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高三第三次模拟考试语文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唐朝孙过庭《书谱》
：
“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
《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
则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中国的书法何以会有
这种特点？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里提及张旭善草书，“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
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
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张旭的书法不但抒写自己的情感，也表现出自然界各种变
动的形象，他或在情感中同时反映出或暗示着自然界的各种形象，或借着这些形象的概括来
暗示着他自己对这些形象的情感。
东汉书法家蔡邕说：
“凡欲结构字体，皆须象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
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
”元代赵子昂写“子”字时，先习画鸟飞之形，使“子”
字有着鸟飞形象的暗示。他写“为”字时，习画鼠形数种，穷极它的变化，他从“为”字得
到“鼠”形的暗示，因而积极地观察鼠的生动形象，吸取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使
“为”字更有生气、更有意味、内容更丰富。这字已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一个表现
生命的单位。
中国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使用毛笔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毛笔铺毫抽锋，极富弹
性，所以巨细收纵，变化无穷，这是欧洲人用管笔、钢笔、铅笔及油画笔所不能比的。正是
这个特殊的工具使中国人的书法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独特的艺术。中国书法用笔有中锋、侧
锋、方笔、圆笔，轻重、疾徐等各种区别，皆是运用单纯的点画而成其变化，来表现丰富的
内心情感和世界诸相，就像音乐运用少数的乐音，依据和声、节奏与旋律的规律，构成千万
乐曲一样。但宋朝大批评家董遖在《广川画跋》里说得好：
“且观天地生物，特一气运化尔，
其功用秘移，与物有宜，莫知为之者，故能成于自然。”所以千笔万笔，统于一笔正是这一
笔的运化。正如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说古人学习草书之法，
“一笔而成，气脉通
连”
；石涛《画语录》也说，
“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正是因为这奇特的一笔一画，人们
塑造了万千的艺术形象。
中国书去从一笔入手，须要变动而成八法，才能尽笔画的“势”
，以反映物象里的“势”。
这“永字八法”由“永”字的笔画而来，为侧（点）
、勒（横）
、弩（直竖）
、趯（钧）
、策（提）
、
掠（长撇）
、啄（短撇）
、磔（捺）
。这些笔画，悬腕中锋，可运全身之力以赴之，笔迹落纸，
反映着生命的运动显示着力量。点，不称点而称为侧，是说它的“势”左顾右瞰，欹反映着
生命的运动，显示着力量。点，不称点而称为侧，是说它的“势”左顾右瞰，欹侧不平。卫
夫人说“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一点之力真是石破天惊。横画称为“勒”，是说
它的势牵缰勒马，跃然纸上。书法的“美”就是势、是力、是虎虎有生气的节奏，它倾向于
壮美。
字由点画连贯穿插而成，点画的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和笔画具有同等的艺术价值。
所以大书法家邓石如曾说书法要“计白当黑”
，无笔墨处也是妙境。虚实相生，才完成一个
艺术品。中国书法艺术里这种空间美，在篆、隶、真、草、飞白里有不同的表现，尚待我们
钻研。
（宗白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
，有删改）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书法家张旭内心有触动时就会写草书表达，看到天地间各种可喜可愕的变化时也会全部寓
之于书，其书法的目的是借自然界的形象抒发自己的情感。
B.中国书法与绘画、音乐等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运用如笔画、线条、乐音等基本元素，加
以千变万化，来表现丰富的内心情感和世界诸相。
C.来源于“永”字笔画的“永字八法”如高峰坠石、牵缰勒马，反映着物象里的“势”和生
命的运动，显示着力量，体现了中国书法具有的壮美倾向。
D.点画的空白处在书法中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大书法家邓石如认为，空白处造就了汉字的妙
