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河南省安阳市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语文
第Ⅰ卷 阅读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孟子道性善”
，以孟子人性思想为性善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性善只是孟子对人性的
具体认识，只是他整个人性思想的一个结论。只说到性善，不对孟子提出这一结论的理依据
做深入的研寻探讨 ，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孟子人性思想的丰富内容及其深刻意义。
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是孟子对“生之谓性”的反对和批驳。孟子虽然也认为
人性是天生的，但他反对“生之谓性”的说法。他不是从人的生物本能看人性，而是从人和
禽兽的区别上看人性，认为只有把人与禽兽区别开的那些属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特征
才是人性。关于这一点，张岱年先生有详尽的论述。他说：“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
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为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
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
。
”
“孟子所谓性，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而非指人生来即有
的一切本能。
”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是人性论上一个大创造和大贡献。给正确认
识人性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孟子人性思想的又一个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
。
“心”
“性”
“天”三者的关系，是性善论的核心思想。心、性都在人，而性是天赋，又
属天；天在人之外、人之上，但同时就体现在人性中。所以“知其性，则知天”，知性亦即
知天。天不再是高不可及，不能认识，而成为可以认识；人要知天，不假外求，只需修养自
己的心性即可。通过尽心、知性，上达于天，为的是“事天”
，即顺应天道，安顿自己的人
生，也就是安身立命。如此，建立起了由修养心性而上达于天的理论架构，完善了天命与人
生、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天人合一思想。
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 性为人性和尽心知性知天，通过修养心性而沟通天人，达到天人
合一。这两点是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对儒学和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以仁、义、礼、智等德性为人性，无此“非人也”
，而善性并非自然具足，“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
。这就提出“做人”的问题。人生的第一要务是修养心性，提升自己，摆脱禽兽
境界，堂堂正正做人。
中国文化中没有人间和天国两个世界的分别，只有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国人不追求
死后进入天堂或极乐世界，而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
“留取丹心照汗青”
，追求在人间、
在历史中的不朽。生和死是统一的生命过程。死是生的继续。人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人死
后，躯体腐烂，物质生活方面的一切失去意义；而人的精神生命则可以长留人间，在历史发
展中永垂不朽。不朽不在于生前物质生活之所得，而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之“虽久不废”
。
中国人又讲“畏天命”
，讲“天理”，把“天理良心”合提。尽心知性和事天立命合一，
人生和天命合一，道德良心的自我约束和对天命的敬畏合一。
人性沟通天人，人道天道合一。人道本于性，即本于天道。所以“诚者，天之道也；思
诚者，人之道也”
，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
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选自钱逊《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理念》
，有删改）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全面深刻的认识孟子人性思想的丰富内容和深刻含义，只懂得“孟子道性善” 还不够，

还要进一步研究讨论他提出性善论的理论依据。
B.孟子从人和禽兽的区别上来看人性，他讲的人性，只承认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而排
斥与生俱来的本能中于禽兽相同的属性。
C.孟子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是人性论上一个创造和贡献，他澄清了人性的内容，
