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北京卷）语文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1.下列词语，字形与加点字的注音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
A.养殖业
与日剧增
便笺
独辟蹊
．（jiān）
．（xī）径
B.醉醺醺

席不暇暖

C.滥摊子

自由竞争

D.颤巍巍

信笔涂鸭

泥淖
．（nào）
卷帙
．（dié）

向隅
．（yú）而泣
运筹帷幄
．（wò）

蠹
湮
．（dù）虫
．（yīn）没无闻
解析：A 选项与日俱增；C 选项烂摊子，卷帙（zhì）
；D 选项信笔涂鸦，湮（yān）没无闻。
答案：B
2.下列语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近几年，食品药品在安全方面出现的问题被媒体接连曝光，不同职能部门各管一段的监管
模式也因此受到了社会的质疑。
B.第九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北京永定河西岸盛大开幕，对于 513 公顷的园博园，为了方
便游客，专门开设了电瓶车专线。
C.据世界黄金协会分析，2013 年春节前后中国黄金需求高涨的原因，主要由于消费者对中
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所致。
D.日前，交通管理部门就媒体对酒驾事故的连续报道做出了积极回应，表示要进一步加大对
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
解析：B 选项“对于 513 公顷的园博园”一句，删去“对于”
；C 选项“原因，主要在于……
所致”
，删去“所致”
；D 选项“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后加“力度”
。
答案：A
3.依次填入句中横线处的词语，正确的一项是（
）
①文学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为创作
而形成的。
②一辆运载盐酸的货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事故，交通、消防部门的人员迅速赶赴出事现
场，并做出了紧急
。
③保险丝是电路安全的报警器，当电路里的电流超过允许值时，保险丝就会
，从而
切断电源，保障线路和电器的安全。
A.原形
处置
融化
B.原型
处治
融化
C.原型
处置
熔化
D.原形
处治
熔化
解析：
“原形”有成语“原形毕露”
，高思经常说现出“原形”，指本来面目，含贬义，而原
型可特指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放在此处，可认为是专业
术语类的名词，必选“原型”
；
“处置”事件，强调解决问题，而“处治”强调治理、惩罚，
在此选项，交通事故属于“事件”
，必选“处置”；
“融化”
，一般只指冰、雪、霜等受热变成
水，
“熔化”指铁等固体受热到一定程度而变成液体、胶状或粉末，强调条件是固体受热变
形。
答案：C

4.给下面语句排序，衔接恰当的一项是（
）
①因为较弱的电磁辐射，也会对人的神经系统与心血管系统产生一定的干扰。
②人的大脑和神经会产生微弱的电磁波，当周围电器发出比它强数百万倍的电磁波时，人的
神经活动就会受到严重干扰。
③即使在不太强的电磁波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人也会受到影响。
④如果长时间出于这种强电磁波的环境中，人会出现头痛，注意力不集中、嗜睡等症状，强
电磁辐射会使心血管疾病加重、神经系统功能失调。
A.④①②③
B.②③①④
C.④③②①
D.②④③①
解析：这道题的逻辑可以通过两种分析得出答案，第一，根据关联词，
“如果”
、
“即使”、
“因
为”三个关联词给了我们逻辑上的导向，第二，根据内容的“顶针”
，
“强数百万倍的电磁波”
——“强电磁波的环境”——“不太强的电磁场环境中”——“较弱的电磁辐射”
。
答案：D
5.下列句中加点词的运用，不同于其它三句的一项是（
）
A.微风习习，远处飘来阵阵歌声，也飘
．来了缕缕的花香。
B.蜜蜂酿出了甘甜的蜂蜜，也为人们酿
．出了美好的生活。
C.萧瑟的秋风吹落枝头的黄叶，却吹
．不去她满腹的惆怅。
D.风和日暖，小院关闭了柴门，却关
．不住那满园的春色。
解析：按照专业术语来说，属于动词的自动和他动，A 选项“飘”是“花香”的主动动作；
BCD 选项的“酿”
“吹”
“关”分别是“生活”、
“惆怅”
、
“春色”的他动动作；我们做题的时
候，只要看出来 BCD 选项均是拟人的修辞义，而非本义，就可以很容易得出答案。
答案：A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6～10 题。
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寿人。彬始生周岁，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彬左手持
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须取一印，他无所视，人皆异之。
五年，使吴越，致命讫即还。私觌之礼，一无所受。吴越人以轻舟追遗之，至于数四，
彬犹不受。既而曰：
“吾终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归，悉上送官。
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尝造门，群居燕会，亦所罕预，由是器重焉。
建隆二年，自平阳召归，谓曰：
“我畴昔常欲亲汝，汝何故疏我？”彬顿首谢曰：
“臣为周室
近亲，复忝内职，靖恭守位，犹恐获过，安敢妄有交结？”
七年，伐江南。长围中，彬每缓师，冀李煜归服。城垂克，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
问疾。彬曰：
“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
愈矣。
”诸将许诺。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与其臣百余人诣军门请罪，彬慰安之，
待以宾礼，请煜入宫治装，彬以数骑待宫门外。左右密谓彬曰：
“煜入或不测，奈何？”彬
笑曰：
“煜素懦无断，必不能自引决。
”煜之君臣， 卒赖保全。
初，彬之总师也，太祖谓曰：
“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
”副帅潘美预以为贺。彬曰：
“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庙谟，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极品乎！
”美曰：
“何谓

