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天津新华中学高三下学期模拟统练语文
一、选择题（19 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A.傀
俾
．儡（kuǐ） 珐
．琅（fà）
．使（bǐ）
B.肄
照片
．业（sì）
．（piān）
C.连翘
．（qiáo） 咯
．血（kǎ）
D.拎
．包（līn） 蜷
．曲（juǎn）

）
严惩
．（chéng）

摒
．弃（bìng） 消弭
．（mǐ）
症
．候（zhēng） 生肖
．（xiāo）
重创
．（chuàng） 尽
．早（jǐn）

解析：B 肄 yì，片 piàn；C 症 zhèng；肖 xiào；D 蜷 quán，创 chuāng。
答案：A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厮打 疏浚 钓鱼竿 首屈一指
B.船舱 通宵 大杂荟 金璧辉煌
C.沉缅 布署 随大溜 指手画脚
D.磨厉 简练 吊书袋 和颜悦色
解析：B 烩，碧；C 湎，部；D 砺，掉。
答案：A
3.下列各句横线处应填入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1）郑州是京广、陇海两条铁路的_________点。
（2）电影《见习律师》是以李克强总理为_________拍摄的。这部 1982 年面世的电影，由
孙淳主演，讲述了北大法律系见习生言文刚的办案故事。
（3）她那双眼睛一顾一看，满戏园子里便_________，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响。
A.交会 原形 万籁无声
B.交汇 原型 万籁无声
C.交会 原型 鸦雀无声
D.交汇 原形 鸦雀无声
解析：①交会：会合，相交；交汇：（水流气流等）聚集到一起，会合。②原形：原来的形
状，本来面目（贬义）；原型：原来的类型或模型，特指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所
依据的现实生活中的人。③万籁无声：非常寂静，没有一点声音，万籁，自然界万物发出的
响声；鸦雀无声：形容非常安静。
答案：C
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且句意明确的一句是（
）
A.以前，我们往往以孩子掌握汉字的数量取代其掌握的质量，结果虽然孩子对某些字能够读
写，但却难以灵活应用，有时候甚至陷入“死记硬背”。
B.近视患者都应当接受专业医师的检查，选配合适的眼镜，切忌因为怕麻烦、爱漂亮而不戴
眼镜。
C.翻开几千年的历史记录，人们就发现，地震最强烈的地方往往总是在山边地带。
D.某文化局长因工作需要调任交通银行行长，收入提高了十几倍；后改任财政局长，收入又
下降了十几倍。

解析：A．把“孩子”提到“虽然”前；在“死记硬背”后加“的怪圈”。C．“往往”“总
是”删掉其中一个。D．“收入又下降了十几倍”数量减小不用“倍”。
答案：B
5.下列文学常识相关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词，兴于唐，盛于宋。按字数多少可分为小令、中调、长调，按风格可以分为婉约派和豪
放派。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
B.唐代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元稹、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
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C.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都是 19 世纪法国作家，海明威、欧·亨利都是美国作家。其中
海明威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
D.《张衡传》选自《后汉书·张衡传》，作者班固，字孟坚，西汉著名历史学家。
解析：作者应为范晔，字蔚宗，南朝宋人。
答案：D
6.把下列带序号的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一段话并填入横线处，正确的一项是（ ）（4 分）
鬼斧神工的幽雅峻峭，司空见惯的柳下花前，小桥流水，芳草萋萋，______________。
①把那盘盘盏盏的美酒佳肴，统统搬到郊野去享用，另有一种滋味，别有一番情趣。
②美，无处不在，佳境原本用不着寻觅。
③郊游野宴，自然以春季为佳，春日融融，和风习习，花红草青，气息清新，难怪唐人语出
惊人：“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卧酒不可过时。”
④但自然之美，有时还得屈尊郊野，远足寻觅。
A.①②④③
B.②④①③
C.④②③①
D.③②④①
解析：②句承前；④句转折，启后；①阐释；③总结。
答案：B
二、现代文阅读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小题。（9 分）
汉魏六朝的家教特点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古代社会就开始它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秦王朝的国运不
长，而且秦王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没有什
么建树。但是，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和封建社会的持久安定，加上长期推行“独尊儒术”的文
教政策，采取科举取士和以经术取士，注重以三纲五常之教统治人们思想和以孝道之教稳定
家庭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所以家庭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日渐形成了它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汉代形成的以经学作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继续推行之外，由于统治
阶级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提倡，玄学、佛学、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技艺及生产技艺等，也进
入了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范围。总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
家庭的生产与生活也缺乏稳定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与汉代相比，相差甚远，尤其是
统治阶层受“九品中正”制取士制度的影响，豪门士族的子孙天生就是“上三品”的高官世
袭者，而寒门士族的子孙即使学富五车也难以入上品，至于平民百姓的子孙就更不在话下，

