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Ⅱ卷
语文（黑龙江、吉林、内蒙、贵州等）
本试卷分第 I 卷（选择题）和第 II 卷（非选择题）两部分。第 I 卷 1 至 4 页，第 II 卷 5
至 11 页。考试结束后，交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I卷
注意事项：
1. 答第 I 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试科目涂写在答题卡上。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
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3. 本试卷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
符合题目要求。
一、（12 分，每小题 3 分）
1．下面各组词语中，有两个错别字的一组是
A．嘉奖
誓死如归
奏效
越俎代疱
B．慰籍
弱不经风
整饬
历久弥新
C．真谛
既往不咎
小憩
举步为艰
D．体恤
提缩挈领
端倪
磬竹难书
2．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句是
A．这样的小错误对于整个题目的要求来说是无伤大雅，不足为训的，我们决不能只纠
缠于细枝末节而忘了根本的目标。
B．在灿若群星的世界童话作家中，丹麦作家安徒生之所以卓尔不群、久享盛誉，是因
为他开启了童话文学的一个新时代。
C．
“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载人飞船的连续成功发射与顺利返回，为我国航天航空
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必须彪炳千古。
D．盗挖天山雪莲日益猖獗的主要原因是，违法者众多且分布广泛，而管理部门又人手
不足，因此执法时往往捉襟见肘。
3．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天津市为大部分农民工办理了银行卡，建立工资“月支付，季结算”
，维护了广大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
B．来这里聚会的无论老少，都被他清晰思路、开朗的性格、乐观的情绪及坚定的信心
深深地感染了。
C．不少学生偏食、挑食、导致蛋白质的摄入量偏低，钙、锌、铁等营养素明显不足，
营养状况不容呤人乐观。
D．节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节约钱财，更在于节约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有限资源，以保护
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
4．填入下面横线处的句子，与上下文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都灵冬奥会的花样滑冰双人滑的比赛中，张丹、张昊在冲击世界上最高难度的后内接环
四周抛跳时失误，张丹重重地摔在冰面上，膝盖严重受伤。
，
，
。
他们勇敢的精神和精湛的技术征服了全场观众，也征服了现场裁判，最终赢得一枚银牌。
①所有人都以为这对组合将退出比赛
②在所有的人都以为这对组合将退出比赛的时候

③简单包扎后的张丹双双与张昊重新回到冰上继续比赛
④冰上却出现了张昊和简单包扎后的张丹
⑤人顺利地完成了其他高难度动作
⑥其他高难度动作完成得很顺利
A．①③⑤
B．①④⑥
C．②③⑤
D．②④⑥
二、（9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5-7 题。
大运河保护迫在眉睫
长达一千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与绵延的万里长城，作为举世闻名的古代中国人创造的
伟大工程，都是华夏民族的历史丰碑和永远的骄傲。长城早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跻身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大运河的文物保护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大运河在广开海运之前是我国古代的一条重要交通命脉，开凿运河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进
行沟通交流。大运河在开凿过程中利用了春秋时代吴王夫差开通的沟，在隋炀帝时最终完成，
唐宋繁盛一时，元代截住夺取直，明清屡加疏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大运河一直是一条南
粮北运、商旅交运、水利灌溉的生命线。
大运河涉及黄河与长江这两个古代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区，连接着燕文化、齐鲁文化、
吴越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其沿岸是古代中国人口集中、文化遗址密集的地区。
各个时代，大运河贯穿之地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古迹，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其文物价
值与意义非同寻常。不仅如此，大运河在开凿的长度、年代上还创下了傲视环宇的纪录，特
别是沿岸几十座城市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民俗风韵，保存了极其特色的内河文化。
但是，作为华夏先民智慧与创造力结晶的大运河，今未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法无偏见肯定和保障它的历史地位。
大运河的保护现状确定令人忧虑。除千百年来河堤决口、泥沙淤塞、水量匮乏等自然因
外，更有乱开支渠、截住流用水、客理不善等人为因素。由于不少河段利用了天然湖泊和自
然河流，很多人认识不到大运河也是文化遗产或文物古迹三岁时出于局部利益考虑随意改拆
遗存的现象时有发生，分省分段的管理体制也使大运河的保护无法形成综合性的全盘规划。
大运河虽然历尽沧桑，却衰而未亡，江南河段仍然泽被今人；已开工的南水北调工程也
涉及到大运河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因此，亟需通过文物调查与文化保护研究。提交完整的
大运河总体调研与保护报告。
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和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大运河及其沿岸相关
古迹不仅应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得到有效保护，而且也应作为一个整体来中援世界文化遗产。
5．从原文看，下列关于大运河保护迫在眉睫原因的说明，错误的一项是
A．河堤决口，泥沙淤窝，河段缺水，大运河已经是衰败不堪。
B．乱开支流，截流用水，管理不善，大运河的保护现状令人忧虑。
C．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大运河沿岸的文物古迹常被随意改拆。
D．分省分段的管理，使大运河的 本调研与保护报告无法提交。
6．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大运河实际上下连结中国古代几个重要文化区域的桥梁和纽带
B．从开凿时间和规模上看，大运河是世界同类工程所无法企及的。
C．部分河段借用湖泊和河流，影响到大运河的文化遗产地。
D．大运河的文物价值不能超过今没有得到专门的法律法无偏见的肯定和保护。
7．依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A．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有利于提升沿岸文物古迹的文化价值，传扬其“古代
文化长廊”的美誉。

