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江苏卷）
语文一
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第Ⅰ卷 1 至 4 页，第Ⅱ卷 5
至 8 页。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Ⅰ卷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在答题卡上务必用直径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
写清楚，并贴好条形码。请认真核准条形码上的准考证号、姓名和科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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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在试题卷上作答无效
．．．．．．．．．。
3.第 I 卷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汇总，只有一项符合
题目要求。
一、语言文字运用（15 分）
1. 下列各组成语中，没有错误
．．．．的一组是（3 分）
A. 归根结底

旁征博引

莫衷一是

舐犊情深

B. 察言观色

胜卷在握

美轮美奂

醍醐灌顶

C. 孺子可教

随遇而安

铩羽而归

相形见拙

D. 运筹帷幄

励精图治

咳不容缓

沧海桑田

2.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
．．．．的一句是（3 分）

（

）

（

）

A. 不断改善并切实保障民生，才能真正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进一步提高国民的幸
福指数，实现治久安的目标。
B. 所谓“生态自觉”，其要义固然包含了对生态的反省，但更重要的是对人在世界中的
地位，以及人的行为和理性的反省。
C. 目前，我国是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这一成
绩主要靠的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取得的。
D. 为纪念建党 90 周年，
“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咏比赛将于 7 月 1 日举行，届时校长和
其他学校领导也将登台参加比赛。
3、下面这段文字的结论是从那些方面推导出来的？请简要概况，不要超过 15 个字。
（4 分）
我国大陆海区处于宽广的大陆架上，海底地形平缓，近海水深大都在 200 米以内，
相对较浅。从地质构造上看，只有营口——郯城——庐江大断裂纵贯渤海，其余沿海地区很
少有大断裂层和断裂带，也很少有岛弧和海沟。专家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两千年来，我国仅
发生过 10 次地震海啸。因此，即使我国大陆海区发生较强的地震，一般也不会引起海底地
壳打面积的垂直升降变化，发生地震海啸的可能性较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为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学校拟在校园网主页增设“辛亥英烈”专栏。请写出鲁迅小
说中以秋瑾为原型塑造的辛亥革命志士形象姓名及作品名，并为该专栏写一段不超过 25 个
字的按语。（5 分）
（1）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作品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按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文言文阅读（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5-8 题。
陈公弼传
苏轼
公讳希亮，字公弼。天圣八年进士第。始为长沙县。浮屠有海印国师者，交能权贵人，肆为
奸利，人莫敢正视。公捕置诸法，一县大耸
．。去为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狱，以公少年易之。
公视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头出血，原自新。公戒而舍之。巫现岁数民财祭鬼，谓之春
斋，否则有火灾。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毁淫祠数百区，勒巫觋为良民七十余家。
盗起，知房州。州素无兵备，民凛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杂山河户得数百人，日
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余人，遂盗至竹山，
甲不能戟
．士，所至为暴。或告有大盗入境且及门，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
士持满无得发。 士皆矗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动，乃下马拜，请死，曰：
“初不知公官
军也。”吏士请斩甲以徇。公不可，独治为暴着十余人，使甲以捕盗自黩。
淮南饥，安抚、转运使皆言寿春守王正民不任职，正民坐免。诏公乘传往代之。
转运使调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万石，谓之折役米。米翔贵，民益饥。公至则除之，
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无罪。职事办治。诏复以正民为鄂州。
徙知庐州。虎翼军士屯寿春者以谋反诛，而迁其余不反者数百人于庐，士方自疑不安。一日，
有窃入府舍将为不利者。公笑曰：
“此必醉耳。”贷而流之，尽以其余给左右使令，且以守仓
库。
为京西转运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震动汝、洛间。公闻之，即日轻骑出按斩元以徇，
而流军校一人，其余悉遣赴役如初。致仕卒，享年六十四。其人仁慈，故严而不残。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
．．．的一项是（3 分）
A.一县大耸
．
B．以公少年易
．之