由此所造成的“读书无用”的观念也渗透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诗书教
育日渐衰落的局面。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尽管有由盛转衰的趋向，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不断
发展和完善，所以家庭教育的阶级性和等级性也日益明显起来，形成了以皇家宗室为主体的
贵族家庭教育，以及在职文官为代表的官宦家庭教育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家庭教育
的家教制度。这三类家庭教育，一直延续和发展到清末，在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道
德、家庭乃至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皇家的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储君，所以皇太
子及诸王子的教育受到特别的重视，乃至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件大事。皇家的家教具有特权性，
在措施上一是尽一切努力把全国图书搜集在皇家图书馆，垄断文化以作为皇家宗室的教材；
二是收买天下第一流的学者充任宫廷教师；三是建立一整套宫廷教师制度和完备的教学制度。
官宦之家的家教，其目的在于造就其子孙的德才学识，教学内容主要是为官之道，所以十分
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自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和任官的政策以来，经艺在官宦之家的家教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官宦之家的子弟自小就学习《礼》、《乐》、《诗》、《书》、《春
秋》、《论语》和《孝经》等。其家庭教师大多是当地的名儒。除此之外，部分官宦子弟或
外出从师，或跟随父兄习业。平民之家的家教，各因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富商大户或从事教育职业的文人之家，一般是注重儒术教育的，他们希冀其子弟通过读“圣
贤书”而成为做官人。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之家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要内
容，在道德教育上其内容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封建纲常教化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孝悌之教。
7.关于“汉魏六朝家庭教育”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积极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为家庭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B.因为汉朝的家庭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所以汉朝的家庭教育在内容上以经学为主，注重以
三纲五常之教统治人们思想和以孝道之教稳定家庭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
C.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佛学、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技艺及生产技艺等，也进入了不同阶
层的家庭教育范围。
D.魏晋南北朝时期“读书无用”的观念也渗透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家
庭教育日渐衰落的局面。
解析：A 是秦朝的措施。B 因果倒置。D“造成家庭教育日渐衰落的局面”不是“家庭教育”
是“诗书教育”。
答案：C
8.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尽管有由盛转衰的趋向，但是阶级性和等级性也日益明显起来，家
庭教育功能日渐强大，这使得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B.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形成了以皇家宗室为主体的贵族家庭教育，以及在职文官为代表的官
宦家庭教育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家庭教育的家教制度。
C.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一直延续和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在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
道德、家庭、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D.皇家的教育主要围绕皇太子和诸王子展开，为此不惜垄断文化以作为皇家宗室的教材，收
买第一流的学者充任宫廷教师，建立宫廷教师制度和教学制度。
解析：A 项错误在于因果倒置。
答案：A
9.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汉朝经艺之所以在官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还是为了培养子孙的德才
学识以满足官宦子弟参加经学考试和担任朝廷官职的需要。

