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卷类型：A

2005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广东卷）
语

文

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共 8 页，满分 150 分。考试用时 150 分钟。
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和考生号填写在答
题卡上。用 2B 铅笔将答题卡试卷类型（A）填涂在答题卡上，并在答题卡右上角
的“试室号”和“座位号”栏填写试室号、座位号，将相应的试室号、座位号信息
点涂黑。
2．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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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
3．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钢笔或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
区域内相应位置上；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的答案；不准使
用铅笔和涂改液。不按以上要求作答的答案无效。
，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36 分）

—、（15 分，每小题 3 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完全相同的一组是
A．奇
通缉
放荡不羁
犄
．数
． 豆萁
．
．
．角之势
B．商榷
．
C．茁
．壮

雀
．跃
琢
．磨

宫阙
．
浑浊
．

声名鹊
．起
着
．手成春

生性怯
．懦
擢
．发难数

D．谚
狼吞虎咽
雁
．语 笑靥
． 砚
．台
．
．过拔毛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A．坐镇
辩证法 入不敷出
循私舞弊
B．帐篷 金刚钻 计日程功
夸夸其谈
C．翱翔 烟幕弹
唇枪舌箭
前倨后恭
D．沉缅
暴发户
甘拜下风
举棋不定
3．下列各句中加点的词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A．科举时代的莘莘学子
．．．．，寒富苦读，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荣华富贵。
B．小王同学站起来说道：
“陈教授刚才那番话是抛砖引玉
．．．．，我下面将要讲的只能算是狗
尾续貂。”
C．我们不要被眼前这这几十吨重的庞然大物所吓倒，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毕其功于一役
．．．．．．，
就一定能把这部机器装上车。
D．我的家乡有一片竹林，万竿碧竹，郁郁葱葱，蔚为壮观。这景色让我久久难以释怀
．．。
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他每天骑着摩托车，从城东到城西，从城南到城北，把 180 多家医院、照相馆、出版社
等单位的废定影液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
B．科学工作者认为，目前国内具有如此独特的适于华南虎种群自然繁衍的生态环境，已经
不多了。
C．明朝嘉靖之后，世风日下，贪污被视为正常，清廉反被讥笑，因而，在官员离任时，
人们常以宦囊的重轻来评判他们能耐的大小。