耸：震惊。
易：更换。

C．甲不能戟
戟：约束。
．士.
D．转运使调里胥米而蠲
．其役 蠲：免除。
6.下列句子中，全都表现陈公弼治市“严而不残”的一组是（3 分）
①公戒而舍之
②公禁之，民不敢犯
③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
④独治为暴者十余人，使甲以捕盗自赎高考资源网
⑤虎翼军士屯寿春者以谋反诛，迁其余不反者数百人于庐
⑥斩元以徇，其余悉遣赴役如初。
A．①③⑤
B. ②④⑥ C. ②③⑤
D. ①④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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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雩都当地的巫师，每年春天的时候，都以祭鬼免除火灾为借口，大肆搜刮百姓财物，陈
公弼到任后，严令禁止。

B.陈公弼到房州后，而对盗贼横行、缺乏兵备、百姓惶恐的情况，组织了数百人，昼夜布防，
声威赫赫。终于保得一方安宁。
C.淮南放生饥荒，安抚、转运使职责寿春太守王正民救灾不力，王被免职。继任者陈公弼认
为王正民无罪，安排他到鄂州做官。
D．陈公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曾逮捕法办为非作歹的海印国师，严惩危害百姓的雷甲部
下，后来又平息了周元的叛乱
8. 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0 分）
（1）毁淫祠数百区，勒巫为农者七十余家。
（2）身居前行，命士持满无得发。
（3）贷而流之，尽以其余给左右使令，且以守仓库。
三、古诗词鉴赏（10 分）
9.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春日忆李白
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注：庾开府、鲍参军：指庾信、鲍熙，均为南北朝时著名诗人。
渭北、江东：分别指当时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与李白所在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
论文：此处指论诗。
（1）这首诗的开头四句从哪三个方面对李白的诗作出了什么样的高度评价？（3 分）
（2）“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一联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用了何种表现手法？（4
分）
（3）说说这首诗的构思脉络。
（3 分）
四、名句名篇默写（8 分）
10.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
（1）夫列子御风而行，______________，旬有五日而后反。（庄子《逍遥游》）
（2）______________，来吾道夫先路！（屈原《离骚》）
（3）日月之行，若出其中；________________，若出其里。（曹操《观沧海》）
（4）土地平旷，_______________，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陶渊明《桃花源记》）
（5）以古为镜，_______________；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吴兢《贞观政要·任贤》）
（6）_______________，绕船月明江水寒。（白居易《琵琶行》
）
（7）可堪回首，
▲
，一片神鸦社鼓。（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8）
▲
，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
恪《王国维先生纪念碑》
）
五、现代文阅读：文学类文本（20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1~14 题。
“这是你的战争！”
宗 璞

①昆明下着雪。红土地、灰校舍和那不落叶的树木，都蒙上了一层白色。几个学生从校
门走出，不顾雪花飘扬，停下来看着墙上的标语：“这是你的战争！This is your war！”
②前几天，学校举行了征调大会，盟军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批新式武器和作战人员，由
于语言不通，急需译员。教育部决定征调四年级男生入伍，其他年级的也可以志愿参加。
③历史系教授孟弗之从校门走出，他刚上完课。无论时局怎么紧张，教学必须坚持到最
后一刻。一起走的几个学生问：“做志愿者有条件吗？”弗之微笑答道：“首先是爱国热情。
英语也要有一定水平，我想一个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足够对付了。”他看着周围的年轻人。谁
将是志愿者？他不知道。可是他知道那些挺直的身躯里跳动着年轻的火热的心。
④弗之走了一段路，迎面走来几个学生，恭敬地鞠躬。弗之不认得。一个学生走近说：
“孟先生，我们是工学院三年级的，愿意参加翻译工作。”弗之想说几句嘉奖的话，却觉得
话语都很一般，只亲切地看着那几张年轻而带几分稚气的脸庞，乱蓬蓬的黑发上撒着雪花，
雪水沿着鬓角流下来，便递过一块叠得方整的手帕。一个学生接过，擦了雪水，又递给另一
个，还给弗之时已是一块湿布了。
⑤雪越下越大了。弗之把那块湿布顶在头上，快步往回走。这时，一个年轻人快步跟上
来，绕到前面，唤了一声：“孟先生。”弗之认得这人，是中文系学生，似乎姓蒋。他小有
才名，文章写得不错，能诗能酒，也能书能画。“孟先生。”那学生嗫嚅着又唤了一声。弗
之站住，温和地问：“有什么事？”蒋姓学生口齿不清地说：“现在四年级学生全部征调做
翻译，我……我……”弗之猜道：“你是四年级？”“我的英文不好，不能胜任翻译。并且
我还有很多创作计划……”“无一例外。”弗之冷冷地说，并不看他，大步走了。 蒋姓学
生看着弗之的背影，忽然大声说：“你们先生们自己不去，让别人的子弟去送死！”弗之站
住了，一股怒气在胸中涨开，他回头看那学生。学生上前一步：“只说孟先生是最识才的，
叫人失望。”弗之转身，尽量平静的说：
“你，你无论怎样多才，做人是不能打折扣的，一切
照规定办。”弗之走得很慢，自觉脚步沉重，回到住处时，只见院子里腊梅林一片雪白。
⑥此刻，弗之的外甥、生物系学生澹 台玮正在萧子蔚老师的房间里。玮是三年级，但学
分已够四年级。师生两人对坐在小木桌旁，讨论着生物学的问题。子蔚感到玮有些心不在焉，
已有点猜到他的心思。待讨论告一段落，玮道：“也是商量。”他停顿了一下，说：“我只是
觉得战场和敌人越来越近，科学变得远了，要安心念书似乎很难。” “可是你并不在征调之
列。生物化学是新学科，需要人开拓，要知道得到一个好学生是多么不容易。我也很矛盾。”

