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北京卷）
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两部分。第Ⅰ卷 1 至 4 题，第Ⅱ卷 5 至 14 页，共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考试结束，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Ⅰ卷（选择题 共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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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答在试卷上。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1.下列加点的字的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教室
瑕疵
徜
不落窠
歌声粗犷
．
．
．徉
．曰
．
A. shǐ
zī
cháng
cháo
kuàng
B. shì
eǐ
cháng
kě
guǎng
C. shì
eǐ
táng
cháo
kuàng
D. shǐ
zī
tang
kē
guǎng
2.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A.融洽
筹划
名信片
大象的鼻子——能曲能伸
B.按语
沉湎
泊来品
斑马的脑袋——头头是道
C.宣泄
鄙薄
炒鱿鱼
耗子啃书本——蚊文嚼字
D.装帧
针贬
挖墙角
冰粘煮黄连——同甘共苦
3.将下列词语依次填入横线处，最恰当的一组是
约英雄全训华守墓 37 年的陈健，获得了“感动中国”2005 年度人物的称号。评委会给
他的颁奖词是：一个生者对一个死者的承诺，只是良心的自我
，但是他却为此
坚守 37 年，放弃了梦想、幸福和骨肉亲情。
火红的时代背景，他身上有古典
意识的
……
A.约束
淡去
风范
B.制约
淡忘
风范
C.约束
淡忘
风尚
D.制约
淡去
风尚
4.下列句子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恰当
．．．一句是
A.大英博物馆近来因财力吃紧，裁减工作人员，与中国文物有关的职位首当其冲
．．．．，这样，中
国文物的巡展活动自然难以开展。
B.有的国家靠“采购”外籍运动员提高在国际赛事中的名次，使本土选手减少了在更高舞台
上历练的机会，这真是买椟还珠
．．．．。
C.有些地方的球迷，对主队的平庸表现绝不漫骂，而是将大家耳熟能详
．．．．的老歌即兴换上新词，
齐声歌唱，委婉地表面不满。
D.有的专家认为，能无所顾忌
．．．．地发表自己的相法而且面对困难不胆怯的孩子，往往具有领导
者的潜质。
5.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英国一本杂志编的《野性大地》，摄影质量令人惊异，打开扉页那七八幅跨页图片，如同
名角亮相，开场便一鸣惊人。
B.鲸的“歌声”能表达很复杂的意思，但远不能与人的语言相提并论，因为鲸的“歌声”里
没有能够代表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的名词。
C.漫步桃园，那一排排、一行行、一树树的桃林让人流连忘返；中国后还可去自费采摘，那

柔软多汁的大桃更让你大快朵颐。
D.某些商家违背商业道德，利用中小学生具有的好奇心理和在考试作弊并不鲜见的情况下，
为“隐形笔”大做广告。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
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乘于民，三请，不见
．许。公命
柏遽国，致
．能歌者。晏子闻之，不说，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
．行见
．公曰：“霖雨十
有七日矣，坏室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敞撤无
走，四顾无告。而君无恤，曰夜饮酒，今国致乐不已
．。马食府粟，狗履刍秦，三室之妾俱足
桀肉。狗马室妾，不已
．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穷而无告，无乐有上矣；饥饿而无
告，无乐有君矣。婴随百官，使民饥饿穷约而无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婴之罪大矣。”
再拜稽首，请身而去，遂走而出。
公从之，兼于涂而不能遂
．。令趋驾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尽于氓，任器存于陌。公照，
及之
．康内。公下车从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弃不援，寡人不是以有约也，夫子不顾社
稷百姓乎？愿夫子之
．幸存寡人。寡人请率齐国之粟米财货，委
．之百姓，多寡轻重，惟夫子之
令。”遂拜于途。晏子乃
．返。命禀巡氓，家有布缕之本而绝食者，使有终月之委；绝本之家，
使有期年之食；无委积之氓，与之薪撩，使足以毕霖而。令拍巡氓，家室不能御雨者，予之
金。巡求氓寡用财乏者，三日而毕。手者，若不用令之罪。
公出舍，攒肉撤酒。三日，吏告毕上：贫氓万七千家，用粟九十七万种，薪撩万三千乘；
坏室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后就内奶食，琴瑟不张，钟鼓不陈。晏子请左右与以歌弊
娱君者退之。
（取材于《晏子春秋》）
注释： ①任器：装粟米的容器
②数量：艰难的样子
③乐：喜欢、乐意
④康：大路
6.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
．．．的一项是
A.致
．能歌者
B.徒
．行见公曰

致：使……到来

C.兼于涂而不能逮
．
D.委
．之百姓

逮：赶上

徒：步行

委：任命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的词，意义、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A.
三请，不见
．许
B.