为人们进一步认识人性指明了方向。
D.孟子认为安身立命的途径是顺应天道，顺应天道即“事天”
， “事天”的方式是“尽心、
知性”
，亦即竭尽心力帮助别人，发挥自己的善良天性。
解析：D 项结合文本内容“通过尽心、知性，上达于天，为的是‘事天’，即顺应天道，安
顿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安身立命”可知，
“竭尽心力帮助别人，发挥自己的善良天性”错误。
答案：D
2.下列理解与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3 分）
A.张岱年关于“孟子所谓人之性，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而非指人生来即有的一切本能”
的论述，证明了作者关于孟子人性内容的观点。
B.孟子的性善论“心”
“性”
“天”三者的关系为核心思想，构建由修养心性而上达于天的理
论，使天人合一的思想得到完善。
C.基于对未知世界的淡漠，中国人不追求死后进入天堂或极乐世界，而是想“留取丹心照汗
青”
，追求在人间、在历史中的不朽。
D.为了证明“人性沟通天人，人道天道合一”观点，作者引述了《中庸》里的一段文字，并
进一步指出《中庸》阐明了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之道。
解析：首先浏览选项，然后到文中找到与选项相关的语句，进行比较、辨析。结合文本内容
“中国文化中没有人间和天国两个世界的分别，只有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可知，
“基于对
未知世界的淡漠”无中生有。
答案：C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告子说“生之谓性”
，即人与生俱来的一切本能都是人性，其实，他的观点混淆了人性与
禽兽性，并没有认清人性的本质特点。
B.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应该以发挥万物的本性为起点，进而达到帮助天和地化育万物，
与天、地齐名并列为三的至高境界。
C.孟子还将人性具体化，即人性即仁、义、礼、智等德性，同时，人的善性并不是自然具足
的，如果自己不注意修养身性，善性也会流失。
D.孟子的“天人合一”说认为，天与人是有区别的，即使天是在人之外、人之上的；同时天
与人又是统一的，即天体现在人性之中。
解析：本题考查对作者观点的理解及理解和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既有对全文内容的理解分
析，又有对部分语段的理解分析。B 项结合文本最后一节内容可知，以偏概全。
答案：B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14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苏小童的夏天
姚讲
半个月前，苏小童经历了残酷的中考。按照父亲的规划：如果考上高中，就继续读书；
考不上，就随自己一起去城里挑担子，子承父业，卖鸡蛋。
很不幸，苏小童连分数最低的三中也没考上。第二天，他就去城里找父亲。

门没锁，父亲也不在家。苏小童放下行李，喝了口冷茶，就向着麻将馆走去。麻将馆里
烟雾弥漫，苏小童还是一眼就看到了黑着脸的父亲。父亲也看到他了，连忙向他招手：儿子，
过来给老子抓两把，改改手气。他很不喜欢打麻将的父亲，因为这事母亲和父亲多次吵架，
最终母亲负气离家出走了。
以前的暑假，他也来城里找过父亲，随父亲一起去市场，甚至在远途跋涉的清晨，接过
父亲的担子挑着走一段。但这次不一样，父亲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副小一些的担子，还分配给
他一个单独的市场。
四点起床，四点二十准时出发，这样就算在路上稍微歇息，也能赶在六点半天亮之前到
达目的地。这是肥皂厂外的小菜市，市场从天亮开始热闹起来，一直延续到八点左右，这里
人买好了菜，收拾好就上班去了。
小菜市就苏小童一个人卖鸡蛋，在讨价还价的喧嚣声中，苏小童很熟练地数鸡蛋、数钱、
找零。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把钱装进母亲缝的贴身小布袋里，再牢牢地系在腰带上。市场上
的人渐渐稀少，不忙了，苏小童就点三两小面加个酱肉包子。把肚子填饱了，再买上中午晚
上要吃的菜，挑着担子往回走。夏天的鸡蛋像阳光下的冰淇淋一样脆弱，一不小心就会坏掉。
刚开始变坏的鸡蛋，表面看不出来任何变化，却难逃父亲的眼睛。周末，父亲会让苏小童和
自己去同一个市场，将这些刚坏掉的鸡蛋用单独的小篮子装上，让苏小童提去卖，而且告诉
大家，这是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卖鸡蛋是为了凑学费。
独自卖了好几天的鸡蛋，苏小童发现了父亲的秘密。但他没打算忤逆父亲，还是照着父
亲的吩咐，去了几百米远的小巷道，摆上装有鸡蛋的篮子，守着卖。偶尔有个人过来问，苏
小童就告诉他，鸡蛋是坏的，让对方不要买。问的人就一脸复杂的表情，走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下雨了。苏小童孤零零地站在雨中，父亲喊他收拾好篮子去躲雨，别
把自己淋坏了，看病要花钱。他假装听不到父亲的话，直愣愣地站在那里，默默流泪。
这件事在苏小童的内心深处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以前对父亲只是不喜欢，此刻却变成
了怨恨。母亲不高兴父亲打麻将，所以离家出走了。想到这里，苏小童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淡
然的笑意——他开始筹划如何逃离，他用了足足一夜的时间来考虑自己如何才能周全地逃离
父亲的魔掌。最后决定，用暑假的时间挣钱凑够念高中的建设费，回到校园，绝不要子承父
业!