子蔚站起身，走到窗前。学已停了，腊梅林上的雪已消了大半。玮也走到窗前，默默地望着
窗外。过了一会儿，玮转身向着子蔚：”我会回来的。”
“那是当然。”子蔚说。玮向子蔚鞠了
一躬。子蔚向前一步，拉着他的手郑重地说；“我尊重你的决定。”玮再鞠一躬，走出房间，
回头说：
“萧先生，我回去了。”子蔚默默地看着他下楼，又到窗前，看他出了楼门，沿小路
往腊梅林中去了。
（节选自长篇小说《西征记》，有删改，标题为选者所拟。）
11、文中第 3 节师生问答的内容，与上下文的人，事叙述有何关联？(4 分)
12、文中的手帕细节描写表现了人物什么样的情感活动？请具体说明（4 分）
13、孟弗之于蒋姓学生、萧子慰于澹台玮的对话场景，对比鲜明，请从学生形象和对
话情景两个方面加以分析。（6 分）
14、请探究文中自然景物叙写的深刻寓意，以及对表现人物的作用。（6 分）
六、现代文阅读：论述类文本（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5-17 题。
捧与挖
鲁迅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
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
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凌厉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佬，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一般粗人捧的
“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观音菩萨倒还可
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八九不是
好东西。
既然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被捧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
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
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
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做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到：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
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
手，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
在。
民元革命时候，S 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但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
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攻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
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道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
上一点土；殊不知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严防决堤”
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
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
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

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选在《鲁迅全集·华盖集》）
15.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思路。（4 分）

16.文中的例证分别揭示了“捧”的什么后果？例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递进关系？（8
分）

17.鲁迅在文章结尾提出的“挖”，包含哪些深意？（6 分）

七、作文（70分）
18. 不避平凡，不可平庸。为人不可平庸，平庸则无创造，无发展，无上进；处事不可平庸，
因此要有原则，有鉴识，有坚守。
请以“拒绝平庸”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要求：①立意自定；②角度自选；③不必面面俱到；④除诗歌外，文体自选。

201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江苏卷）语文答案及解析
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第Ⅰ卷 1 至 4 页，第Ⅱ卷 5
至 8 页。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Ⅰ卷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在答题卡上务必用直径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
写清楚，并贴好条形码。请认真核准条形码上的准考证号、姓名和科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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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在试题卷上作答无效
．．．．．．．．．。
3.第 I 卷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汇总，只有一项符合
题目要求。
二、语言文字运用（15 分）
1. 下列各组成语中，没有错误
．．．．的一组是（3 分）
A. 归根结底

