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杭州市各类高中招生文化考试
语
文
考生须知：
1．本试卷满分 12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2．答题前，在答题纸上写姓名和准考证号。
3．必须在答题纸的对应答题位置上答题，写在其他地方无效。答题方式详见答题 纸上
的说明。
4．考试结束后，试题卷和答题纸一并上交。
试题卷
一(30 分)
1．下列加点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肥硕
剽
心无旁骛
．(shuò)
．悍(biāo)
．(wù)
B．黄晕
．(yùn)
C．怂
．恿(sǒng)

伛
．偻(yǔ)
苋
．菜(xiàn)

销声匿
．迹(nì)
踉踉跄
．跄(cāng)

D．砭
荫
尽态极妍
．骨(biān)
．庇(yīn)
．(yán)
2．下列词语中没有别字的一项是(3 分)
A．诀别
晦暗 气充斗牛
苦心孤诣
B．烦躁
藉贯 变幻多姿
相形见绌
C．馈赠
饶恕 骇人听闻
穷困缭倒
D．赃款
凌驾 无与伦比
诚惶诚恐
3．依次填入下列句子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①舞台上台湾女艺术家的演奏
动听，观众在这经典乐曲里如痴如醉。
②22-在进行旅游开发论证的千岛湖水下古城，其历史可以
到一千年以前。
③只有拥有了广博的阅历、丰富的语汇，我们创作作品才有可能
。
A．优雅
追溯
一气呵成
B．优雅
追述
一鼓作气
C．幽雅
追述
一气呵成
D．幽雅
追溯
一鼓作气
4．下列句子中的标点符号使用都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三月初，微风还带着寒意。西湖边的垂柳却迎风招展，满枝嫩叶、翩翩起舞，仿佛在
迎候来自各方的早春游人。
B．“鸥鸟亦知人意静，故来相近不相惊。”在轰轰闹闹的现代生活中，厌烦了城市嚣音
后，人们自然格外向往富春江那千金难买的宁静。
C．红船从嘉兴南湖出发已经航行了九十年。其问，有时“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有时
“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但始终坚定不移，顺乎潮流。
D．我们吟诵着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怎能不激起心中的豪迈之情?将自己火红的青春
投入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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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列关于文学常识的说法，有错误的一项是(3 分)
A．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将“ 莲”比作“君子”，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在污浊的世间永远保持清白的操守和正直的品德。
B ．《范进中举》选自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故事抨击了对读书人进行精神
迫害的封建科举制度，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世态的炎凉。
C．我国现代文学家鲁迅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著名人物形象，其中藤野先生、闰土、孔乙
己都是其小说集《呐喊》中的人物。