也？”彬曰：
“太原未平尔。
”及还，献俘。上谓曰：
“本授卿使相，然刘继元未下，姑少待
之。
”既闻此语，美窃视彬微笑。上觉，遽诘所以，美不敢隐，遂以实对。上亦大笑，乃赐
彬钱二十万。彬退曰：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
”
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驾临问，手为和药，仍赐白金万两。六月薨，年六十九。上临哭
之恸。
（取材于《宋史·曹彬列传》）
①觌（dí）
：相见
6.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遂受而籍
籍：登记造册
．之以归
B.太祖典
．禁旅
C.副帅潘美预
．以为贺

典：主管，掌管

D仍
．赐白金万两

仍：于是，又

预：参与，加入

解析：预，预先。本题考查难度不大，第五段整个围绕曹彬的“料事在前”来写，这个字的
含义是可以结合文段意得出答案的。
答案：C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以
以
．百玩之具罗于席吴越人
．轻舟追遣之
B.观其所
．取
C.汝何
．故疏我

一无所
．受
吾何
．功哉

D.彬之
上临哭之
．总师也
．恸
解析：A 选项两个“以”都是介词，前“以”翻译为“把”，后“以”翻译为“用、凭借”；
B 选项两个“所”都是结构助词，属于“所 V”结构，把动词变为名词性结构；C 选项两个
“何”都是疑问代词，翻译为“什么”
；D 选项前一个“之”属于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的时候”
，后一个“之”在谓语和补语之间，翻译为“得”，“哭得悲痛”
。
答案：D
8.对下列文中语句的解释，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 分）
A.使吴越，致命讫即还
出使吴越，传达旨意完毕即刻返回
B.吾终拒之，是近名也
我若果一直拒绝收礼，就会得到好的名声
C.请煜入宫治装
请李煜进入宫殿收拾行装
D.上觉，遽诘所以
皇帝察觉了，急忙追问其中的缘故
解析：
“近名”指好名，追求名誉。B 选项放入原文之中，本身内容就很不搭，如果“一直
拒绝收礼，就会得到好的名声”
，那为什么又“遂受”呢？本题四个选项的句意都可以通过
文意和词意两个方面做出回答，难度中等。
答案：B
9.下列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 分）
A.曹彬拒绝借公务而取私利，不过他做人处事也讲究变通，收下礼品后如数上交。
B.曹彬为官清正，对宋太祖不巴结逢迎，对同僚也不结党营私，深得太祖的赏识。