境，在不同的字体里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美。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本内容的筛选和概括。A 项，“其书法的目的是借自然界的形象抒发自
己的情感”错误，目的关系不存在。C 项，“‘永字八法’如高峰坠石、牵缰勒马”错误。D
项，
“空白处造就了汉字的妙境，在不同的字体里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美”有误，选项以偏概
全。
答案：B
2.下列对原文的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是（ ）
（3 分）
A.文章第一段采用引证法，用《书谱》中评价王羲之的话来引出了论题“中国书法艺术为何
有较强的审美属性”
。
B.文章从中国书法取法自然的审美主张、书写工具的特殊性以及书法的空间美等角度论述了
中国书法艺术性的来源。
C.文章中举蔡邕、赵子昂的例子证明了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从自然中获取灵感而创制的。
D.文章采用总分的结构形式，层次清晰；运用了引用论证并穿插使用了举例论证、比喻论证
的方法，便文章更具说服力。
解析：本题考核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D 项，
“运用了引用论证并穿插使用了
举例论证、比喻论证的方法”有误，文章没有比喻论证，这是对论证方法的分析有误。本文
主要运用引用论证和举例论证。
答案：D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王羲之书法作品反映出他愉悦快乐的心境、郁结不舒的愁苦和神思纵逸的气质，由此也能
证明中国书法拥有可以抒写出人的内心情感的特点。
B.蔡邕认为书法字体必须“象其一物”，要通过认真摹写物象来准确表现文字所象之形，而
元代书法家赵子昂写“为”字前先习画鼠形的做法深得此理。
C.丰富的内心情感和世界诸相是通过运用单纯的点画而成其变化来表现的。正是中国书法用
笔的一笔一画，人们塑造了万千的艺术形象。
D.无论是点还是横，在书写时都要讲究“势”
，集中全身之力于笔端，使笔迹体现出书法之
美和生命的力量。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内容的分析。B 项，
“要通过认真摹写物象来准确表现文字所象之形”
有误，从第三段元代赵子昂的事例中来看，直接摹写客观物象并非为了准确表现文字“所象
之形”
，而是对生命形象的构思，使文字有自然界的神韵。
答案：B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14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远山
张世勤
莽莽苍苍，四面青山。孤独的牛车，远远望去像一个小黑点，在大山深处移动。
父亲刚逝，连着下了数天的雨，青树的心情低沉而忧郁。望着连绵的雨，老天爷仿佛也
为失去一位勤劳忠厚的山民而流下了眼泪。
今天天气放晴，雨后的阳光格外明媚，山谷间升起薄簿的雾霭，有一处山头上还挂着几
道炫炫的彩虹。今天他该出山了，但他只能一个人驾着牛车出山了。他和父亲在这深山里已
经二十多年，早已习惯了每天植树、护林、砍柴、卖柴这一套步调，从未感觉到日子丝毫的
单调，因为一切都有父亲在。
父亲不在了，从今天开始他得习惯一个人出山。
山路崎岖，牛车不住地颠簸。悬崖上各色的花都挂出来了，路边的花也在怯怯地摇曳，
花香弥漫，鸟儿飞翔。他的心境也渐渐开朗起来。
又是一个转弯，转过弯去就是一个长长的缓坡，然后再转弯。他不觉得这些弯有什么不
好，转一个弯，就换一种风景，换一片不一样的树，换一群不一样的鸟，换一壁不一样的花。
对这条通往山外的路他早已烂熟于心。这时牛车一阵抖动，他说，爹，转弯了。往常也都是
这样，他耪着牛，父亲坐在车上，每到一处转弯，他都要提醒父亲：爹，转弯了。可他这次
没有听到父亲说：知道。也没听到其他声响。他回过头，只看见一车的柴，并没有看见父亲。
他再次深切地感受到，父亲的确是不在了。于是，他的心里又有些悲伤，眼睛愣怔怔地望着
前方。
不知什么时候，车竟然停下了，停在了一个转弯处。这种情况原来还从未有过，牛同他
一样，熟悉这条山路，相信不用他跟着，牛也会自己沿着这条山路悠悠地走出去，他跟牛说，
怎么了，走啊！可牛一动不动。车停在悬崖的转弯处，从这里看得见山谷里的一潭湖水，蓝
蓝的，像大山的一只眼睛。
他用一根绵软的枝条轻轻抽在牛身上。他说，咱们赶路吧。牛却仍然未动。
他抚着牛，竟看到牛眼里闪着迷惘。他想，牛对父亲看来也有感情了。父亲不在了，它
也在沉痛和悲伤。这头牛，当年是父亲为它接生的，难道它还在记着父亲对它的好！
他也再次想起父亲。他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哎，爹，转弯了。
没想到，这一说牛迈开步子，轻松地走起来，很熟练地转过弯去，然后走上了那条长长
的缓坡。走完缓坡，又要转弯了，牛却又无緣无故地停了下来。他心里想，父亲没有了，不
和父亲在一起，就是不顺。若在往常，一到转弯，牛车侧着，轮下又颠簸，很有些危险，他
会提醒父亲：爹，转弯了。父亲都是说，知道。也不过这么一句话，也就安然无恙地过去了。
这么想着，再次叹口气，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爹，转弯了。这一说，牛竟然燕练地转过了
弯儿。