D．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变色龙》运用夸张手法描写了奥楚蔑洛夫对小狗态度的多次变化，
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谄上欺下、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小人形象。
6．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只选做三小题)(3 分)
①感时花溅泪，
。烽火连三月，
。(杜甫《春望》)
②
，
。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浣溪沙》)
③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
。(李商隐《无题》)
④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
，
，渔歌互答，此乐何极!(范仲淹
《岳阳楼记》)
7．阅读下面的材料，在①②处分别填写恰当的句子，使之语意连贯，语句通畅。(3 分)
西晋文学家左思受张衡《两京赋》的启发，决定撰写《三都赋》。陆机听了不禁嘲笑左
思不自量力，说即使费力写成，也一定毫无价值。①
，他广泛查访了解，大量搜集
资料，然后专心致志，奋力写作，反复修改。整整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左思终于完成了《三
都赋》。左思用行动证明：②
。
8．下面这段文字有三句话，各有一处语病，请加以修改。(3 分)
①千年运河，使杭州成为拥有“运河水乡处处河，东西南北步步桥”的独特水乡风韵。
②近年来，随着运河综合保护措施的全面推进，拱宸桥西岸的大量历史遗迹得到保存。③凭
借众多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里的传媒、动漫等文化创意产业有了快速发展。
9．概括下面两段文字的主要内容，不超过 33 个字。(3 分)
传世画作《蒙娜丽莎》的原型一直是个谜，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她是佛罗伦萨一位丝绸富
商的妻子。经考证，佛罗伦萨市中心的一家修道院遗址是其原型的安息之地。意大利考古学
家目前宣布将挖掘《蒙娜丽莎》原型的骸骨。
考古学家将借助透地雷达搜寻人类骸骨，然后通过科学方法测定骨头年代，筛选出与
《蒙娜丽莎》原型去世时年龄相符的骸骨。考古学家还将提取骸骨的 DNA，将之与其子女们
骸骨中提取的 DNA 进行对比。这样，将找到的足够多的头盖骨碎块通过电脑整合出《蒙娜丽
莎》原型的面部图像，就能复原那让世人着迷的神秘微笑。
10．根据语境，仿照画线句子，在横线上填写内容。要求运用修辞方法，语言生动形象。(3
分)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冲它哭，它便冲着你哭；你冲它笑，它便冲着你笑。这恰如：悲观
的人，把挫折视为烂泥潭，一点点陷入人生的困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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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0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1—18 题。
(一)
一棵小桃树
早晨起来，雨下得大了，一直下了一整天。我临窗坐下，看我的小桃树儿在风雨里哆嗦。
纤纤的生灵儿，枝条已经慌乱，桃花一片一片地落了，大半陷在泥里，在黄水里打着旋儿。
哦，我可怜的小桃树儿!
好多年前的秋天，我们还是孩子。奶奶从集市回来，带给我们一人一颗桃子，她说：“都
吃下去吧，这是一颗‘仙桃’；含着桃核儿做一个梦，谁梦见桃花开了，就会幸福一生呢。”
我们全都含了桃核爬上床去。我却无论如何不能安睡，就爬起来，将桃核儿埋在院子角落的
土里，想让它在那里蓄着我的梦。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奶奶打扫院子，突然发现角落的地方，拱出一个嫩绿儿，便叫
道：“这是什么呀?”我才恍然记起了是它：它竞从土里长出来了!它长得很委屈，是弯了头，
紧抱了身子的。第二天才舒开身来，瘦瘦儿的，黄黄儿的，似乎一碰，便立即会断了去。它
长得很慢，一个春天，才长上二尺来高，样子也极委琐。但我却十分 地高兴：它是我的，
它是我的梦种儿长的。
也就在这年里，我到城里上学去了。学习呀，奋斗呀，一毕业就走上社会，要轰轰烈烈
地干一番我的事业了。但是，我慢慢发现我的幼稚，我的天真了，人世原来有人世的大书，
我却连第一行文字还读不懂呢。我渐渐地大了，脾性儿也一天一天地坏了，常常一个人坐着
发呆，心境似乎是垂垂暮老了。这时候，真是祸不单行，奶奶也去世了。我连夜从城里回到
老家去，看着满屋的混乱，想着奶奶往日的容颜，不觉眼泪流了下来，对着灵堂哭了一场。
天黑的时候，在窗下坐着，一抬头，却看见我的小桃树了：它竟然还在长着，弯弯的身子，
努力撑着的枝条，已经有院墙高了。弟弟说：那桃树被猪拱折过一次，要不早就开了花了。
大家曾嫌它长的不是地方，又不好看，想砍掉它，奶奶却不同意，常常护着给它浇水。看着
桃树，想起没能再见一面的奶奶，我深深懊丧对不起我的奶奶，对不起我的小桃树了。
如今，它虽然长得弱小，骨朵儿也不见繁，但一夜之间，花竞全开了呢。可开得太白了、
太淡了，那瓣片儿单薄得似纸做的，没有肉的感觉，没有粉的感觉，像是患了重病的少女，
苍白白的脸儿，又偏苦涩涩地笑着。我每每看着它，却发现从未有一只蜜蜂去恋过它，一只
蝴蝶去飞过它。可怜的小桃树儿!
雨还在下着，花瓣儿纷纷零落去，片片付给风了，雨了!我心里喊着我奶奶。我的小桃
树千百次地俯下身去，又千百次地挣扎起来，一树的桃花，一片，一片，湿得深重，像一只
天鹅，眼睁睁地羽毛剥脱。然而，就在那俯地的刹那，我突然看见那树儿的顶端，高高的一
枝儿上，竟然还保留着一个欲绽的花苞，嫩黄的，嫩红的，在风中摇着，抖着满身的雨水，
几次要掉下来了，但它却没有掉下去，像风浪里航道上的指示灯，闪着时隐时现的嫩黄的光，
嫩红的光。
我心里稍稍有了些安慰。啊，小桃树啊!我该怎么感激你，你到底还有一朵花呢，明日
一早，你会开吗?你开得是灼灼的吗?我亲爱的，你那花是会开得美的，而且会孕出一个桃儿
来的；我还叫你是我的梦的精灵儿，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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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 1 段中说：“哦，我可怜的小桃树儿!”作者认为小桃树的“可怜”表现在哪几方面?
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6 分)
12．下列句子形象生动，富有表现力，请加以赏析。(4 分)
①人世原来有人世的大书，我却连第一行文字还读不懂呢。
②但它却没有掉下去，像风浪里航道上的指示灯，闪着时隐时现的嫩黄的光，嫩红的光。
13．文章多处写到“奶奶”，其作用是什么?(4 分)
14．作者对人生有着怎样的深切感悟?请结合文意简要回答。(2 分)
(二)
兰花的智慧
从热带雨林到寒带针叶林，从潮湿的海滩到干燥的高山草句，到处都能发现兰花的踪
影。
兰花的种子十分细小，很多比人的头发丝还细。种子的外种皮内部还具有许多充满空
气的腔室，进一步减轻了重量。凭借轻巧的身子，种子一出果荚就可以 随风飘荡到离母株
很远的地方。种子的外围包裹了一层致密的细胞，可以防止水分快速渗透。这样，种子还可
以借助水流、动物皮毛等“走”到更远的地方。