C.曹彬突然称病，意在要求部下破城后不妄杀一人。他尊重降者人格，以礼相待。
D.曹彬富有智慧，才能出众，宋太祖虽然器重他，但是又心存戒备，并有所防范。
解析：
“心存戒备，并有所防范”属于无中生有，就像我们在高思的课堂上讲的，有些内容
是属于不符合“价值观”的，就可以重点关注，比如 D 选项对太祖的“不良”揣测。本题关
键在于将选项一一对应回原文，不过度推理也不遗漏情节。
答案：D
10.文中第 5 段写道“美窃视彬微笑”、
“上亦大笑”
，请分别简述两处“笑”的缘由。
（4 分）
解析：本题为新式题型，不仅仅是一道文意理解题，也是变相的翻译题，只是不需要同学们
做精确的逐字翻译，有其大意即可。解题关键在于要锻炼一定的归纳分析能力，先做翻译，
得出文本内容，再具体编排，按照题目要求阐述缘由，答题条理要清晰。
答案：
“美窃视彬微笑”
：曹彬已经料到太祖不会兑现承诺，甚至预见到太祖要说的理由，潘
美的会心一笑，表达了对曹彬的钦佩。
“上亦大笑”
：太祖被臣下猜透了心思，大笑中含有自
嘲和对曹彬的赏识。
三、本大题共三小题，共 20 分。
11.用斜线（/）给下面的文言文断句（5 分）
。
世之治也行善者获福为恶者得祸及其乱也行善者不获福为恶者不得祸变数也知者不以
变数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来防祸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时也夫施吉报凶谓之命施凶报
吉谓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
解析：断句题难度较小，有非常明显的虚词，包括“之”
“也”
“夫”等帮助我们划分句子，
另外，对偶句较多，行文对称性比较强，非常有利于同学们答题。
答案：世之治也，行善者获福，为恶者得祸；及其乱也，行善者不获福，为恶者不得祸，变
数也；知者不以变数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来，防祸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时也。
夫施吉报凶谓之命，施凶报吉谓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
12.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以下问题。
（7 分）
古风（其十）
李白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
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
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
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
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注释：①鲁连：鲁仲连，战国齐人，他说服魏与赵合力抗秦②平原：即平原君，赵国重臣
①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三四句与曹植诗句“大国多良材，譬海出明珠”都运用比喻的方式表达赞誉之情。
B.“后世仰末照”句，感叹鲁仲连的功绩如同就要落山的太阳一样将被后人渐渐遗忘。
C.本诗最后两句，以“澹荡人”与开头的“倜傥生”相呼应，意在表明诗人的志趣。
D.李白在诗中盛赞了鲁仲连的高风亮节，并把他引为“同调”
，内容显豁，感情深挚。
解析：末照指余辉，
“后世仰末照”指的是后世的人们依旧敬仰他的功绩。
答案：B
②千人评此诗：
“此托鲁连起兴以自比。”结合诗句，谈谈李白借鲁仲连表达了自己怎样的人