徒行见
．公曰
令国致乐不已
．

C.

狗马室妾，不已
．厚乎
公驱，及之
．康内

D.

愿夫子之
．幸存寡人
晏子乃
．返

断其喉，尽其肉，乃
．去
8.下列各句括号中是补出的文字，被出后句子意思不符号
．．．原文的一项是
A.（但）无乐有上矣。

B.（景公）令趋驾追晏子其家。

C.惟夫子之令（是听）。
D.后（于三日）者，若不用令之罪。
9.下列句子编为四组，全部表现晏子爱民爱国的一组是
①遂分家粟于氓
②饥饿而无告，无乐有君矣。
③请身而去，遂走而出。
④公出舍，损肉撤酒。
⑤三日，吏告毕上。
⑥晏子请左右与以歌舞娱君者退之。
A.①②⑤
B.②④⑤
C.①③⑥
D.③④⑥
10.下列对原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
．．．的一项是
A.百姓生活困苦而得不到救助，就会对统治者不满。
B.景公是一位从谏如流、知错就改的开明君主。
C.景公降尊纡贵，并以社稷百姓的名义追回了晏子。
D.晏子爱民爱国，为了劝谏景公不惜放弃自己的官位。
第Ⅱ卷（共 120 分）
注意事项：
1.用钢笔或圆珠笔将答案直接写在试卷上。
2.答卷前将密封线内的项目填写清楚。
题号

三

四

五

六

七

总分

得分
得分

评分人

三、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8 分。
11.用斜线（/）给下面文言文断句（5 分）
（赵困于秦）齐人、楚人投赵。赵人乏食，粟于齐，齐王弗许。周子曰：“夫 越 之 于
齐 楚 扦 蔽 也 犹 齿 之 有 唇 也 唇 亡 则 齿 塞 今 日 亡 越
明 日 患 及 齐 楚 矣 且 教 越 高 义 也 却 秦 师 显 名 也 不
务 为 此 而 爱 粟 为 国 计 者 过 矣。
（取材于《资治通鉴·周纪五》）
得分
12.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①~②题（7 分）
移居（其二）
陶渊明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善欺。
注释：①将：岂
②纪：经营
①对这首诗的理解，恰当的两项是（3 分）
A.全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佳日登高赋诗的美好情景。
B.“有酒斟酌之”意思是与友人边饮酒边斟的诗句。
C.“相思则披衣”意思是因相思而夜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D.“无为忽去兹”意思是不要急着离开这种生活。
E.最后两句是说应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解决衣食问题。

答：【

】【

】
得分

②本诗表现了诗人在田园生活中感受的乐趣，请具体说明表现了什么乐趣，这种乐趣是怎样
表现的？（4 分）
答：

得分
13.在横线上填写作品的原文（任选三题）（6 分）
①《劝学》强调学习必须日积日累，持之以恒，因而警喻说：钱而舍之，朽木不
折：
。”
②曹操《短歌行》抒发了广招贤才，一统天下的博大胸怀，诗的最后四句是：“
，
，周公吐哺，天天归心。”
③《阿房宫贱》通过阿房宫的兴毁提示秦王刹象亡的历史教训，战说：“秦人不暇自哀，而
后人哀之；
，
。”
④《雨霖铃》（寒蝉凄切）是抒写离情别绪的名作，词中写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
冷落清秋节！
？
。”
得分