兰花为了生存，使出浑身解数，真可谓“诡计多端”。
兰花种子虽然练就 了上乘轻功，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内功。它们太细小，以 至于没有空
间来容纳胚乳或子叶这类储藏营养的结构。于是它们跟真茵拉上了关系，在种子萌发时依靠
消化真菌的茵丝为自身生长提供营养。兰花大多生长在岩壁、树干以及贫瘠的土壤上，这样
便可以减少与其他植物竞争，为自身发展争得更大的空间。
绝大多数兰花是典型的虫媒花，它们的花粉被打包成块状，不给传粉者取食的机会。花
粉块同粘盘、花粉块柄一起组成了兰科植物的雄性生殖结构，这种结构会整个地粘在传粉者
身上，通过它们传递到下一朵的柱头，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因被取食而产生的浪费。
兰花家族里有三分之 一的成员更是不折不扣的“铁公鸡”。有的兰花将自己装扮得像
有花蜜的花朵一样，如果蜜蜂不辨真假，钻进花中找蜜吃，就只能乖乖地为兰花无偿传粉了；
有的兰花还会发出长距离传播的香甜气味，如此色香俱全，蜜蜂和蝴蝶自然会主动上门来充
当“信使”；有的兰花将自己伪装成雌性昆虫，当雄性昆虫试图与这些“雌虫”交配时，传
粉工作就开始了。高超的“骗术”，使兰花在享受传粉服务的同时却不给传粉者任何好处。
还有些兰花，没有昆虫传粉照样可以开花结果繁殖后代。如大根槽舌兰，它的花粉块柄
会向内弯曲 360°，并最终将顶端的花粉精确地送入柱头腔中完成受精。缘毛鸟足兰子房中
的胚珠可以直接发育成种子。这些兰花可以在缺少传粉者的条件下顺利繁殖，并且还可以把
那些吸引昆虫的“费用”节省下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种子生产中去，可谓一举两得。
还可以列举更多的例子来证明兰花的智慧。与此同时，人们是否也应从兰花能够在大千
世界悠然自得的长久生存中得到些许启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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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指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在文中的含义。(2 分)
①兰花种子虽然练就了上乘轻功，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内功
．．。
②兰花家族里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更是不折不扣的“铁公鸡
．．．”。
16．根据第 2 段文字，简要写出兰花种子能够广泛传播的两个原因。(4 分)
17．“兰花的智慧”表现在哪些方面?请根据第 4 段至第 7 段文意，分点简要回答。(6 分)
18．从兰花的生存中，你获得了怎样的启示?(2 分)
三(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9—22 题。
(一)
村陌有犬为人所弃者。张元见之，即收而养之。其叔父怒日：“何用此为?”将欲更弃
之。元对日：“有生之数，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杀，自然之理。今为人所弃而死，非其
道也。若见而不收养，无仁心也。”叔父感其言，遂许焉。明年，犬随叔父夜行。叔父为蛇
所啮，仆地不得行。犬亟奔至家，汪汪之声不已。张元怪之，随犬出门，见叔父几死。速延
医治之，不日而愈。自此，叔父视犬如亲。
(二)
李家洼佃户董某父死，遗一牛，老且跛，将鬻①于屠肆。牛逸，至其父墓前，伏地僵卧，
牵挽鞭捶皆不起。村人闻是事，络绎来视。忽邻叟刘某愤然至，以杖击牛日：“其父堕河，
何预于汝?使随波漂流，充鱼鳖食，岂不大善!汝无故多事，引之使出，多活十余年，致其奉
养，病医药，死棺敛。且留此一坟，岁需祭扫，为董氏子孙无穷累。汝罪大矣!就死汝分，
牟牟②者何为?”盖其父尝堕深水中，牛随之跃入，牵其尾得出也。董初不知此事，闻之大