D．蒙古族同胞长期生活在马背上，随身携带精美的小刀，既可以用来宰杀、解剖、切
割牛羊的肉，肉烧熟了，又可以用它作餐具。
5．按顺序排列下面的语句，组成语意连贯的一段话，排序正确的一项是
①人类世界所创造出来的奇异图案浮露在鼎身上，各种图腾以一定的秩序排列着，构成
一个无言的小宇宙
②饕餮的脸孔、凤凰的姿势、龙虎的纹身、鱼兽的混种、牛芋的肢体……幻觉的、写实
的、神话的或者生活的
③沸腾的铜、锡、铅合金按一定的比例构成了青铜器的配方，一旦倒入“陶范”中，就
会形成设计者心中的器物
④沸腾后的冷却使容液成为—个厚重的鼎，在合金形式的锁扣下，鼎身周围凝塑出各式各样
的图像
⑤铜的性格，因为锡与铅的加入而默默改造了，熔点降低而冷却后的硬度增加
A．④②①③⑤
B．③④②⑤①
C．①④②③⑤
D．③⑤④②①
二、（9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8 题
王安石曾赋诗咏梅：“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在这里，当白梅和落雪引起人们视
觉上的混淆时，发挥重要辨别作用的就是嗅觉。人类能够识别和记忆大约 1 万种不同的气
味，其生理机制却一直是个谜。为此，许多科学家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以求找到解开奇
妙的嗅觉世界之谜的钥匙。
在嗅觉的早期研究中，气味的识别，一般被认为是气味分子与嗅觉受体相结合的结果。
1977 年，科学家发现这种受体存在于嗅觉神经元伸入鼻腔黏膜的嗅纤毛上。一旦将这些嗅
纤毛移除，嗅觉能力也将随之丧失。这说明嗅纤毛是嗅觉系统运行的起点。
但是，气味分子又是如何转化为嗅觉信号传递到大脑的呢?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
琳达·巴克发现，当气味分子与嗅觉受体结合后，作为化学信号的气味分子经过属于 GTP 蛋白
（通称 G 蛋白）的嗅觉受体的复杂作用，转变为电信号后，便沿着嗅觉神经开始一场接力跑。
这些信号先从鼻腔进入颅内，最后被传至大脑嗅觉皮层某些精细区域，在那里它们被翻译成特
定的嗅觉信息，即被人们感知。这就是阿克塞尔和巴克为我们描述的完整的嗅觉信号通路理论。
其实，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科学家就发现在探测气味的神经元中存在着一套 G 蛋白信
号通路，而且前人的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研究成果也暗示 G 蛋白可能参与了嗅觉信号的传导过
程。当阿克塞尔和巴克在构建嗅觉信号通路理论时，他们发现嗅觉受体属于 G 蛋白受体家族，
蒙在嗅觉系统这个谜团上的“盖头”终于被掀开了一角。
作为优秀的科学家，阿克塞尔和巴克并没有在这里停下脚步。他们将嗅觉系统的研究提升
到了分子水平，尤其是侧重基因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人类能够识别众多气味分子，其自身必
有多种能识别这些气味分子的属于 G 蛋白的嗅觉受体，并且还存在着编码这些蛋白的基因家
族。阿克塞尔和巴克这种创造性的研究为他们 2004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奠定了基础。
6．下列对阿克塞尔和巴克的嗅觉信号通路理论理解错误的一项是
A．气味分子在属于 G 蛋白的嗅觉受体的作用下从化学信号转变成为电信号。
B．嗅觉信号通路的末端是大脑嗅觉皮层中的某些精细区域。
C．嗅觉信号通路理论阐述的是气味分子转化为嗅觉信号传递到大脑的过程。
D．作为化学信号的气味分子到达大脑嗅觉皮层某些精细区域被翻译成嗅觉信息。
7．下列对文中嗅觉研究成果的承接顺序表述正确的—项是
A．在发现嗅纤毛是嗅觉系统运行的起点后，科学家进一步认识到气味的识别是气味分子
与嗅觉受体相结合的结果。
B．在嗅觉信号通路理论提出后，科学家又发现了探测气味的神经元中存在着一套 G 蛋

白信号通路。
C．在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研究成果暗示 G 蛋白可能参与了嗅觉信号的传导后，科学家发现了在
探测气味的神经元中有一套 G 蛋白通路。
D．在得知 G 蛋白可能参与嗅觉信号的传导过程后，科学家即确认嗅觉受体属于 G 蛋白受体
家族。
8．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以下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A．从 200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评选可以看出，基因研究很有可能成为嗅觉系统研究
的重要方向。
B．王安石的咏梅诗和阿克塞尔、巴克的嗅觉研究说明，中国人关注的是审美，外国人关注的
是科学。
C．人类能够识别约 1 万种气味，按照阿克塞尔和巴克的理论，人类自身也应该有约 1 万种属
于 G 蛋白的嗅觉受体。
D．嗅觉研究的历史说明，科学研究应该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沿袭前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
法，这样才能取得进展。
三、（12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9—12 题。
朱晖字文季，南阳宛人也。晖早孤，年十三，王莽败，天下乱，与
．外氏家属从田间奔入宛
城。遭遇群贼，白刃劫诸妇女，略夺衣物。昆弟宾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动。晖拔剑前曰：“财
物皆可取耳，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晖死日也!”贼见其小，壮其志，笑曰：“童子内刀。”遂
舍之而去。初，光武与晖父岑俱学长安，有旧故。及即位，求问岑，时已卒，乃召晖拜
．为郎。
晖寻以
．病去，卒业于太学。性矜严，进止必以礼，诸儒称其高。
永平初，显宗舅新阳侯阴就摹晖贤，自往候
．之，晖避不见；复遣家丞致礼，珲遂闭门不受。
就闻，叹曰：
“志士也，勿夺其节。”后为郡吏，太守阮况尝欲市晖婢，晖不从。及况卒，晖乃
厚赠送其家。人或讥焉，晖曰：“前阮府君有求于我，所以不敢闻命，诫恐污君令名。今而相
送，明吾非有爱
．也。”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而辟之，甚礼敬焉。正月朔旦，苍当入贺。故事，
少府给璧。是时阴就为府卿，贵骄，吏慠不奉法。苍坐朝堂，漏且
．尽，而求璧不可得，顾谓
．掾
属①曰：“若之何?”晖望见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绐之曰：“我数闻璧而
．未尝见，试请观之。”
主簿以授晖，晖顾召令史奉之。主簿大惊，遽以白就。就曰：“朱掾义士，勿复求。
”苍既罢，
召晖谓曰：
“属者掾自视孰与蔺相如?”帝闻壮之，以晖为卫士令。再迁临淮太守。数年，坐法
免。
晖刚于为吏，见忌于上，所在多被劾。自去临淮，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乡
党讥其介。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
焉。后迁为尚书令，以老病乞身。
（选自《后汉书·朱晖传》，有改动）
①掾属：佐治的官吏。