评分人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4~17 题。
天坛之美
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坛，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珍品。它具有一种独特的意境，它以教
练的艺术形成式表现了埔大深遂的精神内涵，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的思考和想象。
天坛的意境美，可以归纳为：高、圆、清。
“高”是天的一种特性。天坛的建筑是连续性的逐渐上升的完整体，从南北中轴线上看，
南端的圈丘高 5.18 米，皇穹宇高 19.2 米，诉外殿上升到 38 米，成为中轴线的高峰。故宫太
和殿是永乐以前全城最高的建筑，是帝王的象征，而扩年殿比大和殿还高出 3 米，成为天帝
的象征。
祈年殿的主体建筑四周，墙外低楼，空间开阔，祈年殿和圈丘的整个外轮廓直接与天空
连接，祭坛仿佛高入云霄，人站在祭坛上也好像升上青天。天坛的崇高感中，蕴含着敬天的
思想。
“圈”不仅指外形，而且是一种科学境界。在中国古代美学中，阅代表着生命光转，蕴
含着宇宙万物，体现了一种“天行健”的思想以及祥和的精神。
天坛建筑群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大量圆的造型。圆丘、皇穹宇、祈年殿都是圆形，每一个
建筑又形成很多同心圆、一直扩展到与穹隆形的天空成为一个圆融的整体。
“清”是天的一种特征，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美学范畴，体现一种人格精神或艺术境界，
例如清新、清真、清淡、清妙等。“清”由“青”而来，通常我们称天是“青天”、“蓝天”、
“苍天”。天坛的基本色调整体是青色，不论是天空还是琉璃瓦都属于青色。“青”是祥和、
安宁的象征，也体现了一种空灵的美。
天坛建筑中，祈年殿、皇穹宇都采用蓝色琉璃瓦，深蓝的琉璃和浅蓝的天空形成色彩上
深浅的对比、更显示出天的澄清、明朗。反过来天的澄清、明朗，又与祈年殿的外轮廓虚实
相生，唤起观赏者的审美想象。

以上高、圆、清三点体现了天坛的崇高、祥和、清朗的独特意境。如果比较一下，就会
发现：故宫拥有庞大的建筑群以，以气热取脏，天坛的建筑少而精，以宁静深远而著称；故
宫以封闭式的一道道门、一道道墙为特点，而天坛以天高地阔的开放式为特点；故宫的空间
徒刑是方的，而天坛则是柔和的圆；故宫的颜色以红为重，而天坛则是幽静的青绿色。天坛
之美，耐人深思。
（取材于杨辛《天坛》）
14.下列理解，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天坛的建筑风格是以气热高耸、铺天盖地取胜。
B.故宫太和殿是明清两代北京的最高建筑，是帝王的象征。
C.天坛的大量圆形建筑表现了中国古人生生不息的宇宙观。
D.天坛的琉璃瓦采用蓝色，与蓝天相互融合，虚实相生。
答：【
】
得分
15.根据文意，下列对天坛建筑“高”这一特性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渐次升高，表示对上天的挑战。
B.节省占地面积，突出幽静之美。
C.高入云霄，表达“羽化登仙”的愿望。
D.突出崇高感，强化敬慕上苍的心情。
答：【
】
得分
16.作者从审美角度，指出天坛的意境是崇高、祥和、清朗，请你根据文章提示的故宫的建
筑特点，也从审美角度，用三个双音词概括一下故宫的建筑意境。
答：
，
，
。
得分
17.天坛大约有十万株树，你认为这些树木的作用与本文所概括的“高、圆、清”三点中的
哪一点关系最大？为什么？
答：

得分
得分

评分人

五、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8~21 题。
给“书虫”当夫人
“书虫”是我母亲送给我先生的雅号，他敬受不辞。说他是“书虫”，自然与书有缘。
先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逾州五载，家中藏书少说也有两万册。当我们还住在旧居时，已
是书满为患，但先生视为珍宝，待若上宾，并且任其喧宾夺主，几乎占领了家庭所有领土，
连电视对面的沙发上也常常堆满了书，于是吾家有电而无视久矣。好不容易盼到迁移新居，
“分居”的书籍终于统一归置天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里了，我还特意给先生买了一张非常宽大
的写字台，好让他有个宽松、舒适的读书写作之地。然而好景不长。不知觉之间，写字台四
周又摞满了书，形成高高矮矮的“书笋”，光洁的台面不久也被各种书稿覆盖，连喝水杯也
没有容身之地。对此“惨”状，我实在目不忍睹。一日趁他外出，我花了两个小时整理写字