惭，自批其颊曰：“我乃非人!”急引归。数月后，病死，泣而埋之。
[注]①鬻(yù)：卖。
②牟牟：通“哞哞”，牛叫声。
19．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解释错误的一项是(3 分)
A．张元怪
．之(责备)
B．速延
．医治之(邀请)
C．遗
．一牛，老且跛(留下)
D．引
．之使出(牵，拉)
20．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意思相同的两项是(4 分)
A．今为
不足为
．人所弃而死
．外人道也
B．若见而
．不收养
C．将鬻于
．屠肆

此可以为援而
．不可图也
欲有求于
．我也

D．以
以
．杖击牛曰
．衾拥覆，久而乃和
21．用现代汉语写出下列句子的意思。(4 分)
①叔父感其言，遂许焉。
②岁需祭扫，为董氏子孙无穷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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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人与动物亦可心灵相通。请结合两文内容，简要分析其思想意义。(4 分)
23.阅读下面这首古诗，完成(1)(2)两小题。(5 分)
春山夜月
唐·于良史
春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兴来无远近，欲去惜芳菲。
南望呜钟处，楼台深翠微。
（1）“欲去惜芳菲”中的“惜”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2）“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这两句诗妙趣横生，为后人传诵，请作赏析。
四（40 分）
24.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40 分)
昙花为了自己多年一现的梦想，甘愿承受长久的寂寞；雄鹰为了自己翱翔蓝天的梦想，
毅然接受严峻的考验；彩虹为了自己绚丽多姿的梦想，敢于经受风雨的洗礼；流星为了自己
瞬间美好的梦想，宁可付出沉重的代价。梦想一旦付诸行动，就会变得无比精彩。
请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题目，写一篇 600 字至 800 字的文章。立意自定，文体自选。
文中不得出现你所在学校的校名，以及教职工、同学和本人的真实姓名。

