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湖北卷）语文
一、语文基础知识（共 15 分，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
1.下列各组词语中，划线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
A.踹（chuài）水
竞（jìnɡ）赛
蘸（zhàn）酒
擂（léi）鼓助威
B.跋涉（shè）
陡（dǒu）峭
攀登（dēnɡ）
餐霜饮雪（xiě）
C.善（shàn）良
谦逊（sùn）
璞（pú）玉
不事雕琢（zhuó）
D.荆棘（jí）
飘泊（bó）
青苔（tāi）
红漆（qī）雕花
解析：此题重在考察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难度小于去年。A 中踹、蘸属于非常用字，一般
不设考点，可以略去，B 中雪字，方言中读 xiě的比较多，应读 xuě,C 中“逊”字多读错，
如武汉人一般读“汤逊湖”的“逊”为 sùn,应读 xùn,D 中“苔”方言多读第一声，应为第
二声。
答案：A
2.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彷徨
愁怨
寂寥静默
凄婉惆伥
B.顾盼
精捍
步履稳健
风神潇洒
C.睿智
禀赋
崇高品质
趋善避恶
D.辩难
商榷
典藉满架
旁稽博采
解析：本题沿用了湖北近几年的命题方式，应该说难度较小。通过独体字分析即可得出答案。
“惆怅”与心情有关，故“伥”字为错；
“精悍”与人的性情有关，无需动手，故“捍”字
为错；
“典籍”与书有关，古人最早以竹简写字，故应为竹字头，故“藉”字为错。通过独
体字分析的方法既是解答本题的方法，也是湖北近几年的命题方式。
答案：C。
3.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①宋人画雪常不用铅粉，________把背景用墨衬黑，一层层________，留出山头的白，树梢
的白，甚至花蕾上的白，虚实映衬，意境悠远。
②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遥望夜空，________满天，斜月晶莹，薄雾似轻纱漫卷，________。
我思念那个小山村，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A.而是
点染
星汉
如梦如幻
B.总是
浸染
星云
如诗如画
C.却是
绘染
星光
诗意盎然
D.只是
渲染
星斗
诗意朦胧
解析：解答本题，重在理解词义及用法。如能用到先排除再定位，就会事半功倍。如第三空，
“星汉”指银河，说银河满天肯定不合事理可排除；
“星云”指天体，说天体满天，不搭配；
“星光”指星星闪烁的光芒，而前文有“斜月晶莹”
，月夜中能够看到天上的星星，但看不
到星星的光芒；故一下子可以定位。另外第一空中“常不用”几个字要推敲，说“常”并非
完全没有，所以“总是”二字就绝对化了，排除 B；
“不用……”常与“而、只”之类的关
联词搭配，可以排除 C；第二空中“一层层”暗示“点染、浸染”与之情境不合排除 AB；最
后一空除“诗意盎然”用来写人的心情，如果选用就与后文文脉相隔，可以排除外，其他几
个词还真难排除。不过有了前面的定位，此题确定答案不难。
答案：D

4.下列各项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美丽中国》以歌舞为主，融入京剧演唱、茶艺表演、少林武术等元素，加上奇幻的灯光，
震撼的音响，一幅美丽中国的大写意，声光舞影流溢着浓郁的中国情。
B.梦在前方，路在脚下，青年要坚定信念，珍惜韶华，在追求中国梦的道路上放飞青春，以
青春之我，建设“青春之国家”
！
C.从汶川到芦山，地震确实有能量剥夺太多本该鲜活滋润的生命，但地震却没有能量剥夺站
立在废墟上的那些生命依然坚强。
D.网友们纷纷撰写微博，围绕着“追星”的话题，或幽默，或自嘲，或“假正经”一番，捧
腹之后，总有一种耐人寻味留在心中。
解析：A 成分残缺，本句主语是“美丽中国”，谓语“融于……加上……”没问题，后面“一
幅……声光……”与主语无关，且自身是一个短语，应在“一幅”前加“把”字，在“中国
情”后面，加上“的美丽画卷展现在观众的面前”。C 句式杂糅，应改为“……那些依然坚
强的生命”
。D 搭配不当，
“耐人寻味”不能做主语，可添加主语中心语即“耐人寻味的感觉”
。
答案：B
5.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有错误的一项是（
）
A.《论语》中有不少有关为人处世的格言警句。如：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告诉我们做
人要言语谨慎、行事敏捷；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是说看见贤人就应该向他看
齐，看见不贤的人就应该反省自己。
B.《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随贾母等赴宁国府赏梅，午间去房间休息，看见房内挂着一副
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宝玉觉得这副对联蕴含丰富，十分喜爱，铭记
在心。
C.《狂人日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旧中国几千年“吃人”的历史。在狂人看来，人人都想吃
人，又害怕被人吃，人与人互相牵掣，结成一个连环，难以打破。文末发出了“救救孩子”
的呼声。
D.美国作家海明威 1954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桥边的老人》和《老人与海》均
以“老人”为主人公，前者表现了战争环境中人性的光辉，后者描写了“人的灵魂的尊严”
。
解析：此题虽为文常，更像一个推断题。ACD 三项难度不大，可以判断为对，但 D 项学生又
拿不准。其实只要结合我们学过的第三回说宝玉“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