第二天，苏小童照例挑着担子去肥皂厂外的小菜市卖鸡蛋，然后在市场安静下来的时候，
找到便宜的农家菜，装进自己卖空的鸡蛋担子里，准备着下午用背篓背到大市场去卖晚市。
这些菜卖相不好，但是价格便宜，加上是农家菜，所以还算抢手。
上午从市场回来，苏小童就着买回的菜随便挑出一点儿做午饭。吃完饭，父亲午休了。
苏小童问邻居大叔要了个陈旧但功能尚全的冰糕箱，背着冰糕箱就出去卖冰糕了。第一声叫
卖是很难喊出口的，但是只要第一声喊出来了，后面再喊就不害羞了。
日子一晃就是八月底了。苏小童向父亲摊牌，说自己不想和他一起做生意，想回学校继
续念书。父亲一脸的不屑，就你那点儿分数，还想念书？三中的分数线都没到。
苏小童默默不语，在那里数钱。很久，他才将那一堆散钱的总金额算出来：四千六百二
十八块三毛。
这是我这个暑假自己挣到的钱，我打听过了，没到分数线念三中要交两千的“建设费”
，
学费是六百八。
看着晒黑成煤炭的儿子，父亲润湿着眼睛良久不知道说啥好，他打算歇业两天，专门护
送儿子回老家。
（选自 2016 年 111 期《小小说选刊》
，有删改）
4.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

）
（3 分）

A.“如果考上高中，就继续读书；考不上，就随自己一起去城里挑担子，子承父业，卖鸡蛋”
意在表现父亲懂得教育之道，不想给孩子施加压力。
B.小说人物形象丰满，作者除形象化的叙述故事外，还采用了肖像描写、细节描写、对话描
写、心理描写等多种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
C.苏小童的活动是贯穿小说始末的线索，作者围绕这条线索组织曲折复杂、悬念丛生的故事
情节，随着情节的推进，人物形象渐趋丰满。
D.小说结尾“看着晒黑成煤炭的儿子，父亲润湿着眼睛良久不知道说啥好……”表明父亲被
儿子的行为感动，也有几分内疚。
解析：A 项“父亲懂得教育之道，不想给孩子施加压力”错误；B 项“对话描写”错误；C
项“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错误。
答案：D
5.“父亲”的形象在小说中有哪些作用？请联系小说内容简要分析。（5 分）
解析：小说中次要人物的作用：①对主要人物起陪衬作用；②贯穿全文的线索，特别是以第
一人称叙述的“我”
，多起到叙述和见证人的作用，增加小说的真实性；③同主要人物一同
揭示或凸显主旨；④推动情节发展。
答案：①“父亲”的形象对苏小童的形象起到对比、映衬的作用。如以父亲的欺诈衬托苏晓
彤诚信。②“父亲” 参与并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如小说以苏小童到城里找“父亲”引出
下文的故事，又如“父亲”让苏小童卖坏鸡蛋等，小说情节在“父亲”的牵引下向前发展。
③丰富小说思想意蕴。小说既赞扬了苏小童的做法和品质，又否定了“父亲”打麻将、欺 诈
顾客、对孩子的错误引导等不良行为，也描绘了一个少年成长的历程，引人思考。
（答出任
意两点即可。
）
6.苏小童的故事，对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有怎样的启示？请联系小说内容与探究。（6 分）
解析：本题属于探究题。结合文本内容分析，我们的生活和学习的启示，针对文本提出自己
的看法或对自己的启示，答题时实现明确自己的观点，然后结合生活中的事例进行论证，论
证要围绕自己的观点进行，做到中心突出、简单明了。如诚实守信，自强自立，明辨是非（善
恶）等。
答案：我们要①诚实守信。苏小童拒绝卖坏鸡蛋给顾客，体现出为人守信用、不欺诈的品格。
②自强自立。苏小童利用假期卖菜、卖冰棒挣学费，体现出较强的自立精神。③明辨是非（善
恶）
。苏小童认识到父亲有打麻、将欺骗顾客的恶习，他便拒绝向父亲交代的那样去做。④
积极向上，不放弃学习，苏小童坚守求学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步入高中求学。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稻香世家”的读书哲学
孟宪实
冯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身，后来他自己称之为“稻香世家”。因为家贫，总是
要借债交学费，经常面临辍学危机。为了抵御贫穷，即使年龄小，他也知道拼命劳动。
1937 年，冯先生小学毕业，学校因为日本入侵，停办了。此后四年的辍学时间，他一
边劳动，一边自由阅读，读书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一本《三国演义》读了好多遍，因
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于是故事读完读诗词，诗词读完读点评。少年劳动者，被书中的字句所
吸引，思想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身边的现实世界是苦难的叠加，满是劳累、辛苦和亡国奴的
滋味，身上担子沉重，但书中的世界是美好的、诗意的，令人心生向往。读书成了慰藉，成

了享受，读书在生活之上搭起精神瞭望台。