生理想。
（4 分）
解析：此诗开篇首句运用起兴的手法，引出倜傥高妙的鲁连的形象，再以出海明月的比喻表
达了对鲁连如明月般光芒万丈的才华的赞赏，接着两句诗阐述鲁连说服魏赵，合力抗秦的丰
功伟绩，以及鲁连淡泊名利、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令后世仰慕。由此引出，李白自己想要
建功立业，但又不屑于追名逐利的崇高旷达的人生理想。
答案：要点一：辅弼天下，建功立业。结合“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
。要点二：不慕名
利，功成身退。结合“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
”
13.在横线处写出诗文原句（限选其中 4 道题）
（8 分）
①_______，________，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诗经·氓》）
②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_______，________。（杜牧《阿房宫赋》）
③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______，_______。（韩愈《师说》）
④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_________，___________。（苏轼《前赤壁赋》）
⑤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_________，__________。（李清照《声声慢》
）
答案：①氓之蚩蚩
抱布贸丝
②奈何取之尽锱铢
用之如泥沙
③小学而大遗
吾未见其明也
④知不可乎骤得
托遗响于悲风
⑤这次第
怎一个愁字了得
四、本大题共三小题，共 12 分。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4-16 题。
当你在花园里驻足观察那些胖胖的蜜蜂在花丛中起起落落，或者在厨房手拿苍蝇拍对着
狡猾的苍蝇无可奈何时，你一定认同以下观点：把“飞行家”这个名词冠于昆虫身上是恰如
其分的，昆虫不仅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飞行家族，也是最早掌握这项技术的先驱者。地球上
的第一次飞行是个什么场景？这一历史性的是时刻早已消失在岩层之中。不过，当年第一批
飞行者的后代仍然活跃在我们的星球上，他们就是蜉蝣。
蜉蝣这种生物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水中，以藻类为食，当它们准备好繁殖，便爬出水面，
在水边的植物上蜕皮，成为有翅的成虫。这些获得新生的小虫子并不急于飞行，多数时候会
聚集在水面上，伸展双翅，在微风的吹拂下于水面上滑行。当时机成熟，便风中舞动，在空
中完成婚配。不久，雌虫产卵，刚刚脱离水面不过几十小时的蜉蝣们再次回落水中，这也意
味着它们个体生命的终结。目前，多数昆虫学家认为，最早的昆虫也像蜉蝣一样，是从水面
滑行演化到飞行的，最早的翅应该是“风帆”
，而非“机翼”。
昆虫的翅是一个工程学奇迹：一片几丁质的薄层，没有任何骨骼和肌肉的支撑。几丁质
这种物质本身柔软而坚韧，就连碳纤维复合材料都无法与之相比。几丁质中贯穿着翅脉，它
们是液压管道，正是这些液压管道让昆虫的翅膀有了足够的刚性来应对飞行时巨大的应力考
验。与鸟、蝙蝠的翅膀一样，昆虫翅膀的剖面上端弯曲，下端平直，这使得空气流过翼面时
产生升力。
昆虫与其他任何飞行动物的标志性区别，在于它们扇动翅膀时高得惊人的速度——蜻蜓
一般为每秒 200 次，而蚊子和马蜂则能高达每秒 1000 次。不仅如此，如果逐格回放高速摄
像机拍摄的昆虫飞行影像，你会惊奇地发现，昆虫扑翼飞行可不简单是上下运动，从侧面观
察，昆虫的翅膀其实是在画八字形。直到最近，人们把昆虫放进风洞好好研究了一番才发现，
其实这些小家伙的翅膀是在空气中制造涡流，依靠这些可控的涡流，它们的翅膀在向下和向
上拍动时都能产生升力，这是鸟与蝙蝠绝对无法做到的，一只小蜜蜂借助这些涡流，产生达
到其体重 3 倍的开力，而向前的推力则是体重的 8 倍之多，与之相比，一架战斗机的推力与