B.汉魏六朝官宦子弟的家庭教育主要延请名儒进行教授，以传授儒家的经典典籍、灌输儒家
思想为主。
C.家境富裕并不意味着身份的高贵，许多富商之所以在家庭教育上比较注重儒术教育，是希
冀子孙能够取得一官半职，因为在当时官员的地位和身份在社会上处于高层。
D.除富商外的大多数平民百姓家教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在道德教育上主
要是孝悌之教。
解析：“除富商外的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家教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还应该
包括“从事教育职业的文人之家”。
答案：D
（二）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以下小题。（21 分）
鉴赏家
汪曾祺
①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专给大宅门
送果子。他的果子的好处，第一是得四时之先。市上还没有见这种果子，他的篮子里已经有
了。第二是都很大，很香甜，很好看。果子全都从他手里过过，有疤的、挤筐、变色、过小
的都剔下来。他的果子有些是直接到产地采办来的，是“树熟”——不是在米糠里闷熟了的。
他出去买果子比卖果子的时间要多得多。四乡八镇，哪个园子里，什么人家，有一棵什么出
名的好果树，他都知道，和园主打多年交道，熟得像是亲家。别的卖果子的下不了这样的功
夫，也不知道这些路道。
②这年是叶三五十岁整生日，一家子商量怎么给老爷子做寿。两个儿子提出爹不要走宅
门卖果子了，他们养得起他。叶三有点生气了：“嫌我给你们丢人？两位大布店的‘先生’，
有个卖果子的老爹，不好看？”儿子连忙解释：“不是的。你老人家岁数大了，老在外面跑，
风里雨里，水路旱路，做儿子的心里不安。”“我跑惯了，我给这些人家送惯了果子。就为
了季四太爷一个人，我也得卖果子。”又说，“你们也不用给我做什么寿。你们要是有孝心，
把四太爷送我的画拿出去裱了，再给我打一口寿材。”这里有一种风俗，早早把寿材准备下
了，为的讨个吉利：添福添寿。儿子依了他。
③叶三给别人家送果子是为了挣钱，给季匋民送果子是为了爱他的画。
④季匋民有一个脾气：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叶三搜罗到最好的水果，
总是首先给季匋民送去。季匋民每天一起来就走进他的小书房——画室。叶三不需通报，一
来就是半天。季匋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志，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
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来。凡是叶三吸气、惊呼的地方，
也正是季匋民的得意之笔。
⑤季匋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
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叶三真懂，叶三的赞赏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
谄媚。季匋民最讨厌听人谈画。他很少到亲戚家应酬。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喝
半盏茶就道别。因为席间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谈阔论。但是他对叶三另眼相看。叶三只是从心
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
⑥季匋民画完了画，钉在壁上，自己负手远看，有时会问叶三：“好不好？”“好在哪
里？”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叶三说：“紫藤里
有风。”“唔！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对极了！”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诗：深院
悄无人，风拂紫藤乱。季匋民画了一张小品，老鼠上灯台。叶三说：“这是一只小老鼠。”“何
以见得？”“老鼠把尾巴卷在灯台柱上，它很顽皮。”“对！”

⑦季匋民最爱画荷花。他画的都是墨荷。他佩服大家李复堂，但是画风和复堂不似。李
画多凝重，季匋民飘逸。李画多用中锋，季匋民微用侧笔。李复堂有时水墨淋漓，粗头乱服，
意在笔先；季匋民没有那样的恣悍，他的画是大写意，但总是笔意俱到，收拾得很干净，而
且笔致疏朗，善于利用空白。他的墨荷参用了张大千，但更为舒展。他画的荷叶不勾筋，荷
梗不点刺，且喜作长幅，荷梗甚长，一笔到底。有一天，叶三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匋民一
高兴，画了一幅墨荷，好些莲蓬。问叶三：“如何？”叶三说：“四太爷，你这画不对，‘红
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
子。”“是吗？我头一回听见！”季匋民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张红莲花，题了一首诗：
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有时季匋民给叶三
画了画，说：“这张不题上款吧，你可以拿去卖钱，有上款不好卖。”叶三说：“题不题上
款都行，不过您的画我不卖。”“不卖？”“一张也不卖！”
⑧他把季匋民送他的画都放在他的寿材里。十多年过去了，季匋民死了。叶三已经不卖
果子了，但是四季八节，他还四处寻觅鲜果，到季匋民坟上供一供。季匋民死后，画价大增。
日本有人专门收藏他的画，大家知道叶三手里有很多季匋民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
叶三说：“不卖。”有一天一个外地人来拜望叶三，叫“迁听涛”。一问，是日本人。迁听
涛说他是专程来看叶三收藏的季匋民的画的。远道来的，叶三只得把画拿出来，迁听涛用清
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对画轴拜了三拜，然后才展开，他不停地赞叹：“喔！真好！真是
神品！”
⑨迁听涛要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叶三说：“不卖。”迁听涛怅然而去。叶三死了，
他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进棺材里，埋了。
10.小说题目是“鉴赏家”，第一段却用了大量笔墨写叶三卖果子，这样写的用意是什么？
（2 分）
解析：这段文字对塑造果贩叶三非常有用。叶三是个鉴赏家，因果子而与画家有缘。同时表
明叶三的与众不同。结构上为后文他不卖画，做铺垫。
答案：小说写果贩叶三有审美情趣（1 分），为下文写他是个不谄媚、懂艺术的鉴赏家做出
铺垫（1 分）。
11.小说写了叶三是鉴赏家，写了四层，按照下面的示例，对另外三层进行简要概括。（3
分）
①示例：叶三看画
②________________ ③________________ ④________________
解析：概括情节结构，需要在读懂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小说主要写了叶三和画的关系，需要
学生概括出情节，并以叶三为主语归纳。
答案：②叶三赏（懂）画③叶三评画④叶三守（藏）画（叶三儿子埋画）
12.赏析第四段划线句“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
来”。（4 分）
解析：这句话属于动作和神态描写，由于能恰当的写出叶三对画家画功的赞叹，因而可以归
结为细节描写。这个细节非常传神，从侧面烘托出画家的技艺。赏析时要抓住手法和效果两
个方面进行。
答案：细节（神态、动作）描写（1 分），表现叶三看得入神（1 分），侧面表现（1 分）
出季匋民绘画的精彩，写出了两人作为知音的默契（1 分）。
13.第五段划线句“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喝半盏茶就道别”写出了季匋民怎样
的性格特点？这对叶三这个人物形象有什么作用？（3 分）

