
的呢？
解析：本题考查语段的仿写能力。注意题干要求，要与文段论点一致。
答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是反方向的道理同样站得住脚。
“己
之所欲”就能施与他人吗？或者“己所不欲”
，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不能施与他人吗？
四、写作（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近日，年近古稀的某大学教授在课堂上的板书火了。严谨、工整的板书配合偶尔出现的
科学家头像，被网友评价为“比 PPT 还要好看的课堂板书。”这位教授从教几十年，一直坚
持手写板书上课，教学严谨又生动，课程常常是一座难求。
“画画是我小时候的爱好，后来
上课的时候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更好地听课，记住这些内容，就放到了板书里。
”
有人对这种教学方式不以为然，倒推十几年，从小学到大学，哪个当老师的不写板书呢？有
什么值得表扬的呢？到了信息时代的今天，还死守着效率低下的板书，是不是也是一种落后
的教学方式呢？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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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属于材料作文。审题是关键，而阅读材料又是审题的前提。在阅读过程中，要通
过概括材料大意，找出关键语句，确定立意角度，进而提炼出中心论点。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