重力大小之比能达到 2 就可以“笑傲江湖”了，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苍蝇能在空中做
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急转弯了。
当然，这一切代价也相当高昂，飞行是件十分费力的活儿，一只果蝇飞行 1 小时就要消
耗掉体重的 10%，果蝇使用碳水化合物作为动力来源，这有点不太划算，其他很多昆虫直接
利用脂肪作为“燃烧”
，便让飞行的“经济性”大为改观。所以你绝对不能小看昆虫的能力，
一只小小的黑脉金斑蝶能以每天 150 公里的速度连续飞行 3000 公里，完成从北美到中美洲
的长途迁徙。
（取材于王冬《御风飞行》
）
14.根据文意，下列说法不支持“昆虫的翅膀是一个工程学奇迹”的一项是（3 分）
A.薄薄的翅由几丁质构成
B.不需要脊髓肌肉的支撑
C.柔韧性可比碳纤维的复合材料
D.翅脉增强了昆虫翅膀的刚性
解析：昆虫的翅是一个工程学奇迹：一片几丁质的薄层（A），没有任何骨骼和肌肉的支撑（B）
。
几丁质这种物质本身柔软而坚韧，就连碳纤维复合材料都无法与之相比（C）
。几丁质中贯穿
着翅脉，它们是液压管道，正是这些液压管道让昆虫的翅膀有了足够的刚性（D）来应对飞
行时巨大的应力考验。
答案：
15.下列对文章内容理解和分析，不恰当的两项是（4 分）
A.昆虫最初驾驭“风帆”在水面上滑行。后来逐步从滑行演变到在空中飞行。
B.蜉蝣有翅后即升空飞行。虽然飞行时间不长，但由此实现了生命的延续。
C.昆虫翅膀的剖面，上端弯曲，下端平直，这可以使空气滤过翼面时产生升力。
D.昆虫利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作为“燃料”，从而大大提高了飞行的“经济性”
。
E.昆虫是地球上规模最为庞大的飞行家族，很多昆虫都具有长途迁徙的能力。
解析：
“成为有翅的成虫。这些获得新生的小虫子并不急于飞行，多数时候会聚集在水面上，
伸展双翅，在微风的吹拂下于水面上滑行。”不是 B 项中的“有翅后即升空飞行”。D 选项中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应该去掉“碳水化合物”。
答案：BD
16.根据本文和下列材料，说明苍蝇的飞行和鹏鸟翱翔有哪些不同？（5 分）
《逍遥游》中“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绝云天，负青天。然后图南”这几句话。是对
鹏鸟翱翔九天的精彩描述。生物学家认为，鹏鸟翱翔时要借助上升气流，翅膀就像固定的机
翼。
答案：①苍蝇飞行时必须高速扇动翅膀，鹏鸟翱翔时可以不扇动翅膀。②苍蝇飞行时借助自
身扑翼产生的升力，鹏鸟翱翔时借助外界的上升气流。③苍蝇飞行时可做出急转弯的动作，
鹏鸟翱翔时无法做到。
五、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7 分。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7-20 题。
浙江的感兴
我很想追怀自己在浙江的童年，却只记起了一些片段：随着母亲去一个庙里看初期的电
影，去曹娥江头看潮水，随着小舅舅到河蚌头石桥边的馆子里吃馄饨，那样好吃的馄饨，后
来似乎再也没有吃过。如此等等，连不起来，而且越来越模糊了。
于是我怀疑自己是否配称浙江人。
这一次到杭州，住在西湖旁边，又有幸去了绍兴，看到鲁迅故居，还在咸亨酒店里喝了
加饭酒，并且站在门外吃了一串油豆腐，上年涂了厚厚一层辣酱，吃着吃着，心里感到不管