解析：分析原文可知，画家如此行为，只因其性格中的清高所致。这种态度和他对待叶三的
态度截然相反，表现出他对叶三的欣赏，对叶三是个烘托。
答案：表现季匋民的清高（或雅、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1 分）这与他对叶三另眼相看
的态度形成对比（1 分），突出了叶三既不像那些庸风雅士假名士那样假充内行（或不懂装
懂）、也不谄媚的特点（1 分）。
14.作者以叶三把画带到棺材里作为小说的结尾，你认为这个结尾合适吗？为什么？（80 字
以内）（5 分）
解析：这是个开放性的题目，需要学生根据文章内容和自己的生活阅历，人生见识来评价。
注意评价时要观点鲜明、表达连贯、层次清晰，切不可模棱两可，观点模糊。就本题而言，
可以赞赏叶三的做法，也可以反对。但是要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不能强词夺理，故作惊
人之语。
答案：示例一：这个结尾很好，是全文的升华。因为本小说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
重友谊、重知己。正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这里的精神是和先人一脉相承的。（5 分）
示例二：这个结尾不合适，是全文的败笔。因为叶三把画带进棺材，不过是文化痼疾之一：
自私。相传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将《兰亭序》带进坟墓，这只是满足了他个人的占有欲
望，却让作品永远不见天日。（5 分）
示例三：这个结尾是神来之笔，将前文的赞赏化为了莫大的惋惜。因为叶三把画作带进了棺
材，体现的是文化痼疾之一；封闭狭隘。作者在《胡同文化》中也曾有类似写法，文尾以“再
见呀，胡同”体现对封闭的胡同文化的清醒认识。（角度不拘，有无具体例子均可，言之成
理即可）（5 分）
15.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4 分）
A.从情节和结构而言，本文没有强烈的冲突和波澜起伏的情节，只是写了一个爱画的人，写
了他的生活，其实只是写了一个字“美”。
B.季匋民的“紫藤花开”“老鼠上灯台”“红花莲藕”三幅画着力于工笔写实，色彩绚烂，
生动形象，具有诗化的意境。
C.季匋民爱画荷花，作者有意将季匋民和李复堂所画的荷花进行对比，突出了二人画风的不
同，也将褒贬寄于其中。
D.日本人迁听涛很想花大价钱买叶三珍藏多年的画，却被叶三一口拒绝，这说明叶三比对方
更了解季匋民画的价值行情。
E.这篇小说用朴素的语言讲述叶三和季匋民两人身份迥异却意趣相投的故事，寄寓了作者深
厚的人文理想，引导读者感受生活中的美。
解析：B 这三幅画中的第二幅并非着力于工笔写实。C 作者并未进行褒贬。D 拒绝表明叶三
对画家的画的热爱，并非了解什么行情。
答案：AE
三、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以下小题。（20 分）
贤士隐居者
士子修己笃学，独善其身，不求知于人，人亦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无传。
比得《上虞李孟传》录示四事，故谨书之。
①

其一曰，慈溪蒋季庄，当宣和间，鄙王氏 之学，不事科举，闭门穷经，不妄与人接。
高抑崇居明州城中，率一岁四五访其庐。季庄闻其至，必倒屣出迎，相对小室，极意讲论，
自昼竟夜，殆忘寝食。告去，则送之数里，相得欢甚。或问抑崇曰：“蒋君不多与人周旋，
而独厚于公，公亦拳拳于彼，愿闻其故？”抑崇曰：“余终岁读书，凡有疑而未判，与所缺