他终于明白，数年来，牛跟他一样，都习惯了父亲坐在车上，每到转弯处的提醒，不单
是提醒了父亲，也提醒了牛。现在到了转弯，他一言不发，牛就有些慌，不知该怎么办，是
不是要转弯。他想，在父亲不在的日子里，他和牛都需要一个转弯的过程。
明白过来之后，接下来的路，他和牛就顺畅得多了。虽然父亲已经不在车上，但到转弯
处，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给父亲说一声：爹，转弯了。
可父亲已经不在了，他这么喊，是在喊谁呢？他把手里绵软的枝条抽在牛身上，说你这
家伙该转不转，原是想賺赚我便宜呢！牛也真像赚了便宜一样得得地走起来。
望着寡言少语老成持重的牛，他突然觉得把它看作父辈，似乎也没什么错。父亲和牛的
秉性是一样的。
爹，转弯了。
在这大山深处，青树知道，转一个弯，就能换一种风景，看到一片不一样的树，飞过一

群不一样的鸟，开一壁不一样的花。是不是过日子的路也要这样走，要不断地转个弯才好呢？
一路上，青树跟牛说着话，青树说，你说是不是呢？牛愣了一下，却不搭话。青树小声
说，爹，你说是不是呢？牛这时长长地“哞”了一声。青树把绵软的枝条抽在牛身上，牛仿
佛有些得意地得得地走着。
他到山外的小镇上采买各种种子：树种，瓜果种，蔬莱种。
一年后，青树栽培种植的各色山果和蔬菜都成了小镇上的抢手货。青树像做窝的小鸟一
样勤快，开发出的品种有二三十个之多。青树出山的牛车上，不再像过去那样单调，只是一
些硬邦邦的木柴，而是瓜果梨枣，色彩缤纷。青树忍不住回头看一眼，看一眼心里又多一遍
舒服。打这，去一趟山外，青树就会装回一袋子钱。
（选自《小说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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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开头写到了“孤独的牛车”在大山深处移动，介绍了青树生活的环境，大山深处，引
出下文写青树乘牛车出山。
B.多年来，青树已经习惯了父亲在时的生活，写出了对父亲的依赖，父亲去世，青树一直处
在悲伤之中，不能自立。
C.父亲在时，每天植树、护林、砍柴、卖柴这一套步调，青树从未感觉日子的单调，父亲不
在了，青树开始思考，过日子的路也要转个弯，文章主题逐渐明朗。
D.小说中牛和父亲的秉性是一样的，寡言少语，老成持重，写出了父亲的本分和守旧。
解析：本题考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形象的技巧、故事的情节、主旨和环境。B 项，
“不
能自立”错，由“他只能一个人驾着牛车出山了”
“他到山外的小镇上采买各种种子：树种，
瓜果种，蔬莱种”
“一年后，青树栽培种植的各色山果和蔬菜都成了小镇上的抢手货。青树
像做窝的小鸟一样勤快，开发出的品种有二三十个之多”这些内容可知，文中的青树可以独
自出山，生活。
答案：B
5.文章很多笔墨写青树一个人出山的情景，请结合全文分析文章这样写的作用。（5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内容的理解与分析。
答案：①写出了父亲不在后青树自己出山的亲身体验。②青树体会到了父亲的艰辛，这过程
让青树认识到，父亲不在的日子里，他和牛都需要一个转弯的过程。
6.“爹，转弯了”这句话在文中出现了多次，请结合全文，探讨这句话在文章主旨中表达的
意义。
（6 分）
解析：本题考查关键语句的赏析能力。
答案：①表现了青树对父亲的思念。②体现的是青树由依赖变得独立。父亲在时的转弯，体
现的是一种对父亲的依赖，父亲不在时的转弯，写出了青树已经懂得自己要独立。③表达出
青树生活方式的转变。青树由独立变得有主见，没有再沿着父亲的老路走下去。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中兴通讯被美国制裁一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此事虽已发生了一段时间，但热度不减。
被奉为中国高科技发展龙头和先驱的中兴，被美国的一纸禁令就扼住了喉咙，戳到了整个行
业的软肋。

以集成电路为例。据海关总署数据，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已高
达 2071.97 亿美元，同比上涨 14.5%。同期，中国原油进口额为 1315.01 亿美元，中国芯片
进口已是原油的 1.57 倍。2017 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量近 3770 亿块，同比增长 10%，约为同
年我国产量的 2.4 倍，由此可见自给率很低，尤其是在高端领域，中国目前完全依赖进口。
另外一组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高达 2271 亿美元，连续 4 年进
口超过 2000 亿美元，同时集成电路出口金额仅为 613.8 亿美元，贸易逆差达 1657 亿美元。
（数据来自《2017-2022 年中国集成电路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
材料二
芯片技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复杂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芯片行业的投资非常大，研发周
期极长，投资回报率低，投资风险大。而芯片工业是建立在一次次迭代上，每次迭代有收益，
然后用收益支持下一次迭代。目前美国芯片的工业水平是依靠过去几十年挣来的钱持续投入