配不配，我是喜欢这乡土的。
这里主要的色泽是黑与白，黑的瓦顶，白的粉墙，冲洗得发白的石板路，连木柱子也是
黑的，严谨、素净。然而空间是庞大的，人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移动，物件也是厚实可靠的，
像那件大大的厨房里的那口大大的腌菜缸，在朴质的生活里有温厚的人情，正如那三味书屋
里，既有严厉老师的戒尺，又有那顽皮学童的小小乐园，在门前的石板路下则是潺潺的流水。
水是浙江灵秀所在，是音乐，是想象力。
在鲁迅的艺术素描里不是也有这样的黑泥、白石和绿水的配合么？多么朴质，又弥漫着
多大的温情！你看他用笔何等经济，总是短短几句话就勾画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生处境，而
同时他又总是把这处境放在一片抒情的气氛之内。他是最严格的，又是最温情的，这就使得
他最平常的叙述也带有余音，富有感染力——他的闰土成了我们一切人记忆中的童年好友。
他的乌篷船成为我们每个人梦里的航船，他的忧郁、愤怒和向往也成为几代读者难以排遣的
感情。
看着绍兴的街道、店铺和水乡景色，我以为我对这位大作家多一点了解了。
回到杭州，又是另一番景色，1981 年我第一次来，忙于游览名胜，但也抽时间陪一位
老友去追寻他年少时代的踪迹。走了一个旧的市区，像是有一家过去很有名的布鞋店，那里
依然卖着素净而又雅致的黑面白底的舒服鞋。接着进入一家咸肉店，面前是一条长长的洗得
白白的木柜台，上面摆着十几块干干净净的咸肉，随你挑选。这铺子的旧式建筑有高的屋顶，
店堂里空空荡荡的，没有现代肉店那种血淋淋的屠场味道，人们从容选肉。大刀切下去，一
段醇厚的咸肉香随之而起。
这次虽来，我很想再出去看看那些犹有南宋遗风的街道和店铺，却始终不得空儿，只在
汽车里匆匆看了一下中心区的主要街道，在我游历过的城市里，我总觉得杭州是最富于中国
人情味的，即使车站旁边的闹市也闹而不乱，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却不拥挤，同时有一些老铺
子老字号还以传统的礼貌待客。
杭州难分市区与郊外，环湖的大道既是闹市，又因西湖在旁而似乎把红尘洗涤了。任何
风尘仆仆的远来人也是一见湖光白色而顿时感到清爽。
在阳光下，西湖是明媚的，但更多的时候显得清幽，这次因为就住在湖岸上，朝朝夕夕
散步湖畔，总是把湖的各种面容看了一个真切，清晨薄雾下，黄昏夕照里，湖的表情是不同
的，沉沉夜色下则只见远岸的灯火荡漾在黑黑的湖水里，千变万化，没有太浓太艳的时候，
而是素描淡妆，以天然而不是人工胜。
在湖岸散步的时候，抬起头来，看到了环湖的群山在天边耸起，也是淡淡的那抹青色。
然而它们都引人遐想，给了西湖以厚度和重量。没有人能把西湖看的轻飘飘的，它是有性格
的，从而我也看到了浙江的另一面：水固然使它灵秀，山却给予它骨气。
（取材于王佐良的同名散文）
17.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两项是（4 分）
A.饮食在作者关于故乡的感兴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源于作者无法追怀的童年。
B.作者书写的是对故乡的追忆和游历，感物寄兴，表达了对浙江性格的体悟。
C.作者插叙初次游览杭州的经过，揭示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传统特征。
D.“水”既是浙江灵秀风景的精髓，也是本文组织结构展开叙述的核心线索。
E.文章勾勒出一副融汇了自然山水、风土人情、历史传承等因素的江南图景。
答案：AD
18.文中说：
“看看绍兴的街道、店铺和水乡景色，我以为我对这位大作家多一点了解了。
”
结合原文，回答下面问题（7 分）
①作者从鲁迅的故乡环境中看出了哪些特色？（3 分）

②作者对鲁迅又多了哪些了解？（4 分）
答案：①色彩鲜明、严谨素净以及质朴温厚的特色。②要点一：鲁迅创作中即使最平常的叙
述也富于感染力。要点二：鲁迅性格中既严格又不乏温情的一面。
19.作者从湖光山色中感受到西湖哪些特点？（4 分）
解析：西湖在闹市之旁把红尘洗涤了，让远来之人感到清爽。西湖时而明媚，大多时候却是
清幽的，虽千变万化，但总是素抹淡妆，以天然而不是人工胜。西湖环湖的群山给了西湖以
厚度和重点，西湖是有性格的，是有骨气的。
答案：要点一：模糊了市区与郊外的界限，虽处闹市，却清净脱俗。要点二：明媚但是更显
清幽、素淡，以天然而不是人工胜。要点三：因环湖的群山而具有了厚重的性格。
20.有评论者曾用“一切景语皆情语”来概括本文带给读者的艺术感受，请谈谈你对“一切
景语皆情语”的理解，并结合本文进行具体阐述。
（不少于 200 字）
（12 分）
答案：略
六、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60 分。
21.阅读下面的对话，按要求作文。
（60 分）
科学家：假如请爱迪生来 21 世纪生活一个星期，最让他感到新奇的会是什么呢？
文学家：我想，手机会不会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呢。
科学家：我同意，手机是信息时代的一个标志物，简直称得上是一部掌中电脑，丰富的
功能一定会让这位大发明家感到新奇。
文学家：手机的广泛应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想情感和观念意识，或许
这也是爱迪生意想不到的吧。
科学家和文学家各自对手机的看法，引发了你哪些思考、想象？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自定文体（诗歌除外）
，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