B．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大运河将更有利于沟通交流，昔日南粮北运、商旅交通
的胜景将得以恢复。
C．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将有利于大运河沿岸文物古迹的保护，从而加速大运河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的进程。
D．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后，历史上极具内河文化特色的大运河将会呈现出新的人
文景观和民俗风韵。
三、（9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完成 8－10 题。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
高祖购求布千金，季布匿
．濮阳周氏。周氏髡钳季布，衣褐衣，之鲁朱家所卖之。
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因谓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
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
之不广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
．季布匿其所，乃许曰：
“诺。”待闲，果言如朱家指。 上乃赦季布，拜
．为郎中。 孝惠时，为中郎将。
单于尝为书嫚②吕后，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
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
．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
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是时殿上皆恐，
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
欲以为御史大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
“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
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
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上默然惭。楚人曹丘生，辩士，事贵人赵同
等，与窦长君善。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
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
书，遂行。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闲哉？且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何足下拒仆之深也！”
季布乃大悦，引入为上客。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节选自《史记·季荀栾布列传》）

［注］①为气任侠：任性使气霸见义勇为。②嫚（màn）：用言辞轻侮。
8．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季布匿
匿：隐瞒。
．僕阳周氏
B．意
．季布匿其所
C．上乃赦季布，拜
．为郎中

意：料想。
拜：授官。

D．诸将皆阿
阿：迎合。
．吕后意
9．以下六句话，分别编为四组，全都表现季节“任性使气“的一组是
①季布为项籍用，职耳。
②樊哙可斩也！
③高帝将兵四十余力众，困于平城。
④此人必有以卧欺陛下者。
⑤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
⑥季布乃大飞鸣，引入为上客。
A．①③⑤ B．①④⑥
C．②③④
D．②⑤⑥

10．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季布本为项籍旧将，打仗时屡次陷汉王于困境。项羽灭后，汉高祖悬赏缉捕季布，
鲁人朱家通过汝阴侯滕公劝说高祖，季布才最终得到赦免。
B．汉惠帝时，单子写信侮辱吕后，吕后极为气愤，樊哙表示要率军痛击匈奴。季布摇
动引历史故事，认为铁证如山然出兵难以取胜，说服吕后收回成命。
C．汉文帝时，有人称赞季布贤能，文帝想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季布到京后，在住所滞
留一个月，拟议却未见实行，季布说起此事，文帝无言以对。
D．曹丘有口才，他听说季布不喜欢自己，仍然坚持前往拜访。见面时，他热情地赞握
手季布，尽力与之联络感情，终于使季布改变看法而善待自己。

2006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语

文

第Ⅱ卷
注意事项：1．用钢笔或圆珠笔将答案直接写在试题卷上。
2．答题前将密封线内的项目填写清楚。
3．本卷共 11 小题，共 120 分。
四、（23 分）
11．把第 1 卷文言阅读材料中画横肉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
译文：
（2）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译文：
12．阅读下面这首宋词，然后回答问题。（8 分）

南柯子 王炎
山冥去阴重，天寒雨意浓。数枝幽艳湿啼红。莫为惜花惆怅对东风。
蓑笠朝朝出，
①
沟塍处处通。人间辛苦是三农 。要得一犁水足望年丰。
［注］①三农：指春耕、夏耘、秋收。
（1）上阙中“数枝幽艳湿啼红”一句展现的是一贴什么样的画面，作者写这句是为惜春
伤怀吗？为什么？
答：
（2）试分析下阙的内容，以及作者在词中所抒发的思相感情。
答：
13．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两题任选一题）（5 分）
（1）丞相祠堂何处寻，
。
，
。
三顾频频天下计，
。
，长使英友邻泪满补襟。（杜甫

《蜀相》）
（2）亲贤臣，这小人，
师表》）
无可奈何花落去，
枯藤老树昏，
（马致远《天净沙·秋恩》）
五、（2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4－17 题。