达到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直接追到相近的水平才能开始赚到钱。算上通货膨胀，这个投资
额是个天文数字。
——国内自研 CPU 参与工程师张健
中国有自己的显著优势，比如正在大力实施“中国制造 2025”
、拥有庞大的市场等。中
国在芯片等高技术领域发展速度极快，未来 10 年到 20 年，将有望补齐短板，进入第一梯队。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
中国集成电路与国外最高水平的差距由 5 代编短到 2 代，由 20 年缩短到 5 年。
——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所长魏少军
材料三
未来中国能否破解“缺芯”之痛？专家指出，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夜郎自大、掉以
轻心。
在中科院微电子所所长叶甜春看来，中兴事件给中国敲响了一记警钟。现在必须统一思
想，摒弃“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做法，痛下决心、坚持不懈把关键技术设备掌握在自己
手上，否则会持续受制于人。
得益于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资金优势和市场优势，一些芯片制造、设计公
司正逐渐转向中国，半导体行业高端人才也不断向中国汇聚。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在建的
12 寸芯片厂，
共有 12 个公司、15 个项目，
总计产能为 81 万片／月，
其中 51.5 万片／月
（63.6%）
为外资或合资。
（选自《如何破解“缺芯”之痛？》
，有删改）
材料四
4 月 18 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YOCSEF）在京举办了一场主题为
“生存还是死亡，面对禁‘芯’
，中国的高技术产业怎么办？”的特别论坛。
在论坛上，中科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名誉理事长李国杰强调：
“芯片的研发
和生产水平反映的是国家整体的科技水平。可怕的不在于差距，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掌
握主动权。
”追赶需要时间，但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不是没有希望。呼吁最多的是，中国对
于自主研发元器件的推广利用力度还应进一步加大，要给国产芯片试用和迭代的机会。李国
杰，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龙芯处理器负贡人胡伟武，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秘书长杜子
德等均在发言中表达了这一观点。
从长远看，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绕不过去的关卡。多位与会人士指出，国内计算机专业
过于注重应用，轻视基础教育。从专业设置看，计算机专业对于系统结构和芯片等基础方面
的培养能力较弱；从待遇上看，芯片研究人员的收入较从事人工智能等应用类领域研究的低
不少；而在人才考核机制上，因为芯片研究领域发论文难，研究人员在各类人才评选中处于
劣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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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列对材料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已连续五年超过 2000 亿美元，贸易逆差金额巨大。
B.中国有着自身显著的优势，大量芯片企业和高端人才不断向国内聚集，但追赶世界先进水
平还需要时间。
C.在“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上，与会专家都认为应该给国产芯片试用和迭代的时间和机会，
以摆脱芯片受制于人的局面。
D.我国的计算机专业过于注重应用，而对于基础性较强的系统结构和芯片等方面的教育不够
重视。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信息的筛选。C 项，
“与会专家都认为应该给国产芯片试用和迭代的时
间和机会，以摆脱芯片受制于人的局面”有误，“与会专家都认为……”错误，扩大范围；
材料四第二段说“李国杰，……胡伟武，……杜子德等均在发言中表达了这一观点”
，选项
表述为“与会专家都”
，范围扩大。
答案：C
8.下列对材料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4 分）
A.美国政府对中兴通讯的制裁，戳到了中国整个芯片行业的软肋，说明中国在芯片的关键核
心技术领域长期受制于人。
B.美国目前芯片工业水平是建立在一次次迭代的基础上的，每次迭代都有收益，中国如果直
接追到与美国相近的水平，那是不可能有收益的。
C.“中国制造 2025”等政策的实施将使芯片产业快速发展，未来十年，中国就能达到世界
水平，集成电路领域甚至可以实现超越。