旁征博引

莫衷一是

舐犊情深

B. 察言观色

胜卷在握

美轮美奂

醍醐灌顶

C. 孺子可教

随遇而安

铩羽而归

相形见拙

（

）

D. 运筹帷幄

励精图治

刻不容缓

沧海桑田

答案：A
解析：B、胜券在握，C 相形见绌，D 励精图治
2.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
．．．．的一句是（3 分）

（

）

A. 不断改善并切实保障民生，才能真正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进一步提高国民的幸
福指数，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
B. 所谓“生态自觉”，其要义固然包含了对生态的反省，但更重要的是对人在世界中的
地位，以及人的行为合理性的反省。
C. 目前，我国是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这一成
绩主要靠的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取得的。
D. 为纪念建党 90 周年，
“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咏比赛将于 7 月 1 日举行，届时校长和
其他学校领导也将登台参加比赛。
答案：A
解析：B 应为“重要的是包含了对人......”
；
“主要靠的是......”和“靠......取得
的”句式杂糅；D“其他学校领导”有歧义。
3、下面这段文字的结论是从那些方面推导出来的？请简要概况，不要超过 15 个字。
（4 分）
我国大陆海区处于宽广的大陆架上，海底地形平缓，近海水深大都在 200 米以内，
相对较浅。从地质构造上看，只有营口——郯城——庐江大断裂纵贯渤海，其余沿海地区很
少有大断裂层和断裂带，也很少有岛弧和海沟。专家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两千年来，我国仅
发生过 10 次地震海啸。因此，即使我国大陆海区发生较强的地震，一般也不会引起海底地
壳大面积的垂直升降变化，发生地震海啸的可能性较小。
答案提示：地形水深、地质构造、相关资料
解析：指向性压缩，分清层次，概括要点。
4、为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学校拟在校园网主页增设“辛亥英烈”专栏。请写出鲁迅小
说中以秋瑾为原型塑造的辛亥革命志士形象姓名及作品名，并为该专栏写一段不超过 25 个
字的按语。（5 分）
（1）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作品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按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示：（1）夏瑜、《药》
（2）按语：回首辛亥，让我们恭敬地拿起坟前的白花，敬献于烈士的墓前。
二. 文言文阅读（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5-8 题。
陈公弼传
苏轼
公讳希亮，字公弼。天圣八年进士第。始为长沙县。浮屠有海印国师者，交能权贵人，
肆为奸利，人莫敢正视。公捕置诸法，一县大耸
．。去为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狱，以公少年
易之。公视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头出血，原自新。公戒而舍之。巫现岁

数民财祭鬼，谓之春斋，否则有火灾。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毁淫祠数百区，勒巫
觋为良民七十余家。
盗起，知房州。州素无兵备，民凛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杂山河户得数百人，日
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余人，遂盗至竹山，
甲不能戟
．士，所至为暴。或告有大盗入境且及门，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
士持满无得发。 士皆矗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动，乃下马拜，请死，曰：
“初不知公官
军也。”吏士请斩甲以徇。公不可，独治为暴着十余人，使甲以捕盗自黩。
淮南饥，安抚、转运使皆言寿春守王正民不任职，正民坐免。诏公乘传往代之。
转运使调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万石，谓之折役米。米翔贵，民益饥。公至则除之，
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无罪。职事办治。诏复以正民为鄂州。
徙知庐州。虎翼军士屯寿春者以谋反诛，而迁其余不反者数百人于庐，士方自疑不安。
一日，有窃入府舍将为不利者。公笑曰：
“此必醉耳。”贷而流之，尽以其余给左右使令，且
以守仓库。
为京西转运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震动汝、洛间。公闻之，即日轻骑出按斩元
以徇，而流军校一人，其余悉遣赴役如初。致仕卒，享年六十四。其人仁慈，故严而不残。
（ 选自《苏轼文集》，有删节）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
．．．的一项是（3 分）
A.一县大耸
．
B．以公少年易
．之