，就可
以推断宝玉是不喜欢这类对联的。以三个已知，推出一个未知是今年高考的新样式。
答案：B。
二、现代文（论述类文本）阅读（共 9 分，共 3 小题，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6－8 题。
乡土本色
费孝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
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
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
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
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
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

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
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
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
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
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
者是“有机的团结”
，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
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
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
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
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
接触，
“习”是陶炼，
“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
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
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
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
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
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
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
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
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
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
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于是，
“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
“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6.下列对“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乡民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他们以种地为基本生存方式，从土地中获取生活资源，因此与土
地分不开，为土地所束缚。
B.人与人在空间排列上的不流动性，造成乡土社会里乡民个体之间彼此的孤立与隔膜，所以
才有三家村式的微型村落的存在。
C.乡土社会里的个体为了谋生这一共同目标，分工协作，有机地聚合在一起，形成没有陌生
人的“熟人”社会。
D.无论是生活的环境还是所接触的人物，对乡民而言都是生而与俱，再熟悉不过的，于是他
们选择固守乡土，终老于斯。
解析：A 项是第一段的概括。B 中“乡民个体之间彼此的孤立与隔膜”错，原文说“孤立和
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
的关系而说的”
。C 中“个体为了谋生这一共同目标”
，第四段说“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

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
，原文表述的
属于现代社会。D 中说“他们选择固守乡土，终老于斯”，而原文第三段说“乡土社会在地
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BC 两项误解了原文的意思，D 项把被动变为主
动。理解文章重要词语是湖北近几年的一个保留题目。
答案：A。
7.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了解，没有隔阂，相比现代社会，更容易获得一种
从心所欲的自由。
B.依附于土地的乡民从小习得礼俗，与周围的人都熟如亲人，因为大家感情深厚，所以对他
们来讲“从俗即是从心”
。
C.乡民之间的交往是基于彼此的熟悉和信任来进行的，法律不是调节乡土社会中人际交往和
人际关系的基本依据。
D.乡土社会的信用产生于对一种行为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可靠性，这种信用远胜于法理社