D.中国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目前我国己经形成一条以上海、成都、合肥、南京为主，
涉及 10 个城市、12 个公司、15 个项目的芯片产业带。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信息的筛选与归纳。B 项，
“……中国如果直接追到与美国相近的水平，
那是不可能有收益的”错误，选项表述与文中意思相反。C 项，“未来十年，中国就能达到
世界水平，集成电路领域甚至可以实现超越”错误，选项表述绝对化。D 项，
“目前我国己
经形成……”错误。
答案：A
9.根据上述材料，请简要概括我国芯片行业的现状如何？通过哪些途径可以改变这些现状？
（5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以及对文本内容的筛选和概括能力。本题有两个问题，一
是“我国芯片行业的现状”
，二是改变这些现状的途径。
答案：
（1）现状：①需求量大；②因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自给率低，严重依赖进口；③企业
因研发周期长，投资风险大、回报率低而不愿投资；④发展速度虽快，差距仍然较大；⑤人
才培养和储备不足。
（2）途径：①统一思想，摒弃错误做法。②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资金优
势和市场优势。③从专业设置、待遇、考核机制等方面，做好人才培养和储备工作。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问题。

谢深甫，字子肃，台州临海人。少颖悟，刻志为学，积数年不寐，夕则置瓶水加足于上，
以警困怠。
知处州青田县。侍御史葛邲、监察御史颜师鲁、礼部侍郎王蔺交荐之。孝宗召见，深甫
言：
“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诞矫讦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于披露然或邻于好夸刚介者果
于植立而或邻于太锐故言未及酬而已龃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于是趣时徇利之人，专务身
谋，习为软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岁迁，亦至通显，一有缓急，莫堪倚仗。臣愿任
使之际，必察其实，既悉其实，则涵养之以蓄甚才，振作之以厉其气。”上嘉纳。谕宰臣曰：
“谢深甫奏对雍容，有古人风。
”江东大旱，擢为提举常平，讲行救荒条目，所全活一百六
十余万人。
光宗即位，知阁门事韩侂胄破格转遥郡刺史，深甫封还内降云：“人主以爵禄磨厉天下
之人才，固可重而不可轻；以法令堤防天下之侥幸，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胄蓦越五官而转
遥郡，侥幸一启，攀援踵至，将何以拒之？请罢其命。”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知建康
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读。上言：
“比年以来，纪纲不立。台谏有所论击，不与被论同罢，则
反除以外任；给、舍有所缴驳，不命次官书行，则反迁以他官；监司有所按察，不两置之勿
问，则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竞得志者，不复知有廉耻；以请属获利者，不复知有彝宪。贪
墨纵横，莫敢谁何；罪恶暴露，无所忌惮。隳坏纪纲，莫此为甚。请风厉在位，革心易虑，
以肃朝着。
”礼官议祧僖祖，侍讲朱熹以为不可。深甫言：
“宗庙重事，未宜遽革。朱熹考订
有据，宜从熹议。
”
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观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陨于居第，遂薨。
（选自《宋史·谢深甫传》
）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诞矫讦／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于披露／然或邻于好夸
／刚介者果于植立／而或邻于太锐
B.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诞／矫讦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于披露／然或邻于好夸／
刚介者果于植立／而或邻于太锐／
C.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诞／矫讦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于披露／然或邻于好夸
刚介者／果于植立／而或邻于太锐
D.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诞矫讦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于披露／然或邻于好夸
／刚介者果于植立／而或邻于太锐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断句的能力。首先把语句放入文本，结合上下文理解句子的含义进行划
分。