就这样，冯先生在劳动之余拼命读书，割草、挖泥、种地、放羊，他竟然都带着书，有
空就读。特别是夜晚，那是冯先生完整的阅读时间。
《水浒传》
《西厢记》
《古文观止》
《史记
菁华录》
《唐诗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古诗源》《陶庵梦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阅读的。
这个 时期，冯先生还开始了绘画，照着《芥子园画谱》描就是他最初的功课。
冯先生 17 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读初中，初中毕业的时候，冯先生已经开始在无锡的报
纸上发表作品，有诗词有散文，这对当时那个“文艺青年”无疑是巨大鼓舞。1945 年抗战
胜利后，冯先生还有过一年的苏州美专的学习经历，后来因为美专搬回苏州而再次失学。这
个时期的冯先生，已经能够依靠教书生存，苦学正在给他的人生带来改变。读书作文，让冯
先生迈向新的人生高度。
冯先生真正进入做学问的状态，是步入无锡国专之后。导师的学术引领，也是发生在这
个时期。他至今记得国专的很多课程，比如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和《杜甫》课，声情
并茂的朗诵之外，就是各家观点的详细征引，自己的结论一定是在比较各种资料之后才能得
出。王蘧常先生讲《庄子》
，一个学期没有完成《逍遥游》一篇，但感觉却是惊人的，因为
学生们真正体会到学问的深刻和博大。还有童书业讲《秦汉史》，所有的史料几乎都能背出
来，让人看到了学问的境界，真是山外青山。没有证据，就没有结论，不穷尽资料，就没有
发言权——这个学术真理，就是在无锡国专的时期深入冯先生的心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对于中国文化，他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很多年以后，在为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作
序时，冯先生总结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深情地写道：
“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
冯先生至今听不得任何人的抽泣之声，因为早年他常常在母亲的抽泣中醒来。明天的粮
食又没有着落，母亲躲在厨房里，独自一人难过。年幼的冯先生，心中不免一阵阵彻骨的疼
痛。冯先生记得很多恩人的名字，在家里无米下锅的时候，他们送来了宝贵的南瓜。冯先生
一直喜欢南瓜，旅行所到之处，如果遇到南瓜，他常常流连不已。在他的书桌上，常年摆放
着南瓜，读书间歇，抬头就能看到。他的书斋号为“瓜饭楼”
，是刘海粟为他撰写的，为的
就是纪念“以瓜当饭”的岁月。
冯先生从苦难岁月走来，他不愿意忘记那些苦难，甚至有点“感恩”的念头。其实，让
冯先生获得个人解放的是苦学，因此冯先生一直提倡自学，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总是
充满同情理解并全力支持。苦难不是动力，克服苦难的精神才是动力，人生难免遇风雨，怕
的是缺乏抗击风雨的精神。
（选自 2017 年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
我又穿越米兰、罗布泊、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我
还经历了前后二十年的时间，查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历史真相。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
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
——冯其庸九十又三于瓜饭楼
7.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3 分）
A.冯先生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年龄还小的时候，就知道拼命劳动，花费了不少苦力，
读书要靠借债交学费，还面临辍学危机。
B.冯先生年轻时，还一度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兴趣，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创作的诗词、散文等作
品已经在无锡的报纸上发表了。
C.抗战胜利后，冯先生到苏州求学又再次失学，然而这时它的苦读与写作对人生的积极作用
开始显现，生活境遇得到改善，人生境界得到提升。
D. 冯先生进入无锡国专后，才开始做学问，导师的引领最关键，正是朱东润、王蘧常、童

书业等国学大师把冯先生引入了学术的殿堂。
解析：D 项结合文本内容“冯先生真正进入做学问的状态，是步入无锡国专之后。导师的学