会中的一纸契约。
解析：A 中“没有隔阂”有两错，一是原文是隔膜，二者词义有差别，二是原文说“无数次
的小磨擦”
，就不能说他们没有隔阂（隔膜），二是“相比现代社会，更容易获得一种从心所
欲的自由”
，原文“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
只是强调二者自由的方式不同，没有说“更容易”。B 中“因为大家感情深厚，所以对他们
来讲‘从俗即是从心’
”
，原文强调“在一个熟悉的社会”。D 中“这种信用远胜于法理社会
中的一纸契约。
”错，原文说“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对这种信任是否定
的。此类题是筛选信息，也是小阅读的保留题，答题时只要找到相应的信息区间，认真比较
两种说法的异同，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
答案：C。
8.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乡土社会实际上就是熟人社会、礼俗社会，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法理社会，
两者的人际交往原则有别。
B.礼俗是乡土社会里应对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抽象真理，也是人们处理具体事务时目的与
手段间的普遍联系。
C.乡土社会中，人们从熟悉里获得的认识是个别的。
《论语》中孔子因人而异地解释“孝”，
能让我们体会到这种特性。
D.在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暴露出弊端，
“土气”一词因而有了贬义。
解析：A 项主要是对五六段的概括，C 项是对第七段的概括，D 项是后三段的概括。B 项中从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
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中可以看出，
乡土社会没有“根本原则”
，也不讲究“普遍联系”
。
答案：B
三、古代诗文阅读（共 34 分，共 7 小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9－12 题。
廉希宪事略
廉希宪，字善甫，畏兀（今作“维吾尔”
）氏。公以辛卯五月二十五日生于燕，适其父
孝懿公廉访使命下，孝懿喜曰：
“是儿必大吾门，吾闻古者以官受氏，天将以廉氏吾宗乎！
吾其从之。
”举族承命。

公身材魁伟，举止异常。年十九，侍孝懿北觐，入侍世祖，上亦因其多智，有威容，论
议宏深，恩顾殊绝。
诸贵臣校射上前，一贵臣顾公，取三矢，似欲授公，公曰：
“尔岂亿我为不能耶？顾吾
弓差软。
”诸贵假以劲弓，三发连中，诸贵惊服，曰：
“真文武全材，有用书生。
”
国初，拜为平章政事。秉政日，中书右丞刘整以初附为都元帅，骑从甚都，诣门求见。
公之兄弟凡十人，后皆至一品。公之弟蓟国公希贡犹布衣，为通报。公方读书，略不答。蓟
公出，整复浼入言之。因令彻去坐椅，自据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侧立，不予之一言。
整求退，谓曰：
“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当诣政事堂。
”及出，愧赧无人色。
顷之，宋士之在羁旅者，寒饿狼狈，冠衣褴褛，袖诗求见，公之兄弟皆揶揄之。蓟公复
为入言，急令铺设坐椅，且戒内人备酒馔。出至大门外，肃入，对坐，出酒馔，执礼甚恭，
且录其居止。诸儒但言困苦，乞归。公明日遂言于世皇，皆遂其请。
是夜，诸兄弟问曰：
“今日刘元帅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穷秀才，却礼遇
如此其至。我等不能无疑。
”公曰：
“我是国家大臣，言动颦笑，系天下重轻。整虽贵，卖国
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义重。若寒士数十，皆诵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
与，何故而拘执于此？况今国家起朔漠，斯文不绝如线。我更不尊礼，则儒术且将扫地矣。”
公之作兴斯文若此，是大有功于名教者也。
（选自《元朝名臣事略》、
《南村辍耕录》
，有删改）
9.对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天将以廉氏吾宗乎
氏：作为姓氏
B.诸贵假以劲弓
假：借给
C.整复浼入言之
浼：派遣
D.明日当诣政事堂
诣：前往
解析：浼，恳请、请求之意。这个词不在 120 个实词内，但出现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
原话为“太尉特使俺两个央浼二位干这件事”
。
答案：C。
10.下列各组语句中，全都表明廉希宪举止不同寻常的一组是（
）
（3 分）
①三发连中，诸贵惊服
②公之兄弟凡十人，后皆至一品
③公方读书，略不答
④因令彻去坐椅
⑤及出，愧赧无人色
⑥且戒内人备酒馔
A.①②⑤
B.①③④
C.②④⑥
D.③⑤⑥
解析：本题是筛选信息，要求答廉希宪举止不同寻常的，而②是叙述家族兴旺，皆官至一品，
⑤是说刘整自己惭愧，主语对象都不是廉希宪，利用排除法，就可以确立答案。
答案：B。
11.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廉希宪出生之时，其父孝懿公刚好被任命为廉访使。孝懿公非常高兴，认为廉希宪将来一
定会很有出息。
B.廉希宪十九岁时，随父亲北上侍奉元世祖。元世祖见廉希宪才貌出众，见识不凡，给予了

他格外的恩宠。
C.廉希宪任平章政事之时，对登门拜访的中书右丞刘整极为冷淡，因为他认为刘整是不知君
臣之义的叛臣。
D.滞留在北方的秀才们饥寒交迫，廉希宪不仅解除他们的困苦，还把他们举荐给元世祖，让
他们得到重用。