而未知者，每积至数十，辄一扣之，无不迎刃而解。”而蒋之所长，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
所谓知己其是乎？
其二曰，王茂刚，居明之林村，在岩壑深处。有弟不甚学问，使专治生以糊口，而茂刚
刻意读书，足迹未尝妄出，尤邃于《周易》。沈焕通判州事，尝访之。其见趣绝出于传注之
外云。气象严重，窥其所得，盖进而未已也。
其三曰，顾主簿，不知何许人，南渡后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于贫贱，不蕲人之知。
至于践履间，虽细事不苟也。平旦起，俟卖菜者过门，问菜把直几何，随所言酬之。他饮食
②

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日之用足，则玩心坟典 ，不事游。
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丰人。操行介洁，为邑人所敬。开门授徒，仅有以自给，非其
义一毫不取。家至贫，常终日绝食，邻里或以薄少致馈。时时不继，宁与妻子忍饿，卒不以
求人。隆寒披纸裘，客有就访，亦欣然延纳。望其容貌，听其论议，莫不耸然。县尉谢生遗
以袭衣，曰：“先生未尝有求，吾自欲致其敬耳，受之无伤也。”日章笑答曰：“一衣与万
钟等耳，倘无名受之，是不辨礼义也。”卒辞之。
是四君子，真可书史策云。
——宋·洪迈《容斋随笔》，有删改。
【注】①王氏：王安石。 ②坟典：《三坟》《五典》的简称，泛指古籍。
16.下列各项中对加横线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每积至数十，辄一扣
扣：扣问
．之
B.安于贫贱，不蕲
．人之知
C.客有就访，亦欣然延
．纳

）

蕲：通“祈”，求
延：招请

D.卒
卒：死
．辞之
解析：卒：最终。
答案：D
17.下列各组句子中加横线字，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不妄与
失其所与
．人接
．，不知
B.不蕲人之
．知
C.为
．邑人所敬

）

项伯乃夜驰之
．沛公军
身死人手，为
．天下笑者，何也

D.邻里或以
木欣欣以
．薄少致馈
．向荣
解析：C 表示被动。A 介词和、跟；结交、亲附。 B 助词，取独；动词，“去”“到”。 D
介词，用；连词，而。
答案：C
18.以下各项中都属于直接表现“贤士隐居者”的“贤”的一组是（
）
①蒋君不多与人周旋，而独厚于公
②每积至数十，辄一扣之，无不迎刃而解
③廉介有常，安于贫贱
④一衣与万钟等耳，倘无名受之，是不辨礼义也
⑤王茂刚，居明之林村，在岩壑深处
⑥开门授徒，仅有以自给，非其义一毫不取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④⑤⑥
D.③④⑥

解析：①⑤句主要表现蒋季庄、王茂刚的“隐”；②是侧面表现其贤。
答案：D
19.以下对原文的叙述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蒋季庄不仅看不起王安石的学问，而且不愿参加科举考试，总是闭门研究经书，从来不与
外人交往。
B.王茂刚和他弟弟不一样，他弟弟不喜欢做学问，他却潜心读书，不轻易外出，尤其对《周
易》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
C.顾主簿家中并不富足，买菜却不讨价还价，买其他东西也是这样。大家慢慢信服他，不欺
骗他。
D.周日章家中很贫穷，经常断粮，但从不求人，连县尉谢生送给他一套衣服他也拒不接受。
解析：“从来不与外人交往”意思与原文不符。
答案：A
20.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士子修己笃学，独善其身，不求知于人。（2 分）
（2）苟一日之用足，则玩心坟典，不事游。（3 分）
（3）一衣与万钟等耳，倘无名受之，是不辨礼义也。（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的能力。
答案：（1）读书人加强自身修养，专心治学，只求使自我完善，不要求被别人知道（或理
解）。
（2）假如一天的用度足够，他就专心研读典籍，不从事（进行）交游。
（3）一套衣服和万钟粮食一样罢了，如果无理由地接受它，这是不能分辨礼法道义啊。
四、诗歌鉴赏
阅读下面这首律诗，按要求作答。（8 分）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柳宗元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②

①

③

惊风乱飐 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 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④