术引领，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分析，“导师的引领最关键”错误。
答案：D
8.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3 分）
A. 1937 年，冯先生小学毕业，学校因为日本入侵，停办了。此后四年，他她虽然也没有中
断自由阅读，但是劳动是他的主要任务。
B.冯先生酷爱读书， 读书使他置身于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劳动之余，他还是拼命读书，
割草、挖泥、种地、放羊，他竟然都带着书，一有空就读书。
C.初中时期，冯先生阅读了许多书籍。如《水浒传》
《西厢记》
《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
等，这位胖之后的写作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D.冯先生对无锡国专有着深厚的情感，在那里他见识了学问的博大精深，懂得了资料证据的
重要性，对中国文化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
E.冯先生的学术研究，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如玄奘回归长安后的路段、项羽不死于乌江等
重大事件，他都是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做定论。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文本的分析概括等。A 项结合文本内容“此后四年的辍学时间，他一
遍劳动，一边自由阅读，读书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可知，
“劳动是主要任务”错误；C
项是在辍学期间阅读的书；E 项“都是实地调查结果”错误。
答案：BD
9.结尾处“冯先生从苦难岁月走来，他不愿意忘记那些苦难，甚至有点‘感恩’的念头”怎
样理解？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
（6 分）
解析：本题主要探究文本结尾的内涵，理解“苦难”
“感恩”的内涵，结合文本分析。向外
延伸主要是针对文本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对自己的启示，答题时实现明确自己的观点，然后结
合生活中的事例进行论证。冯先生出生于农民家庭，冯先生在苦难的处境下，不忘读书，在
艰难的岁月里，懂得了感恩等。
答案：①冯先生出生于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他承受生活叠加的苦难，经受劳累、辛苦，以
为着亡国奴的滋味，苦难的经历也促使他苦读，为学术上的造诣提供的基础。②冯先生在苦
难的处境下，不忘读书，阅读成了心灵慰藉，成为精神享受，苦读给他搭起精神瞭望台。③
冯先生在艰难的岁月里，懂得了感恩，感念帮助过自己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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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小题。
孙抃，字梦得，眉州眉山人。抃读书属文，中进士甲科
．．．．，以大理评事通判绛州。皇祐中，
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制下，谏官韩绛论奏抃非纠绳才。抃即手疏曰：
“臣观方今士人，
趋进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捷给若啬夫者谓之有议论，刻深
若酷吏者谓之有政事。谏官所谓才者，无乃谓是乎？若然，臣诚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
视事，且命知审官院。抃辞以任言责不当兼事局，乃止。
在台，数言事，不为矫激。帝欲除入内都知王守忠领武宁军节度使，抃奏罢之。温成皇
后葬，以刘沆为监护使，抃奏沆为宰相，不当为后妃护葬丧事。时又议为后建陵立庙
．，抃率
官属言非礼。因相与请对，固争不能得，伏地不起，帝为改容遣之。 御史请罢宰相梁适，
未听，抃奏曰：
“适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权衡，下不能笃训子弟。言事官数论奏，未闻报可，

非罢适无以慰物论。
”宰相陈执中婢为嬖妾张氏榜杀，置狱取证左，执中弗遣，有诏勿推。
抃复与官属请对论列，疏十上，适、执中卒皆罢。改翰林学士承旨，帝读《史记·龟策
．．传》，
问：
“古人动作必由此乎？”对曰：
“古有大疑，既决于己，又询于众，犹谓不有天命乎，于
是命龟以断吉凶。所谓‘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盖圣人贵诚不专人
谋默与神契然后为得也帝善其对再迁礼部侍郎抃久居侍从泊如也人以为长者既而枢密副使