解析：此题曲解文意，原文说羁留在北方的一些南宋书生要求回家，廉希宪在皇帝面前为他
们求情，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同意人这些书生回家，而非重用。以“曲解文意”设点，是
湖北常用的考法。
答案：D。
12.请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线的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9 分）
（1）尔岂亿我为不能耶？顾吾弓差软。（3 分）
解析：此题考点应为：反问句式、通假字“亿”通“億-意”—猜想、料想，一词多义“顾”
—只是
答案：你难道猜想我不会射箭吗？只是我的箭弓稍微软了点。
（2）整展拜起，侧立，不予之一言。
（2 分）
解析：此题考点应为：展—展身，词类活用名词做状语“侧”在旁边，省略句，“不予之一
言”的主语是廉希宪。
答案：刘整行拜礼后起身，在旁边站立，廉希宪不跟他讲一句话。
（3）肃入，对坐，出酒馔，执礼甚恭，且录其居止。
（4 分）
解析：此题的考点应为：一词多义“肃”—恭敬，“执礼”--对待他们的礼节或实施礼节，
录—记录，
；省略句（见译文）
；句子较长，不能出现语病。
答案：
（3）
（4 分）
（廉希宪）恭敬地（把秀才们）迎入家里，陪他们坐着，摆出酒食，对待
他们的礼节非常恭敬，并且记下他们住的地方。
13.请用斜线（/）给下面文言短文中画线的部分断句。（断句不超过 6 处）（3 分）
丁太夫人忧，希宪公率族亲行古丧礼，勺 饮 不 入 口 者 三 日 恸 辄 呕 血
扶 乃 能 起 既 葬 结 庐 墓 所 诸 相 以 居 忧 无 例 欲 极
力 起 公，相与诣庐，闻公号痛，竟不忍言。
（选自《元朝名臣事略》
，有删改）
解析：此文断句，规避了我们一般强调的虚词及古人行文的整齐句式，而是以语言内部相对
完善的独立单位为主，难度有所增加。此文似选于《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十三》，看
来这是一位热衷于元人、元史的专家。
答案：勺饮不入口者三日/恸辄呕血/扶乃能起/既葬/结庐墓所/诸相以居忧无例/欲极力起公。
14.阅读下面这首宋词，然后回答问题。（8 分）
临江仙
欧阳修
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
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难尽，红树远连霞。
【注】欧阳修贬任滁州太守期间，一位同榜及第的朋友将赴任阆州（今四川阆中）通判，远
道来访，欧阳修席上作此词相送。词中的“曲江花”代指新科进士的宴会，“阆苑”指传说
中神仙居住的地方。
（1）这首词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请简要概括。
（3 分）
解析：选用欧阳修的词有点意外，选用《临江仙》更是意外。这一首词几乎没有引起所有人

的重视。各种选本少有，网络也少有注解。好在找到一本 2002 年版的线装《诗词曲》中有。
答此题既要读诗，又要看注解。丰富的感情说明不止一条，所以要列出序号，没有让简析，
只要答出情感类别即可。诗中说“同唱第”，而注解中强调朋友远道而来，于是就有了第一
条。词中“如今”几句，明显在发牢骚，结合注解中被贬滁州，就有了第二条。至于说第三
条，是本词最明显的情感。似乎还有第四条—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或对朋友的关心。“闻
说”二句字面上说，你到了一个神仙之地任职，我今后再也看不到你了。实际上也是以调侃
的语气，表达出对朋友另到一个蛮荒之地任职的同情。且命题人给的第二题答案的第一条也
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外前两句也有对当年一举中第，春风得意的留恋。
答案：这首词蕴含的情感主要有：①久别重逢的喜悦；②宦海沉浮的悲惋无奈；③离别在即
的愁绪。
（2）前人评此词，称其“飘逸”
。请结合“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两句作简要赏
析。
（5 分）
解析：此题难度较大。一遇到解说手法的词，学生容易一头雾水。其实只要用好现有材料不
一定一无所知。作者由阆州，一下子想到了仙境阆苑，想象奇特，当然属于“飘逸”范畴。
且注解中有对阆苑的注解，又框定了两句，如果学生再联想到《红楼梦》中黛玉的唱词“阆
苑奇葩”
，第一问就迎刃而解了。至于第二个答案，如果我们把视野稍微放开，就不难发现，
全词的时空转换比比皆是。由眼前的重逢，想到十年前的“同唱第”，由眼前的“薄宦天涯”
的失意，联想到十年前曲江宴上披红戴花的得意，由人间僻地，想到天上仙境，这些时空转
换，挥洒自如，灵动飘逸。
答案：①想象奇特，虚实相生。词人忽发奇想，将本来荒僻的阆州点化为神仙阆苑，赋予阆
州神话般的美丽。虚实处理得当，富有浪漫色彩。②境界缥缈开阔，语言洒脱灵动。
“阆山”
通“阆苑”
，
“滁州”望“阆州”
，展现了多重时空的组合变化。
“闻说”二字导入传说，忽又
接以“楼高”句设想将来，灵动超逸，挥洒自如。
15.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
（限选其中的 5 个小题作答，如答题超过 5 个，按所
答的前 5 个小题计分）
（5 分）
（1）谨庠序之教，_____________，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寡人之于国也》）
（2）履至尊而制六合，_____________，威振四海。
（贾谊《过秦论》）
（3）狗吠深巷中，_____________。
（陶渊明《归园田居》
）
（4）雁阵惊寒，_____________。
（王勃《滕王阁序》
）
（5）_____________，归雁入胡天。
（王维《使至塞上》）
（6）天姥连天向天横，_____________。（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
（7）耳得之而为声，_____________。
（苏轼《赤壁赋》）