台，自以为替他办成了一件好事。殊不知，我的整理反面打乱了他的秩序——他按照自己的
习惯去找东西，可东西已经被我变乱了“东西”，他找不到，便自嘲道：“看来我这是‘意
识先于存在’。”见此问题已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从此不敢再替他整理写字台了。
先生的藏书不仅耗尽了他大半生的积蓄，也耗去了他大半生的时间。从日出到日落，从
周一到周七，从春夏到秋冬，只要他在家，除了吃饭、睡觉，便可以不挪窝锻造地读他那些
永远读不完也永远读不厌的书。母亲关于“书虫”的灵感大抵由此而来。即使是旅途中，他
与书的关系也难以“离间”。记得有一次他与几位同道乘火车去外地开会，我特意买了一副
扑克给他带上，供他们一路消遣。出差回来他连声向我道谢。原来他一上车，便把扑克送给
另人玩，自己却借此抽射去读书了。我曾经问他：如今商海大潮汹涌澎湃，读书人是否知道
钱多的好处、生活享受的乐处？他抬头望了望我，不无歉意的说：“知道，怎么不知道。可
我们这一代起码被耽误了十年读书和研究的时间，只有全力拼命赶才行啊。”说完，仍埋头
读书。从此，我也不好再用这样的问题为难他了。有时，看到一些商界朋友“妇唱夫随”，
双双出入于各种消费与娱乐场所，我也不免有点失落。但有一点，我心里是笃的：我的这位
仁兄决不会有外遇，只要他有书。为了节省一切时间来读书、研究，他甚至不愿装修新居，
说是装修好了，就得打扫、维护，时间花得太不值，末了还引经据典道：“这就叫做‘不为
物役’。”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回他一句：“但为书痴。”
先生读书破万卷，但自己的论著并不很多。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他不算高产。
我有时嗔轻他动作太慢。可每当我看到他那些写得一丝不苟的手稿，读到那些像他的人品一
样不容置疑的文字时，我不能不心悦诚服。说来，我的先生既不风流倜傥，也非有钱有势。
当初吸引了我、使我心甘情愿以身相许的，正是他那些写得工整隽秀而又朴实无华的情书。
现在我常常是他的文章的第一读者。他总是谦虚地说想听听我的意见，于是关于他的或者别
人的作品的讨论便成了我们之间交流最多的内容。有时我也会不经意地把自己工作中的酸甜
苦辣说给他听，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很少插嘴，只是在重要问题上才发表些意见。起初
我奇怪他何以那样客于言辞，后来才悟出他准是把我念叨的一切也当成书给“吃”了下去。
而我则在向他倾诉之中审视了自己。赢得了自信。
（取村于肖融《给“书虫”当夫人》）
18.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
．．．的两项是（4 分）
A.所谓“惨”状，是说写字台及其周围又被书籍和文稿占据了，显得又乱又挤。
B.“我从此不敢再替他整理写字台了”，说明妻子对丈夫有点畏惧。
C.妻子有时“不免有点失落”，这表明她希望丈夫也能和自己一起享受点生活的乐趣。
D.丈夫说“不为物役”妻子回他一句“但为书痴”。看来这对夫妇也存在着沟通障碍。
E.丈夫做事非常认真细心，不论是写论文还是写情都一丝不苟。
答：【
】【
】
得分
19.解释词语并回答问题。（6 分）
①解释下面加点的词语在本文里的物定含义。
连电视对面的沙发上也常常堆满了书，于是吾家有电而无视
．．．．．久矣。
答：
东西已经被我变乱了“东西”，他找不到，便自嘲道：“看来我这是‘意识先于存在
．．．．．．’。”
答：
②结合以上两句话以及文中其他类似的语句，简要说明这篇散文的语言特点。
答：

得分
20.本文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书虫”形象。你认为第一段和第二段对“书虫”的描写各有什
么侧重？这两段的内容有什么关系？（4 分）
答：