程戡罢，帝欲用旧人，即以命抃。岁中，参知政事。抃性笃厚寡言，质略无威仪。居两府，
年益耄，无所可否。御史韩缜弹奏之，罢为观文殿学士。英宗即位，进户部
．．侍郎。告老，以
太子少傅就第，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懿。
（节选自《宋史·孙抃传》
）
10.下列对文本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盖圣人贵诚/不专人谋/默与神契/然后为得也/帝善其对/再迁礼部侍郎/抃久居侍从/泊如
也/人以为长者/
B.盖圣人贵诚/不专人/谋默与神契/然后为得也/帝善其对/再迁礼部侍郎/抃久居侍从/泊如
也/人以为长者/
C.盖圣人贵诚/不专人/谋默与神契/然后为得也/帝善其对/再迁礼部侍郎/抃久居/侍从泊如
也/人以为长者/
D.盖圣人贵诚/不专人谋/默与神契/然后为得也/帝善其对/再迁礼部侍郎/抃久居/侍从泊如
也/人以为长者/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文言断句。注意虚词“也”，“然后”
“再迁”是对前面内容的转折，前
面应该停顿。理解句意断句，句意：因为圣人看重诚实，不认为仅有人谋就够了，还要与神
灵暗相符合，然后才可以。皇帝认为他回答得好。再升任礼部侍郎。孙抃久任侍从官，却很
淡泊，人们认为他是一位长者。
答案：A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进士甲科，在宋代科举制度中，甲科、乙科都是指进士而言的，甲科是优于乙科的。
B.庙，古代本是供祀祖宗之地，
《礼记》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
C.龟策，是指龟甲和蓍草，古人用它来占卜吉凶。古时卜用龟甲，筮用蓍草。
D.户部，为六部之一，掌管土地、户籍、科举、财政等，长官为户部尚书，副长官为户部侍
郎。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识记文学常识的能力。古代文化常识包括古代文化中天文、历法、乐律、
地理、官职、科举、姓名、宗法等。D 项户部，中国古代官署名，为掌管户籍财经的机关，
六部之一，长官为户部尚书，曾称地官、大司徒、计相、大司农等。其职能大致相当于现代
的民政部和财政部。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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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抃性格笃厚，言辞温和公正。他不认同找别人的事、攻击别人、嘴巴快捷、行事刻毒是
谏官有才能的表现，亦是议事不发表偏执的言论。
B.孙抃在职尽责，维护朝廷礼仪。有人建议为皇后建陵立庙，以孙抃为首的官员都说这样做
违背礼仪，他伏地进谏，皇帝因为他脸色都变了。
C.孙抃不惧权贵，能够仗义执言。他请求罢免宰相梁适，皇帝不听，他就上奏章告诫皇帝说
不罢免梁适不能平息众人的议论，那最终他的请求得到落实。

D.孙抃通晓典籍，解说周详深刻，面对皇帝的质问，他从古人有疑难之事时的的做法来解释，
即自己的决定加上众人的意见见解，也要用卜筮来询问上天。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结合文本内容“御史请罢宰相梁适，未听”可知，
请求罢免宰相的不是孙抃。
答案：C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0 分）
（1）仁宗察其言，趣视事，且命知审官院。
（2）置狱取证左，执中弗遣，有诏勿推。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文言语句的翻译。
（1）
“趣”
，通“趋”
，催促，
“视事”译为上任，
“知”
译为掌管。
（2）
“证左”译为搜取佐证，“遣”译为遣送，“推”译为追究。
答案：
（1）宋仁宗考察他的话，催促他上任，并且任命他掌管审官院。
（2）法官要将张氏关入监狱搜取佐证，陈执中不肯放人，皇帝令人不必追究。
（二）古代诗歌阅读（11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京还留别新丰①诸友
孟浩然
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
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
树绕温泉②绿，尘遮晚日红。
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③。
【注】①新丰，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的新丰镇。②温泉，今临潼县东南骊山下，唐玄宗
时于此置温泉宫。③华嵩，分别指西岳华山和中岳嵩山，均为佛教圣地。
14.下面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两项是（ ）（5 分）