答案：B
11.下列对文中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爵禄，官爵和俸禄。爵制最早出现在秦朝，西汉沿袭秦制，设爵以赏功。禄制为西汉首创，
禄，既指官员的等级，也是官员官俸的数额。
B.即位，特指皇帝登上皇位，表示此意思的词还有登基、践阼等等，《史记·太史公自序》：
“迎王践祚，天下归心”中的“践阼”就是此义。
C.纪纲，即纲纪，文中指法纪纲常。
《诗·大雅·棫朴》中“勉勉我王，纲纪四方”的“纲
纪”即是法纪纲常的意思。
D.宗庙，宗，家族的上辈，民族的祖先；庙，供奉祖先的房屋。我国古代有王室祀祖的宗庙，
士大夫祀祖的家庙。庙不单祭祖，也可敬神。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古代文化常识的能力。C 项，“勉勉我王，纲纪四方”中的“纲纪”应

为动词，
“用法纪和纲常治理”
。
答案：C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谢深甫多次进言国事，且很有见地。他对当世人才的评论得到了皇帝的肯定和采纳，并因
此得到提拔重用。
B.谢深甫一心为国为民，关心人民疾苦。他推行救荒措施得当，严格选拔人才的制度，慎重
对待宗庙制度。
C.谢深甫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指出朝纪纲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建议采取严厉措施改变官
员思想和朝廷风纪。
D.谢深甫一生仕途较顺利。他曾先后担任青田知县、提举常平、建康知府等职，被封为少傅
后得以告老退休。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和辨析。C 项，“建议采取严厉措施改变官员思想和朝廷
风纪”错误，从文中来看，第二段说的是“振作之以厉其气”，这不是采取严厉措施，而是
“请求（皇帝）讽示激励”
。
“厉”
，同“励”。
答案：C
13.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0 分）
（1）臣愿任使之际，必察其实，既悉其实，则涵养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厉其气。
（2）今侂胄蓦越五官而转遥郡，侥幸一启，攀援踵至，将何以拒之？请罢其命。
解析：本题考查的文言文翻译能力。首先应先回归文本，接着分析句子中是否存在特殊句式
和固定句式、短语，然后按照不同的句式进行调、换、删，再采取对译法，逐字进行翻译。
答案：
（1）臣希望任用使用人才的时候，一定要细察他的实际，全部了解他的实际之后，就
涵育保养他来储蓄他的才能，振作他来激励他的志气。
（2）现在韩佗胄突然超越五级而转任遥郡，侥幸的门户一开，攀比援引接连到来，拿什么
去拒绝他们？请求罢免这项任命。
（二）古代诗歌阅读（11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问题。
送綦毋潜注落第还乡
王维
置酒长安道，同心与我违。
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
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
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
【注】綦毋潜，綦毋为复姓，潜为名，字孝通，荆南人，王维好友。
14.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两项是（ ）
（5 分）
A.诗的第一句写出了作者在长安道上摆好酒席为自己的朋友送行的场景。
B.诗中的“同心”即志同道合的朋友，表达与知心好友将要分别的不舍。
C.“拂荆扉”实写好友乘舟上路，不久后便回到家里，把自家的木门扣开。
D.作者认为，好友的落第只是偶然失败，劝慰他切不要感伤于知音的稀少。
E.全诗和常见的的送别诗题材相类，整体表达的是对落第好友的送别之情。
解析：本题考查对诗句的理解。C 项，表述有误，内容是作者想象的，不是实写。E 项，
“整

体表达的是对落第好友的送别之情”不准确，从诗中来看，除了送别之情，还有宽慰、劝勉
之情。
答案：CE
15.本诗写了作者哪些情感？请简要分析。
（6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诗歌鉴赏中的情感赏析能力。
答案：①离别之情。首联写作者在长安道上设下酒席，为自己的知心朋友送别，表达出不舍
之情。②宽慰之情。颔联颈联写作者设想对方回乡的快捷与沿途风光，给人以温暖之感，意
在安慰对方，不要背上落第的包袱，要开心起来。③劝勉之情。尾联规劝对方，这次落第只
是偶然，切莫以为朝中赏识英才的人稀少，表达期望之情。
（三）名篇名句默写（5 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王安石在《登飞来峰》中借景抒情表现自己高瞻远瞩、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
概的诗句是：
“________，__________。
”
（2）柳宗元曾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韩愈在
《师说》中也描述了类似的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解析：本题考查名句名篇的背诵默写。注意识记与积累，别写错别字。