9．对下列句子中加点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乃召晖拜
拜：授官
．为郎
B．自往候
．之，晖避不见
C．今而相送，明吾非有爱
．也

候：等候

D．顾谓
．掾属曰：“若之何?”

谓：对……说

爱：吝惜

10．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A．与外氏家属从田间奔入宛城
B． 漏且尽，而求璧不可得
试与他虫斗，虫尽靡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C．晖寻以病去，卒业于太学
D．我数闻璧而未尝见，试请观之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
11．以下六句话，分别编为四组，全部直接表明朱晖不惧权势的句子是
①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晖死日也!
②复遣家丞致礼，晖遂闭门不受。
③就闻，叹曰：“志士也，勿夺其节。”
④太守阮况尝欲市晖婢，晖不从。
⑤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而辟之，甚礼敬焉。
⑥主簿以授晖，晖顾召令史奉之。
A．①②⑤
B．②③④ C．②③⑥
D．②④⑥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项是
A．朱晖路遇群盗抢劫，为使长辈不受羞辱，他挺身而出，群盗被其胆识所感动，放过
了朱晖及与他同行的人。
B．朱晖一再违背阴就的意志，甚至让阴就难堪，而阴就之所以没有打击报复，是因为
他也佩服朱晖的人格。
C．朱晖以智慧和勇气将璧拿到手，挫败了阴就的图谋，人们因此比之为蔺相如，皇帝
听说后，也很赞许朱晖。
D．朱晖重义轻财，在南阳发生饥荒、米价飞涨之时，他尽力救助宗族中的贫穷体弱者，
由此获得乡亲信赖。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 114 分）

四、（20）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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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矜严，进止必以礼，诸儒称其高。
（2）主簿大惊，以白就。
（3）晖刚于为吏，见忌于上，所在多被劾。
14．阅读下面的宋诗，然后回答问题。（8 分）
春日登楼怀归①
寇准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旧业遥清渭②，沈思忽自惊。
注：①此诗约作于 980 年，诗人时年十九，进士及第，初任巴东知县。
②旧业，举里指田园家业。清渭，指渭水。

（1）请写出这首诗颈联中一组对仗的词语。
（2）从首句的“聊”到末句的“惊”，反映了诗人怎样的感情变化?请联系全诗进行分析。
（3）北宋翰林图画院曾用“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作为考题，夺魁者画的是“一船
夫睡舟尾，横—孤笛”
。你认为这幅画能表现这两句诗的内容吗?请说明你的理由。
15．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空缺的部分。（任选两小题）（4 分）
（1）故木受绳则直，
，
，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荀子《劝学》）
（2）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
。 （王实
甫《西厢记》
）
（3）众芳播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
。
（林逋《山