共来百越文身 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注】①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初任柳州刺史时。柳宗元与漳州刺
史韩泰、汀州刺史韩晔、封州刺史陈谏、连州刺史刘禹锡因同属革新派王叔文集团而遭贬。
②飐（zhǎn）：吹动。③薜荔：木莲，一种蔓生的木本植物。④文身：身上刺花纹。古时南
方少数民族的一种习俗。
21.这首诗的颔联所描写的景象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感受？（3 分）
解析：三、四言临水芙蓉，覆墙薜荔，本有天然之态，乃密雨惊风横加侵袭，致嫣红生翠，
全失其度。以风雨喻谗人之高张，以薜荔芙蓉喻贤人之摈斥，犹楚词之以兰蕙喻君子，以雷
雨喻摧残。寄慨遥深，不仅写登城所见也。
答案：狂风无情地摧残着水中的芙蓉，大雨斜打着爬满墙头的薜荔。写出了暴风骤雨残酷无
情地袭击鲜花香草的景象（1 分），诗人以自然界的惊风密雨暗示政治环境的险恶，（1 分）
抒发了惊恐不安、痛楚不平的感受。（1 分）

22.本诗颔、颈两联写景角度有变化，请赏析。（2 分）
解析：写景的角度有远近、高低、动静之分。在本诗中，既有远景，又有近景；既有动景，
又有静景。结合诗句分析即可。
答案：由远及近，动静结合。颔联描写风雨袭击鲜花香草的景象，是近景、动景：颈联描写
登楼远眺所见的重岭密林、九曲江流，是远景、静景。（2 分）
23.杜甫《登高》中“艰难苦恨繁霜鬓”的“苦恨”与本诗“海天愁思正茫茫”的“愁思”
所蕴含的情感是否相同？请阐明理由。（3 分）
解析：分析作者的感情，并与杜甫诗比较，需要学生准确把握两首诗的感情。这个题目既考
查课外，又联系课内，是一道创新的题目。
答案：一样。（1 分）仕途失意，忧愤孤寂。思远怀亲之情。（2 分）不一样。（1 分）思
念友人，渴望与友人倾诉谪居此地的苦衷，从题目中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可以看出。
杜甫在《登高》中，抒发了身处暮年、忧国忧民、壮志难酬的悲凉之情。（2 分）
五、默写
24.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任选 5 句。（5 分）
（1）数罟不入洿池，______________。（《孟子·寡人之于国也》）
（2）______________，悠悠我心。（曹操《短歌行》）
（3）扪参历井仰胁息，______________。（李白《蜀道难》）
（4）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______________。（贾谊《过秦论》）
（5）__________________，半夜凉初透。（李清照《醉花阴》）
（6）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_________________。（杜牧《阿房
宫赋》）
解析：注意重点字的写法。如：“胜食”、“子衿”、“抚膺”、“纱橱”、“复”等。
答案：（1）鱼鳖不可胜食也（2）青青子衿（3）以手抚膺坐长叹（4）则不可同年而语矣。
（5）玉枕纱橱（6）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六、语言表达（8 分）
25.世界无烟日，出现在某杂志扉页上的一句话是：“有人要一刀取走你的肺，你一定不会
答应，可是为什么你自己偏要一刀一刀地慢慢切掉它，而且还觉得舒服？”你认为这句话的
宣传效果好在何处？请写出你的评价，不超过 60 字。（4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运用能力。
答案：运用强烈的对比和形象的比喻手法，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吸烟的危害；反问句（问句）
的运用，能引起读者的思考，有振聋发聩之效。（其它说法言之成理亦可）（手法 2 分，内
容 2 分）
26.请说明下面这幅漫画的内容，并揭示其寓意。（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描述画面内容，一定要全面呈现画面要素，不可漏掉。分析漫画寓意，需要联系社会
现实，分清批判还是赞颂。这则漫画是批判。
答案：内容：一位老人跌倒在地，而不少旁观者无人搀扶，有的想：“会不会诬陷我是肇事
者？”有的想：“扶了要遭殃！”（2 分）寓意：扶老人反被诬陷，伤到的不仅是老人自己，
还有世道人心。（2 分）
七、作文
27.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文章。（60 分）
材料 1：智商是人的智力商数。是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质量，表示人的智力发展水
平。智商是相对稳定的，智商取决于人的先天素质。
材料 2：情商又称情绪智力。它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
质。情商能更多的体现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在当今社会，情商不仅关乎个人的成长，也关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请根据以上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自选文体（诗歌除外），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不得套作，不得抄袭。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