答案：
（1）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2）士大夫之族
曰师曰弟子云者
则群聚而笑之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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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兴亡万千事。光风霁月之时，诗人们大多吟诵承平盛世的繁华，阴雨晦冥之
时，诗人们大多悲唱忧国忧民的挽歌。
②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
处理，不能养痈遗患。
③有人误将贵阳目前的经济总量与一线城市同日而语，是因为过去的一年里，贵阳奇迹般地
创造出五个“中国第一”
，大有弯道超越的势头。
④闺蜜感叹：
“时间流逝，孩子渐渐长大了，我们慢慢变老了，到那时，作为老爷爷和老奶
奶的我们，会有白头如新的情感吗？”
⑤在为老人提供经济赡养的同时，子女更要重视对老人的“精神赡养”
，使他们能够好好地
享受生活，拥有美好的桑榆暮景。
⑥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华美的“北京 8 分钟”源于高科技智能技术的设计与创作团队在幕后
不断地交流磨合，坐而论道。
A.②⑤⑥
B.③④⑥
C.①④⑤
D.③④⑤
解析：本题考查成语的理解与运用。③不合语境，
“同日而语”
，把不同的人或事物放在同一
时间比较，放在一起谈论或看待。常用于否定式，用在此处不恰当。④望文生义，“白头如
新”
，指交朋友彼此不能了解，时间虽久，仍跟刚认识一样。此处误理解为“到老了还像当
初一样”
。⑥望文生义，且情感色彩不当，
“坐而论道”，原指坐着议论政事，后指空谈大道
理。

答案：B
18.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句是（ ）
（3 分）
A.昨日，中央文明办发布的 11 月“中国好人榜”名单，经过网民推荐、网络展示和评议，
连续 12 年摆免费茶摊的“茶水婆婆”黎宗先等 108 人上榜。
B.拜年是中国人春节的重头戏，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微信拜年已部分取代了传统的登门
拜年方式，且越来越受欢迎。
C.除了要在食品安全方面继续细化监管，对于如何保证网上订餐平台所掌握的大量用户信息，
也是加强网络餐饮监管所应该关注的问题。
D.青州地处温带，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特别适宜种果树、玉米、西瓜，此外，还适宜栽种
蜜桃和山楂。
解析：本题考查常见病句的辨析。A 项，结构混乱。C 项，成分残缺。D 项，不合逻辑。
答案：B
19.下列各句中，表达得体的一句是（ ）
（3 分）
A.您的大作收悉，语言隽永，弟自愧不如，我冒昧地做了一点雅正，谨供参考。
B.学生看望多年未见的班主任，紧握老师双手说：
“老师，久仰了，很是想念。
”
C.喜闻敝校五十周年校庆，本人忝为校友，因事不能躬临，诚表歉意。
D.今日家父古稀之庆，承蒙各位亲友光临，特略备薄酒，以敬答厚意。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的表达运用。A 项，
“雅正”敬辞，是请人校正，句中说自己修改对方
的作品，不当。B 项，
“久仰”敬辞，与人初次见面时的客套语，此处的语境是“学生看望
多年未见的班主任”
，并非是“初次见面”
，故错误。C 项，“敝校”，
“敝”是谦辞，指与自
己有关的事物。从语境来看，当为说话人面对其校友而言。校友之间称自己的学校，怎能说
是“敝校”呢？
答案：D
20.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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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6 分）
拴马环是砌于墙体上的拇指粗的铁圈，是旧时富贵家庭的产物。通常，____，是衡量一
户人家是否显贵通达的重要标志。____，是因为中国人做事向来喜欢“讨彩头”，圆形寓意
“圆满”和“团圆”的含义。那些连接墙体与拴马环的铁鼻子，_____，有的做成莲花状，
有的做成蝙蝠状，有的做成瑞兽状，寄寓着人们美好的愿望。
解析：本题考查既考查句子的连贯性，又考查对文段的总结概括能力。
答案：
（1）门前拴马环的有无（或多少）
。
（2）拴马环一般做成圆形。
（3）形状不一，各有寓意。
21.2016 年 11 月 30 日，一份古老的历法“二十四节气”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也许是世上最有诗意的历法，阅读下面诗句完成题目。
（5 分）
①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②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
③竹摇清影罩幽窗，两两时禽噪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
④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⑤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请根据诗歌描写的内容，推断诗歌对应的分别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哪个节气。