A.在诗人离开京城之际，几位挚友为了表达对诗人的挽留之意而置酒，无奈中要离别，故言
“留别”
。
B.“吾道昧所适”
，指在京城长安实现不了自己追求的“道”揭示了“驱车还向东”原因。
C.“驱车还向东”化用汉魏咏怀诗常见的诗人驾车独行的意象，表现了诗人孤高独立的形象。
D.“树绕温泉绿”两句写夕阳将下时温泉宫的景色，一“绕”一“遮”用词巧妙，相映成趣。
E.这首首诗的主旨在于借长安风光旖旎、宾客繁盛的景象，表现诗人内心的依恋之情。
解析：A 项“无奈中要离别”错误；E 项“依恋”之情错误。诗人掸落对长安繁华生活、仕
途追求的眷恋之情，决意离开长安，表现出诗人傲然独立的个性。
答案：AE
15.“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情感？是如何表现的？请简要分析。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诗句的思想感情及手法。
（6 分）
答案：①借助细节描写抒情，
“拂衣”的细节，诗人掸落对长安繁华生活、仕途追求的眷恋
之情，决意离开长安，表现出诗人傲然独立的个性。②借助借贷（借物喻志）手法抒情。
“华
山”
“嵩山”喻指高绝超凡的人格精神，表现诗人超越红尘羁束、追求高洁人格的磊落情怀。
（意思对即可）
（三）名句名篇默写（5 分）

16.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庄子在《逍遥游》中指出列子“御风而行”
“犹有所待也”之后，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
度，指出无所待状态的三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2）辛弃疾在《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中，赞叹刘裕北伐有赫赫战功的两句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解析：名句默写要注意字形，而字形与字义分不开，学生应借助字义来识记字形。注意重点
字的写法。如“辩”
“正”要理解字义去记忆。
答案：
（1）
（若夫）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辩 以游无穷者 （2）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
如虎
第Ⅱ卷 表达题
三、语言文字用用（20 分）
17.下列各句中，划线的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两项是（
）
（3 分）
A.中国代表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表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
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
B.为什么要买房，是自己内心的召唤，是旁人目光的胁迫，还是丈母娘的要求？在高房价上
骑虎难下，成了如今许多年轻人的生活常态．
C.四川大学研究生曹礼勇赴凉山支教，一年发起建成三座助学桥，彝族老乡津津乐道他的故
事，甚至还给他取了个彝文名字——“的日木牛”
。
D.校园暴力如果得不到及时制止，一方面会纵容施暴学生，使其逐步走上歧途；另一方面也
会使受欺凌学生雪上加霜，造成二度伤害。
E.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成片的稻田静卧在天地间，恩惠万家；梅岭那漫山遍野、
傲立寒冬的梅花胜景，天下独绝。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成语的正确运用。
答案：CE
18.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3 分）
A.美韩不顾包括中国在内有关国家的反对，商定将于年内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称此
举旨在于反制朝鲜为目的，其他国家不必忧虑。
B.蕨菜，茎细杆高，棕色细毛，叶为绿色，长大成茅草，幼叶幼茎可食，根含淀粉，能食用
药用。性寒、味甜，有凉血止痛、降血压等功效。
C.中俄共同推进中俄蒙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建设，重点省州产能与投资合作，共同确定
一批能提升区域整体合作水平的渠道。
D.某校组织的这次医学会议影响较大，邀请到了医学领域内的知名专家教授，也邀请了多所
其他应学院校的年轻学科带头人。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病句分析。A 项句式杂糅，“旨在于”
“为目的”杂糅；C 项成分残缺，
在“合作”后面加上“进程”
；D 项表意不明。
答案：B