得分
21.文的结束句“而我则在向他倾诉之中审视了自己，赢得了自信”，深化了作者给书虫“当
夫人”的感受。联系最后一段的有关内容，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4 分）
答：

得分
六、本大题 3 小题，共 12 分。
22．“小葱拌豆腐”本是老百姓喜爱的一道家常菜，后来衍生出一句家喻户晓的歇后语。
不久前，某行政部门征公益广告创意，以一盘“小葱拌豆腐”为主本图案的广告创意，因有
积极的比喻意义被采纳了。请你为该“主体图案”配一句恰当、简明的广告语，不少于 8
字。（3 分）
＿＿＿＿＿＿＿＿＿＿＿＿＿＿＿＿＿＿＿＿＿＿＿＿＿＿＿＿＿＿＿＿＿＿＿＿＿＿＿
23．新闻点评就是用简约的文字对新闻进行评论，请点评下在的这则新闻。要求：见
解独到，是非分明，不超过 30 字（4 分）
新学期初，某大学爱心社联合十多所高校，推出了为期 3 天的“爱心大巴”免费接站
活动，在北京站前接送同学。由于受到到返校大学生的怀疑、猜测、乘客寥寥，而无偿提供
的矿泉水和小点心也因无人问津成了摆设。学子们的爱心变成了伤心。
点评：

24．请以“我的一条建议”为标题写出一段文字，为办好北京奥运进言献策。（5 分）
要求：①内容合理、具体、语言通顺，不少于 80 字。
②不得写出建议人的单位、姓名。
我

的

一

条

建

议

七、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60 分。
25．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60 分）
许多城市都有能代表其文化特征并具有传承价值的事物，这些事物可以称作该城市的
符号。故宫、四合院是北京的符号；天桥的杂耍、胡同小贩的吡喝是北京的符号；琉璃厂的
书画、老舍的作品是北京的符号；王府井商业街、中关村科技园是北京的符号……随着时代
的发展，今后还会不断涌现出新的北京符号。
保留以往的符号，创造新的符号，是北京人的心愿。
对此，请以“北京的符号”，为题，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感受或看法。除诗歌外，
文体不限，不少于 800 字。
一类
60—51

二类
50—38

错别字、字数不足

三类
37—25

四类
24—0

总分

减分

北

京

的

符

号

评卷人

2006 年高考语文参考答案（北京卷）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1．B
2。C
3。A
4。B
5。B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6．D
7。D
8。A
9。C
10。B
三．（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8 分）
11．（5 分）
夫赵之于齐楚/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矣/且救赵/高文也/却
秦师/显名也/不务为此而爱粟/为国计者/过矣。
12．（7 分）
①D、E
②第一问：感受到一种美好的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纯真而质朴的友情。
第二问：这种乐趣主要是通过“过门更相呼”至“言笑无厌时”六旬对具体生活情
景的白描表现出来的。
13．（6 分）
①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②山不厌高
水不厌深
③后人衰之而不整之
亦使后人而复衰后人也
④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散
14．C
15．D
16．雄伟（雄壮、雄浑……威严（庄严、森严……），厚重（凝重……）
17．与“清”关系最大
大面积树木突出了天坛青色的整体色调，同时增加了空灵之类。
五、（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散
18．（4 分）B、D
19．（6 分）
“有电而无视”将“电视”一词分拆开来使用，表现了家里虽有电视却常常不能看的
尴尬。
“意识先于存在”化用哲学术语，是说东西已经被挪动了位置，自己仍然按照先前的
记忆去找，自然找不到了。
幽默（风趣、诙谐）；富于收卷气（符合人物的修养和性格）。
20．（4 分）
第一问：第一段着重写“书虫，进一步写到他爱读书（研究、写书），两段描写逐步
深化，丰富了“书虫”的形象。
21．（4 分）
要点一：丈夫耐心听而少插嘴，使妻子感受到丈夫的关怀、理解与尊重。
要点二：妻子在向丈夫的倾诉中，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和对自我价值肯定。

六、（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2 分）
22．（3 分）（略）
23．（4 分）（略）
24．（5 分）（略）
七、（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60 分）
25、（60 分）（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