园小梅》）
五、（21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6—20 题。
壶口的黄河
肖铁
在中国看水，看中国的水，最好到黄河。九寨沟的水显得太清秀，俏得有些西方的味道；
太湖的水又有点小，文人味太重，不像是水，倒像是供人把玩的装饰物。也许，中国的水应是
黄色的，和我们中国人的皮肤一样；而黄河也只有到了这儿，才成了真正的黄河!
车行山谷中，远远听便听见阵阵低沉的轰鸣，在左右山壁间碰撞，心也随之律动，未见
其影，先闻其声，知道壶口到了。
天渐渐成了黄色，水汽丰富得似乎凭空能捏出一担汗来。
等真正站在她的旁边，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地竟陷下一层，天也高了一尺，山谷形似壶嘴，
水若浊酒，倾泻而下，一仰难尽的气势，充溢胸口，心跳得能蹦出来，耳朵渐渐聋了，只能看
见对方开口，却听不见声音；眼也花了，弥漫着的皆是黄色的旋涡，像是从河里蒸腾地上升，
又像是备不顾身地下降。河底升起硝烟一样的股股黄雾，天宇间充涨着黄色带水的颗粒，碰撞
在脸上，散发在天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不敢想，只看着山被水层层劈开，天也被这股
黄流斩断。水从天而降，拍打在谷底，响遏在云里。
想黄河从巴颜喀拉山流下的时候，水也该是清的吧?毕竟是雪水的汇集，是上天的洗礼；
下游也会清些，因为地势渐平，流速渐缓，黄沙也会慢慢沉在河底。可你看看现在的黄河，刚
刚从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流过，厚重得带着大地的表皮，圣水也染上了中国的颜色，水里一定
还有与大地摩擦而生的余热，当然还有陕北的信天游溶在里面，歌曲带着水旋转。黄河在这里
最黄，金黄得如同太阳也落在里面。
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果说往前往后的黄河都是平面的话，到了壶口，黄河一下子像愤怒像
高昂像要直抒胸臆地站了起来。这时的黄河。是立体的黄河了，像猴子站立起来是人进化的重
要标志，黄河站立起来也是一个飞跃，就像个顶天立地的人活了。活了便要说话，那浪涛卷起
雷鸣般的吼声，便是她第一声啼哭，第一声就不同凡响。注视着从上而下的水，第一次看到自
然里的生命在毫无羁绊的状态下的兴奋和放纵。那啪啪的水击之声便是欢笑，真正的快感，真
正的淋漓尽致。看久了，心也会溶进那飞溅的黄色水流里。
抬起头，极目四望，北方，阳光打过去，一片白色，水和天连在一起，汪洋恣肆在那里；
下游，水会渐渐宽阔，毕竟快到海了，快到生命的终结抑或是升华的地方了；便也心平气和。
只有在这里，给予黄河的天地竟仅仅小到一个壶口，考验也就在这里了。过去了，黄河便拐了
一直角，再往后便没有什么能挡住她的了，一泻千里，奔流到海不复还。看看空中的水汽，听
听大地的回音，便会知道黄河的自信和决心。跃过去，一跃就是五千年，或七十万年，或是一
百七十万年，肯定还有久远。司马迁会不会从这里受到了鼓舞，而将那汉代的竹简写尽写穿？
易水该是黄河的分支吧，要不荆轲怎么会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气概和性格?
这才是中国的河。西南就是周文王的岐山，就是周武王的丰镐，就是大秦的咸阳，就是盛
唐的长安。半坡人该是在这儿舀过水吧?秦嬴政该是从这里出过兵饮过马吧；有这样的水，还
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有什么不可征服的呢？
路德维希为尼罗河作传，也该有人为黄河作传的，那应是中国人的自传。
（选自《散文选刊》1997 年第 12 期，有改动）
注：①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1881-1948，德国著名传记作家，著有《地中海传》
、
《尼罗河传》等。

16．文章开头从“中国的水”写到黄河，再写到“壶口的黄河”，这样安排有什么作用？
（3 分）
17．第四段中通过主观感受来写壶口的黄河；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4 分）