；亲小人，远贤臣，
。（晏殊《浣溪沙》
）
，古道西凤瘦马。夕阳西下，

绵绵土

。
（诸葛亮《出

。

牛汉

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
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了多年的一个梦境。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
忘记，我是诞生在沙土上的。人们准不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从没
有看见过的沙漠。
年轻时，有几年我在深深的陇山山沟里做着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不要以为沙漠是苍茫
而干涩的，年轻的梦都是甜的。由于我家族的历史与故乡走西口的人们有说不完的故事，我
的心灵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野地
方。它空旷得没有边沿，而我向往这种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
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
了一层细细的闪光的沙。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
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辞典里查
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辈
辈的先人从没有解释过，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
法解释的活神话。我的祖先们或许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
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降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
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
接生我的仙园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
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
”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
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安生地睡去一般。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
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我长到五六岁光景，成天在土里沙里厮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边，小声说：“限
你两天扫一罐绵绵土回来！”“做什么用？”我真的不明白。
“这事不该你问。”祖母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庄严，就像除夕夜里迎神时那种虔诚的神情，
“可不能扫粗的脏的。”她叮咛我一定要扫聚在窗棂上的绵绵土，
“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净土，
别处的不要。
”
我当然晓得，连麻雀都知道用窗棂上的绵绵土朴楞楞地清理它们的羽毛。
两三天之后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躯，红润润的，是绵绵土擦洗成
那么红的。他的奶名就叫“红汉”。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
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家乡，
梦到了与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我相信故乡现在还有绵绵土，但孩子们多半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了。我祝福他们。我
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
的眷恋之情。原谅我这个痴愚的游子吧!
1988 年 10 月
14．本文描写的“绵绵土”有哪些特点？（4 分）
答：
15．从全文看，为什么作者一踏上大沙漠，就“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6 分）
答：
16．除了以“沙漠――绵绵土――沙漠”为恩路安排的文章结构，本文还另有一个隐喻性的
表达结构，请写出体现这一线索的三个关键词语。（5 分）
答：
17．作者对绵绵土的回忆和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抒写，寄托了什么样的思想情感？请简要分
析。（7 分）
答：
18．请筛选、整合下面文字中的主要意思，拟写一条“麽术”的定义。要求语言简明，条理
清楚，不超过 50 个字。
（5 分）
魔术这种杂技节目以不易被观众察觉的敏捷手法和手段，使物体在观众眼前出现奇妙的
变化，或出现或消失，真可谓变化莫测。这种表演常常借助物理、化学的原理或某种特王乐
泉的装置表演各种物体、动物或水火等迅速增减隐现的变化，令观众目不暇接，产生奇幻莫
测的神秘感觉。魔术广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魔

术

是

19．2006 年 5 月 9 日中国科学技术馆新馆奠基。请根据下面的示意图，对中国科学技术馆
新馆的所在位置作一个介绍。要求方位表述准确，用语富于变化。（5 分）

20．请以“和谐”为内容写三句话。要求每句话都使用比喻，三句话构成排比。（5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60 分）
据有关部门调查，六年来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 年为 60.4%，2001 年为
54．2%，2003 年为 51．7%，而 2005 年为 48．7%，首次低于 50%。造成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识字的人为什么不读书？中年人多数说“没时间”，青年人多数说“不
习惯”，还有人说“买不起”、“没地方借”。
与图书阅读率走低相反，网上阅读率正在迅速增长；1999 年为 3．7%，2003 年为 18．3%，
2005 年为 27．8%。
要求全面理解材料，但可以选择一个侧面、一个角度构思作文。自主确定立意，确定文
体，确定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其含意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2006 年高考语文试卷参考答案（全国卷Ⅱ）
一、1 B
2、A 3、D
4、C
二、5、D
6、C 7、A
三、8、A
9、D 10、B
四、11、
（1）您因为一人的赞美而召用我，一人的诽谤而赶走我，我担心天下有识之士听说
这事后，就能够窥测出您的深浅。
（2）季布的名声更加显著的原因，是曹丘传播了它呀。
12、（1）一幅几枝鲜花的花瓣上沾着水珠楚楚堪怜的画面。
不是为惜春伤怀。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 作者紧接着“数枝”句说：
“莫为惜花惆怅对东风”；
二在乌云密布、寒雨将至时，作者更关心的是“要得一犁水足望年丰”
。
（2）描写了农民不避风雨、辛勤劳作的生活，发出了“人间辛苦是三农”的感叹，表达了
农民盼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情。
13、（1）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
捷身先死
（2）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桥流水人家
断肠人在天涯
五、14、细柔，温暖，金黄色，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
15、（1）作者诞生在绵绵土上，他认为大沙漠是绵绵土的发祥地。
（2）作者年轻时就有一个“沙漠梦”
，大沙漠再现了他失落多年的“梦境”。
16、母体——绵绵土——故乡
17、（1）对绵绵土的回忆，寄托了作者对故乡和故乡古老习俗的怀念。
（2）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抒写，寄托了作者对故乡的热爱。
（3）讲述了生命与母体、人与故土之间难以割舍的精神、情感联系，表达了游子对故乡深
深的眷恋。
18、借助物理、化学原理或特殊装置，以不易察觉的敏捷手法，使物体出现、消失或产生奇
妙变化的一种杂技。
或：以迅速敏捷的技巧或用特殊装置把实在的动作掩盖起来，使观众感觉到物体忽有忽无，
奇幻莫测的一种杂技。
19、中国科学技术馆新馆建在奥林匹克公园内，西傍奥远水系，南望奥运主体育场，北邻森
林公园。
20、例：和谐是乐手演奏的动人旋律，和谐是画家创作的美丽画卷，和谐是设计师描绘的宏
伟蓝图。
七、21（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