（8）_____________，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声声慢》
）
解析：今年更换的四篇，考了两篇。这一类题目，只有好好背诵，别多、少、错字就行，这
些句子平常都训练过。
答案：
（1）申之以孝悌之义（2）执敲扑而鞭笞天下（3）鸡鸣桑树颠（4）声断衡阳之浦（5）
征蓬出汉塞（6）势拔五岳掩赤城（7）目遇之而成色（8）梧桐更兼细雨
四、现代文（文学类、实用类文本）阅读 （共 20 分，共 4 小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6－19 题。
罗曼·罗兰
徐志摩
①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

②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
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
鲁士入侵而产生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尝味最高
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
“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个词的意义？
在我们这一带我相信从没有人见过德国人。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
这些流动的乐音灌溉着我的童心。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的变成
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它们，它们是我。要没有它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
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扎特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
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多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拨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
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
”
③要认识罗兰不仅应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
，
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
④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早年的朋友是克洛岱尔等近
代法国三大诗人。瓦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
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
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的爱慕他，后来念了他的《艺术论》
，
那只俄国的老象，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
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多芬。这时候少年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贝氏、
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愤愤地申斥莎氏、贝氏，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的，不是真
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的。对罗兰这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而言，这就好
似晴天里的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
心理。他那年 22 岁。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罗兰接到一封写满 38 页纸的长信。那六旬老人说：
“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的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
”下面说他艺
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
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
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异
邦人。他那时的感奋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写信给他，他没有
不亲笔作复的，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样一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
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如春天的熏风，