18．怎样理解第六段“黄河站立起来也是—个飞跃”这句话的含义?（4 分）
19．为什么说壶口的黄河“才是中国的河”?请联系全文作答。(6 分)
20．文章结尾强凋“该有人为黄河作传的，那应是中国人的自传”，这句话有什么含义?
（4 分）
六、（13 分）
21．用不超过 20 字概括下面这段文字的主要内容。（3 分）
2004 年 12 月 5 日 10 时 50 分，随着最后一组数据核对完成，我国自主研制的 SARS 灭活
疫苗Ⅰ期临床试验圆满结束。科技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宣布：临 床试
验中，36 位受试者均未出现异常反应，其中 24 位接种疫苗的受试者全部产生了抗体， 这表
明我国自行研制的疫苗是安全的，初步证明是有效的。Ⅰ期临床试验的完成，标志着 SARS 疫
苗研究的难关已基本攻克，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也具备了
在紧急状态下保护高危人群的潜力。这是我国 SARS 科技攻关取得的一项标志性重大成果，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Ⅰ期临床试验的 SARS 疫苗。
22．把下面的长句改写成 4 个较短的句子，使意思表达得更清楚。
（可以改变语序，增删词语，
但不得改变原意）（4 分）
俄罗斯科学家最近设计出一种外形为不透光的黑色管状物，具有重量轻、能耗小、精
确度高、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和数字摄像、使航天器准确识别方向等功能的新型星际“指
南针”。
23．仿照下面的比喻形式，另写一组句子。要求选择新的本体和喻体，意思完整（不要求
与原句字数相同）（6 分）
智者的思索是深深的泉眼，从中涌出的水也许很少，但滴滴晶莹；庸者的奢谈是浅浅的沟
渠，由此流过的水或许很多，却股股浑浊。
七、（60 分）
24．阅读 F 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 分）
纪念是用一定的方式对人对事表示怀念。它既可以是国家、民族对已有荣誉的回忆，
对过去痛苦的祭奠，也可以是家庭和个人对往事对亲朋表示的怀念。纪念又不同于怀念，
它不仅仅是内心情感的涌动，它还是思想与行动的结合。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纪念，节日
庆典是纪念，树碑立传是纪念，种一棵树或写一篇文章也是纪念……形式或许不同，但意义
同样真切。真正的纪念是心灵的回响，是历史的回音；它坚守信念，传递勇气； 它珍藏感动，
分享幸福；它审视过去，启迪未来……
请以“纪念”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注意]①所写内容必须在话题范围之内；②立意自定；③文体自选；④题目自拟；⑤800
字以上。

绝密*启用前

秘密*启用后

试卷类型：A

2005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广东卷）
语文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至三题（每小题 3 分）

1．C
2． B
3．A
4．C
5．D
6．D
7．C
8． A
9． B
10．B 11．D 12．C
四、（20 分）
13．（8 分）
（1）（3 分）
参考答案一：
（朱晖）性格端庄严肃，举止行动一定依照礼仪，众位儒生都称赞他的高尚
品德。
参考答案二：
（朱晖）性格庄重严肃，一定按照礼仪进退，众位儒生称赞他品德高尚。
译出大意给 2 分，
“矜严”译对给 1 分。将“矜严”译成“端庄”、
“庄重”、
“严肃”
“端庄严肃”
等算对；译成“严格”、
“严厉”算错。
（2）（2 分）
主簿非常吃惊，立即把（这件事）禀告阴就。
译出大意给 1 分，译出“把（这件事）”给 1 分。
（3）（3 分）
参考答案一：朱晖做官很刚直，被上司忌恨，所到之处，他都被人弹劾。
参考答案二：未晖在做官时很刚正，被上司忌恨，在任职之处，他都被人弹劾。
译出大意给 2 分，“见”宇译对给 1 分。
14．（8 分）
（1）2 分
荒村与古寺
断霭与流莺
生与语
写出其中任意一组，给 2 分
（2）（3 分）
诗人登楼远望，本是闲情，却触景生情，联想起家乡，当他从乡思中醒悟，发现自己身在
异乡，心中不由—惊。这前后的感情变化，突出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意思答对即可。答出“闲情”给 1 分，答出“触景生情”给 1 分，答出“思乡之情”
给 1 分。
（3）（3 分）
画上只有小船和船夫，而没有行人，表现了“野水无人渡”的情景；而船夫睡在船上，
衬托出过客稀少，凸显出小船“尽日”等待的漫长和寂寞。从画面可以揣摩，船夫边吹笛
边等渡客，久久无人过渡，困倦不堪，只得放下笛子，自己睡去。这幅画传神地表现了诗
句的内容。
分析给 2 分。答出画面的内容给 1 分。
写出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以酌情给分。
15． （4 分）
（1）金就砺则利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2）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
（3）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只给 2 个小题评分，每小题两空，补写出一空给 1 分．有错别字则该空不给分。
五、（21 分）
16．（3 分）
通过对比、层递等手法的运用，突出壶口的黄河最有“中国味”，凸显主题，总领全文。 答
出对比或层递，给 1 分；答出“壶口的黄河最有中国味”或“凸显主题，总领全文”，给 2
分。
17．（4 分）