2011 年杭州市各类高中招生文化考试

语

文

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30 分，每小题 3 分)
1．B
2．D
3．A
4．B
5．C
6．①恨别鸟惊心
家书抵万金
②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③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于 ④浮光跃金 静影成璧
(3 分，各 1 分。该小题有差错不给分)
7．示例：①左思毫不气馁②成功来自于认准目标，持之以恒(3 分，第一处 1 分，第二处
2 分，意思基本符合即可)
8．①在 “风韵”后加“的胜地”，或删去“成为”。②将“措施”改为“工程”，或将
“推进”改为“落实”。③删去“众多的”，或删去“丰富的”。(3 分，各 1 分)
9．意大利考古学家将挖掘《蒙娜丽莎》原型骸骨，复原其神秘微笑。
(3 分，三个要点各 1 分)
10．示例：乐观的人，将失败当作垫脚石，一步步登临理想的高峰。
(3 分。要求符合语境，句式基本相同，比喻恰当；有欠缺酌扣)
二(30 分)
．
11．写小桃树长得很委屈，样子很委琐，花儿单薄等来表现它的可怜；写小桃树被人鄙视，
孤独寂寞来表现它的可怜；写小桃树遭受风雨等的摧残来表现它的可怜 。
(6 分，各 2 分。意思符合即可，有欠缺酌扣)
12．①将人世比作大书，自己对人世的认识比作连第一行文字还读不懂，表现了社会的错
综复杂，自己的幼稚天真。②将花苞比作风浪里航道上的指示灯，闪着光，表现了小桃树顽
强的生命力，同时也给予作者希望和信念。
(4 分，各 2 分。意思基本符合即可，有欠缺酌扣)
13．一是突出了小桃树与奶奶的密切关系：奶奶买来桃子才种下桃树，奶奶打扫卫生才发
现桃树，奶奶的保护才留存桃树。二是奶奶是作者感恩的对象，表达了作者对奶奶的感激、
思念之情。
(4 分，各 2 分。意思基本符合即可，有欠缺酌扣)
14．面对挫折和磨难，只要不屈不挠，定能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2 分。意思基本符合即 可，有欠缺酌扣)
15．①胚乳或子叶这类储藏营养的结构②在享受传粉服务的同时却不给传粉者任何好处
(2 分，各 1 分。意思符合即可)
16．种子轻巧，能随风飘荡到很远的地方；种子的外围包裹了一层可以防止水分渗透的细
胞，因此可借助水流、动物皮毛等传播到更远的地方。(4 分，各 2 分。意思符合即可，有
欠缺酌扣)
17．依靠消化真菌的菌丝为自身生长提供营养；避开其他植物的生长环境，为自身发展争得
更大的空间；引诱昆虫来无偿为自己传播花粉；能自我开花结果繁殖后代。
(6 分，写出一点得 2 分，写出三点得满分。意思符合即可，有欠缺酌扣)
18．自觉地适应自然环境；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取生存的条件。(2 分。写出一点即可，要求
符合文意)
三(20 分)
19．A(3 分)
20。BD(4 分，各 2 分)
21．①叔父被他的话感动，就同意(收养)了。
②(这坟墓)每年都要祭扫，给董家子孙带来无穷的麻烦。

(4 分，各 2 分。意思符合即可，有欠缺酌扣)
22．第一篇写张元和其叔父收养弃犬，当叔父被蛇咬时，犬奔家告知，使叔父获救；第二
篇写董某得知老牛曾救过其溺水之父，因而善待老牛。两文无论是写人还是写动物，都表现
其注重情义、知恩图报的思想。
(4 分，分析 2 分，结论 2 分。意思基本符合即可，有欠缺酌扣)
23．(1)表达了诗人沉醉于山中月下的美景，将要离开时依依惜别的深情。(2 分，意思符
合即可，有欠缺酌扣)
(2)“掬水”句，将明月与泉水合而为一，写泉水清澄明澈照见月影；“弄花”句，将
花香衣香浑为一体，写山花香气溢满衣衫。诗句表现了诗人可爱的童心和游玩的兴致。(3
分，三个要点各 1 分，意思符合即可，有欠缺酌扣)
四(40 分)
24．分五等评分。
一等(35—40 分)：立意深刻，中心突出，内容充实，结构严谨，语言通畅、生动。
二等(29—34 分)：符合题意，中心明确，内容具体，结构完整，语言通顺。
三等(22—28 分)：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尚明确，内容欠具体，结构完整，条理欠清楚，
语言欠通顺。
四等(16 —21 分)：不符合题意，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泛，结构欠完整，语病较多。
五等(15 分以下)：感情不健康，或文理不通，或语病严重，或不足 300 字，不成篇。
说明：①有创意，如见解新颖、材料新鲜、结构精巧，酌加 3—5 分。
②书写清楚美观者，酌加 1—3 分；书写潦草、字迹难辨者，酌扣 1—3 分。
③错别字 3 个扣 1 分(重错的不计)。
④300 字以上 600 字以下者，降等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