19.填入下面文段空白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3 分）
我们没有泯灭对雅的欣赏和渴望， ① 我们处在财富英雄时代， ② 每个人都尽最
大的努力去追求财富，社会承认并激励对财富的正当获取和拥有， ③ 我们多是俗人。 ④
在内心深处，这个民族特有的“雅”基因时刻在提醒着我们： ⑤ 拥有财富，我们 ⑥ 应

该有文章书画弹琴围棋相伴的生活，我们向往彬彬有礼的世风，我们要做谦谦君子。

A.A
B.B
C.C
D.D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语句衔接及关联词。
“处在英雄时代”是承认的事实；“俗人”“对雅的
追求”之间应该是转折关系；
“拥有财富”
“文章书画弹琴围棋相伴”之间是并列关系，应该
用“除了”
。综合看来 C 项合适。
答案：C
20.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不写恰当的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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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字。
（5 分）
生活质量，物质是要摆在第一位 的，但不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①___________，
一个腰缠亿万的富翁，一个工薪阶层的成员，谁晚上睡觉更香甜呢？，说不定是后者而不是
前者，毕竟，后者没有那么多值得焦虑的事情，拿钱能买到的快乐，绝对不是真正的快乐。
这种快乐，一旦失去之后，那空虚和苦涩，更不是味。②_____________天天鱼翅、顿顿海
参，终有吃腻的一天，只有去寻找那种基本与人无争无碍的享受，去体味那既物质、更精神
的享受，去创造那种能够品尝得出来的、从心灵到感官的享受，③_____________。
解析：话题要统一：首尾谈的是同一话题，中间也不应有所偏离，没有岔开或暗换话题之处。
如本题主要谈论“财富”
“精神”的关系。
答案：
（1）①财富多少与生活质量高低不成正比 （2）②物质享受是有止境的 （3）③才
能使生活高品位、高质量
21.仔细观察下面的漫画，简要概括其内容，并说明其寓意。要求内容完整，表述准确，语
言连贯。
（6 分）

（1）内容：
答案：内容：画面的中间是一位 被搀扶着的乐呵呵的老人，他左手拄着拐杖，右手伸出大
拇指；老人右侧，年轻爸爸两手搀扶着老人，说“我的父母也需要帮助”；左侧，孩子也高
兴地扶着老人，说“爸爸，我也帮助老爷爷”
。

（2）寓意：
答案：寓意：言传身教，尊老敬老代代相传。
解析：本题考查图文转换以及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准确的能力。解答此题的前提就是读懂
漫画，结合漫画的内容提示概括。阐述漫画的寓意，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如本题从爸爸
和孩子的话语中可知，尊老敬老是言传身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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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词大会》在春节期间热播后，获得冠军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武艺姝获得了
“古典才女”的美誉。然而，思想界随即引发了背诵古诗词是否有助于弘扬 传统文化的争
论。一些评论者认为机械的背诗比的不过是记忆力。一个人的古诗鉴赏能力无关。更有学者
犀利地指出：少年人，背个诗词算什么本事？说这本质上是一场记忆力大比拼，是高考模式
的可悲延伸，是对青少年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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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本题属于材料作文。首先应该理解材料内容，
《中国诗词大会》掀起了中国国学热，
热爱者有之，唏嘘者有之，艳羡者有之，批判者有之。材料中一些评论者、学者的观点也合
理。但是我们要明白，一档电视节目容量有限，不大可能具备普及传统文化的能力。记忆力
是基础，其他的各种能力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在传统文化长期式微的背景下，这是需要
呵护的。背诗也是需要下苦功夫的，不盲目追随同龄人聚集的潮流，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可
敬的举动。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