（1）主要是运用侧面烘托（或侧面描写、衬托）的手法。
（2）此处通过渲染主观感受（如心跳、耳聋、眼花、脑子空白等）来写壶口的黄河，
好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给人如临其境的现场感；二是从侧面烘托壶口黄河的气势与
主命力。
每点给 2 分。第（2）点中答出“使人如临其境”给 1 分；答出“侧面烘托壶口黄河的气势”
给 1 分。如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18．（4 分）
（1）站起来的黄河“像人一样活了”，体现出自由生命的淋漓尽致的活力（或表现出“生
命在毫无羁绊的状态下的兴奋和放纵”）；
（2）经受壶口的考验后，黄河从此便无法阻挡、一往无前（或“从此便没有什么能挡住她
的了，一泻千里，奔流到海不复还”
）。
每点给 2 分。意思答对即可。
19．（6 分）
（1）有中国人的肤色； （2）有中国人强大的生命力； （3）有中国人的自信与决心；
（4）联系着中国悠久的历史。
意思答对即可。答对一点给 2 分。
20． （4 分）
（1）“该有人为黄河作传”，因为黄河体现了中国的历史与中国人的精神（或因为黄河
哺育了中华文明）。
（2）“应是中国人的自传”，是指应该由中国人自己为黄河作传，而不是像非洲的尼罗
河那样由欧洲人来作传。
（3）中国人通过为黄河作传来表现中国人的历史和精神，所以是“中国人的自传”。
答对第（1）点给 2 分，（2）（3）中答对一点给 2 分。
如果根据文意，写出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以酌情绐分。
六、（13 分）
21．（3 分）
我国 SARS 灭活疫苗的研制步入世界前列。
评分标准：“我国 SARS 灭活疫苗”、
“研制”、“步入世界前列”3 个要点，每个 1 分，
意思答对即可：“SARS”计为一个字。每超出 3 个字扣 1 分。
22．（4 分）
俄罗斯科学家最近设计出一种新型星际“指南针”。（1 分）这种新型星际“指南针”的外
形为不透光的黑色管状物。
（1 分）它具有重量轻、能耗小、精确度高和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
（1 分）它还具有数字摄像、使航天器准确识别方向等功能。
（1 分）
必须将长定语加以处理。短句可以是单句，也可以是复句。句子不通顺的酌情扣分。
23．6 分）
逆耳的忠言好比配有黄连的中药，虽然难以下咽，却是对症下药；奉承的蜜语犹如含有毒
药的琼浆，虽然香甜可口，却是慢性中毒，
以上只是举例，答案可以多种多样。
评分标准：两个分句均由比喻领起，给 2 分。两个比喻的本体具有相对或相反的关系，给
2 分；语意连贯，给 2 分。
七（60 分）
24．（60 分）写作

等级评分标准

基
础
等

内
容

级

一等（25—21）

二等（20—16）

三等（15—11）

四等（10—0）

切合题意

符合题意

基本符合题意

偏离题意

中心突出

中心明确

中心基本明确

中心不明或立意不当

内容充实

内容较充实

内容单薄

没有什么内容

感情真挚

感情真实

感情基本真实

感情虚假

一等（1J—21）

二等（20—16）

三等（15—“）

四等（10—0）

符合文体要求

符合文体要求

基本符合文体要求

不符合文体要求

结构严谨

结构完整

结构基本完整

结构混乱

文字流畅

文字通顺

文句基本通顺

文句不通顺，语病多

书写工整

书写较工整

书写潦草

字迹难辨

50
分

表
达

深刻

丰富

有文采

有创意

发
展
等
级
10

①透过现象深入本质

④材料丰富

⑦词语生动，句式灵活

②揭示问题产生的原因

⑤形象丰满

⑧善于运用修辞手法

③观点具有启发作用

⑥意境深远

⑨文句有意蕴

⑩见解新颖，材料新鲜，
构思巧妙
⑾推理想象有独到之处
⑿有个性特征

分

[说明]：①基础等级评分以题意、内容、语言、文体为重点，全面衡量。符合文体要求，指符
合考生根据题意和内容自选的文体的要求。
②发展等级评分，依据 12 个评分点，不求全面，以一点突出者按等评分，直至满分：
③缺题目扣 2 分；每 3 个错别字扣 1 分，重复的不计；不足字数，每少 50 字扣 1 分。
④确认为抄袭的文章，
“基础等级”在四等之内评分；“发展等级”不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