①________②________③_________④________⑤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学文化常识的把握能力。首先要明确二十四节气的名称，然后要明确二
十四节气代表的含义、所处的季节。
答案：惊蛰
霜降
立夏
立冬
白露
四、写作（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迅速发展。从“微博打拐”到“免费午餐计划”，微博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与此同时，诸如“食用碘盐能防核辐射”的谣言、虚假广告的传播、
“僵尸粉丝”
的买卖……也层出不穷。为此，
《人民日报》评论说网络的迅猛发展在给信息交流带来快捷
方便的同时，也使谣言“插上了翅膀”
。
①谣言是一支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吹响的笛子。
（莎士比亚）
②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鲁迅）
③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接近，蜘蛛就要挂网。（《围城》
）
④谣言重复多遍就成了事实。（民谚）
⑤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
《荀子·大略》
）
⑥自由同时意味着责任。
（俞敏洪）
⑦一句话代表一个人的素质，一个字代表一个人的胸怀！
（《大众网》
）
对第一段材料谈到的现象，你是如何认识的？请以下面的两三句名言为基础，确定立意，
并合理引用，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第一段材料的认识和看法。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
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答案：
言论的责任
世上本没有末日，传谣的人多了，也便成了末日。
在这个纷乱喧嚣的浮世绘中，在这个争名夺利的名利场上，我们常常因无知而被谣言的
乌云蒙蔽了双眼。谣言止于智者。我们要运用智慧，对谣言坚决说“不”。
我们要有一双明辨真伪的眼，不信谣言。古有“三人成虎”的故事，今有“谣言代购和
鸡汤”的“微信三宝”
。由此可见，谣言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它是真相面前的轻纱，永远
迷惑着我们的双眼。2012 年最具威力的谣言就是“世界末日”，打着玛雅人日历的幌子横行
社会，但现在，你还相信吗？拥有了知识，一双火眼金睛便扯碎了谣言的面具。
我们要有一张言之有据的嘴，不传谣言。虽然伏尔泰说过：
“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
字，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但言论自由也应局限于真理和法律的枷锁。曾经的“抢
盐风波”闹得人心惶惶，食盐脱销；曾经的“马航找到啦”的谣言让人空欢喜一场；曾经的
“某明星婚变”的谣言让人失去了对爱的信任……为什么这些谣言会掀起轩然大波？因为背
后有千千万万个传谣者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作为公民，我们在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
也应负起遵纪守法、维护社会安定的义务。管好自己的嘴巴，让“无腿骆驼”之类的谣言无
路可传，还社会一片清明澄澈的天空。拥有了自制力，一张守之如瓶的嘴，便封死了谣言的
出路。
我们要有一颗笃守真相的心，不默认谣言。韩愈说：
“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陆游也说：
“绝知此事要躬行。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方舟子为击破“转基因食品不能吃”的
谣言，积极发动志愿者品尝；柴静为揭露雾霾事件的真相，自费拍摄纪录片《穹顶之下》
；
白岩松为纠正国人对日本的非客观认识，出版著作发表考察印象；还有……为什么这些人显
得如此正义而勇敢？因为他们不默认谣言，因为他们勇于用实践追求真相，因为他们有一颗

信仰真理的心。拥有了勇气，一颗求真之心便照亮了谣言的黑暗。
倘使我们轻信“华南虎惊现”的谣言，又怎会有保护珍稀动物的警醒？倘使我们疯传“中
国威胁论”的谣言，又怎会有中外和睦相处的美好？倘使我们默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
言，又怎会有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盛况？
不制造谣言，是我们的责任；抵制谣言，对谣言说“不”，是我们的义务；不传播谣言，
做谣言的粉碎机和终结者，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当谣言的重重乌云散去，真相的光芒刺破天际，世界将洁净而美好。
让我们为抵制谣言而努力，共创和谐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