它一路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
⑤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就不懈地努力。他还得经尝种种精
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对他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 12 部长篇剧本，3
部最著名的传记，10 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
的名字还是在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 50 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多
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悴不怠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
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
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
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
”
16.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4 分）
A.罗兰在生病危殆时听莫扎特的音乐，在怀疑与懊丧时听贝多芬的音乐，这主要说明罗兰对
他们音乐的接受是有选择的。
B.罗兰把自己的音乐经验融入到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这表明他对音乐的热爱
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帮助。
C.第④段中以老象进入艺术花园踩倒花盆作比，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托尔斯泰给罗兰带来的思

想冲击和精神影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D.“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意指：罗兰传递了托尔斯泰的火炬，以慈爱诚挚的心来散布
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更多的年轻人因此受益。
E.作者认为贝多芬的话同样适用于罗兰，是因为罗兰能够像贝多芬一样，以音乐作品的力量
来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
解析：A 项说罗兰对他们音乐的接受是有选择的，而原文第三段的意思主要是讲音乐的作用，
并没有自己的选择。E 作者任务二人一样是指二人在不被世人理解的情况下，绝不放弃对艺
术的追求。A 项把被动说成了主动，E 项是对象搞错，把对艺术的追求，说成了对音乐的追
求，缩小了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只要一项错，全题无分，以前都是只要不超过两项，
对一项 2 分，这是一个赋分的变化。
其实 D 项最后几句有点表述混乱。应为：罗兰传递了托尔斯泰的火炬，以慈爱诚挚的心来散
布生命的种子，让更多的年轻人因此受益，唤醒活泼的世界。
答案：AE
17.为什么在法国经受普鲁士入侵时，罗曼·罗兰却醉心于“敌人”
（德国）的音乐艺术？请
结合原文第②段内容作简要分析。
（4 分）
解析：这是对重要段落的要点分析。这两点很有意思，从先到后，由浅入深，一般会遗漏第
一点。前面说他很年轻，不懂得什么是侵略，也没有见过德国人；后面用他自己的话表明他
醉心于这种超越国界的音乐。
答案：①他开始接触德国音乐的时候，还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德国人，也不了解“德国”
一词意味着什么。②罗兰痴迷于音乐，超越国界音乐是他的生命。德国的音乐充满艺术魅力，
滋润了罗兰的心灵。
18.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请结合原文作简要概括。
（4 分）
解析：这个答案自然没有问题，只是稍显条理不清，特别是第二点。其实按照行文顺序应概
括为①天才的艺术家，表现在音乐和文学两方面；②对信仰和真理不懈的追求者，表现在从
崇拜贝多芬到接受托尔斯泰思想。③年轻人的人生导师，表现在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上，④甘
于寂寞的执着精神，表现在他的创作不被人理解时的坚持。
答案：
（4 分）①音乐的天才，杰出的文学家。②真理的寻求者，时代的圣人，理想人格的
化身。
19.罗曼·罗兰的经历说明，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英雄”的影响。我们从中可获得哪些启
示？请结合原文并联系现实加以探究。（8 分）
解析：这是一道探究题。这类探究题一般包含四个要点：①文本中的人是怎样做的，②结合
文本，对①进行说明；③现实中我们应该如何向文本中的人学习（做法）；④得出结论，只
有这样做，才能像文本中的人一样，取得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探究题不是随心所欲，应以文本为基础。“结合原文”就是要求，你提
到的做法或观点，文本中一定有依据，甚至题干中已经有明确的要求（如本题）；你所联系
的现实，也一定是文本中包含的，而且与你前文相适应的。
答案：①一个人应该转益多师。罗兰在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英雄”
。莫扎特与贝多芬奠
定了罗兰的艺术基础；莎士比亚拓展了罗兰的艺术世界；托尔斯泰为他树立了人生的榜样。
②要选择真正的“英雄”
。罗兰的“英雄”莫扎特、贝多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都是世
界性的先圣与时贤，是人类艺术史上的丰碑。③在“英雄”的影响下，自身还应不懈地努力。
罗兰在坚持不懈并经尝种种精神的苦痛后，才逐步被世界认识与接受。
（联系现实略。） （此
题考生作答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正常评分）
五、语言文字运用（共 12 分，共 3 小题）

20.有媒体统计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作家郭敬明 2012 年度的作品总销量，发现前者的
总销量远低于后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显示，2012 年
度小说类图书的销量冠军仍然是郭敬明的作品。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请简要点评。要求：
①观点明确；②语言表达简明、得体；③字数不超过 30 字。（4 分）
解析：这是一道考察语言表达兼分析问题能力的题，一定要做到言之有理而不是偏颇。如答：
莫言虽获奖，但曲高和寡，比不上郭敬明的作品更受欢迎。或郭敬明作品销量虽多，但文学
价值赶不上莫言的作品等等表述都不合要求。另一方面注意字数限制。
答案：示例一：两位作家的读者群体不同，不能也不应在销量上简单比较。示例二：销量与
作品的文学价值不能划等号，这两位作家各有千秋。
21.下面是《雷雨》中的一段台词：
周朴园 （仁慈地，拿着周萍的手）你是我的长子，我不愿意当着人谈这件事。
（停，喘一
口气严厉地）我听说我在外边的时候，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
周萍
（更惊恐）爸，没有的事，没有，没有。
周朴园 一个人敢做一件事就要当一件事。（甲句）
周萍
（失色）爸！
上面画线的甲句，有的版本为：
“一个人敢做，就要敢当。”（乙句）你认为哪句更好？请列
出两条理由。要求：①理由充分、合理；②语言表达准确、简明。
（4 分）
解析：本题要求列出两条理由，要仔细比较两句话在文字、句式、修辞等方面的差异，然后
再进行表述。其实还可以增补。如例一：口语化，符合父子对话的情景，也利于舞台表演。
例二：连用两个“敢”字，口气严厉，表现出周朴园对周萍强烈的不满。同时也加深了周萍
对“一件事”的误解，强化了戏剧冲突。答案：示例一：甲句更好。①句中两次出现“一件
事”
，表明周朴园很重视这“一件事”
。②使用长句，语气缓和，与前面的“严厉”形成对照，
表现了周朴园复杂的心态。
示例二：乙句更好。①突显了动词“做”和“当”，表明周
朴园希望周萍做事要敢于担当，符合剧情的发展。②使用短句，中间增加了语音停顿，合乎
口语习惯，语气较周朴园前面的话更严厉。
22.请根据丰子恺先生《巷口》这幅画，围绕“盼”描写一个场景。
要求：①想象合理；②运用两种修辞手法；③字数不超过 80 字。（4 分）

解析：图文转换是湖北的保留节目，相信一般都练过，老奶奶拉着孙子，站在巷口，这是漫
画能够直观告诉我们的，至于其它情景，答题人可以合理的想象。注意：这是描写漫画的场
景，而不是介绍漫画的内容，二者是有区别的；另外还要求合理、两种修辞、80 字以内，

这都是答题人要注意的。
还可以这样答：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手里牵者孙儿。大约在家里太闷热，孙儿吵着要奶奶带
他到巷口玩玩，那里可以看来往穿梭行人，又可看街上的车水马龙。男孩很顽皮，走路像在
跳舞，幸亏奶奶个儿高大，站得稳稳的，才不致被他牵倒。
答案：夕阳西下，晚霞如飘扬在天空中的轻纱，暮色温柔。奶奶牵着孙子的小手，伫立巷口，
翘首盼望那远游者归来的身影——是儿子，是父亲。背后，深巷幽幽，低吟着等候者的悠悠
心曲。
六、写作（共 60 分，共 1 小题）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文。
（60 分）
你注意到了吗？装鲜牛奶的容器一般是方盒子，装矿泉水的容器一般是圆瓶子，而装酒
的圆瓶子一般又装进方盒子里。方圆之用，各得其妙。
正如古诗所云：
“方圆虽异器，功用信俱呈。”人生也是如此，所谓“上善若水任方圆”
。
请根据你对材料的理解，自选一个角度，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要求：明确立意，自
定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解析：这是一则被评为全国最文雅的作文材料。其实两段文字有明显的拼接痕迹，增加后一
段，也就是为了给学生多提供一些切入角度。
审题时要善于把事物与人生、社会进行类比。“方”就是方方正正，联系社会人生就是
做事、做人方方正正；
“圆”就是圆滑，这是贬义，褒义就是变通；
“上善若水任方圆”就是
做人、做事既能方方正正，又要学会变通。分析到此，就可以有以下论点。
社会方面：
（1）社会处事要讲究规矩，不能随意变通。由此派生出①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②坚持原则，绝不妥协等等（2）处事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学会变通。由此派生出①做
事既要合理，也要合情，②坚持原则与大胆改革创新相结合等等
做人方面：
（1）每个人都要守规矩，所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2）人生处世要学会变
通，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3）做人要机智，该方则方，该圆则圆。
注意：无论以哪一个为论点都可以，但不要把所有的论点“一锅烩”，让文章的观点杂
乱不堪，要认准一点，给予击破。要看清题目要求。另外无论立什么论点，都要在法律道德
的框架内。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