耸：震惊。
易：更换。

C．甲不能戟
戟：约束。
．士.
D．转运使调里胥米而蠲
．其役 蠲：免除。
答案：B
解析：易，轻视，看不起。
6.下列句子中，全都表现陈公弼治市“严而不残”的一组是（3 分）
①公戒而舍之
②公禁之，民不敢犯
③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
④独治为暴者十余人，使甲以捕盗自赎
⑤虎翼军士屯寿春者以谋反诛，迁其余不反者数百人于庐 ⑥斩元以徇，其余悉遣赴役如初。
A．①③⑤
B. ②④⑥ C. ②③⑤
D. ①④⑥
答案：②说明禁止巫祭，没有“不残”；③说明治理得好。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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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雩都当地的巫师，每年春天的时候，都以祭鬼免除火灾为借口，大肆搜刮百姓财物，陈
公弼到任后，严令禁止。
B.陈公弼到房州后，而对盗贼横行、缺乏兵备、百姓惶恐的情况，组织了数百人，昼夜布防，
声威赫赫。终于保得一方安宁。
C.淮南放生饥荒，安抚、转运使职责寿春太守王正民救灾不力，王被免职。继任者陈公弼认
为王正民无罪，安排他到鄂州做官。

D．陈公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曾逮捕法办为非作歹的海印国师，严惩危害百姓的雷甲部
下，后来又平息了周元的叛乱
答案：C
解析：安排王正民到鄂州做官的是皇帝。
9. 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0 分）
（1）毁淫祠数百区，勒巫为农者七十余家。
译文：陈希亮毁掉的不合礼制的祠堂上百个，勒令巫师成为农民的有七十多家。
（2）身居前行，命士持满无得发。
译文：陈公身处于最前列，号令士兵将弓箭拉满但不射出。
（3）贷而流之，尽以其余给左右使令，且以守仓库。
译文：陈公宽恕了他,将他流放,把其余士兵全部交给公府左右使令,并且让他们把守仓库。
参考译文：
公名为希亮，字公弼，姓陈。起初为长沙县令。有个叫海印国师的僧人，他出入章献皇
后家，与几个显贵的人(公卿大夫之类)来往，倚仗着他们的势力占据百姓的土地，人们没有
谁敢正眼看他，陈希亮收捕惩治他，在法律上定他的罪，全县的人都很惊惧。后去职担任雩
都县令。资深的官吏曾腆轻视法律，买卖官司。因为陈公年轻就轻视他。陈公就任的那天，
首先查处他的重大罪责，曾腆叩头以至于出血，愿意改过自新。陈公警诫他，宽免了他。适
逢陈公修建县学，曾腆把家财用来资助官府，让子弟都进入县学学习，最终他成为良吏，并
且子弟中有考取了进士的。当地的巫师每年搜刮百姓的钱财祭鬼，把这叫作“春斋”，他们
说，不这样做就会发生火灾。陈希亮禁止了这项活动，百姓不敢犯禁，火灾也没有发生。陈
希亮毁掉的不合礼制的祠堂上百个，勒令巫师成为农民的有七十多家。
盗贼起事，陈公担任房州知州。房州平素没有军队守备，百姓很是恐惧想要逃亡离开
这里。陈公率领几百名牢城的士卒和民众，昼夜训练检阅，名声震荡山南。百姓依靠他们而
得以安定，盗贼不敢进入房州境内。然而殿侍雷甲带领百余名兵士，追捕盗贼到竹山，雷甲
不能辖制(管制)士兵，士兵所到之处做下残暴之事。有人上报有大盗入境将要到达城门，陈
公亲自统帅士兵在水边阻止抵御盗贼。陈公身处于最前列，号令士兵将弓箭拉满但不射出。
士兵都如同木头人人一样笔挺站立，雷甲向他们射箭：他们毫不动摇，雷甲于是下马拜服，
请求处以死罪，说：“起初不知道是您的军队啊。
”吏士请求斩杀雷甲来示众。陈公不答应，
只处置了做下凶暴行为的十几人，劝告其余的人并使他们离开，让雷甲用捕捉盗贼的方式赎
本身的罪。
屯驻在寿春的虎翼军士兵因为谋反被诛杀,迁移其余没有谋反的士兵数百人到庐州.士兵
正惶惑不安.一天,有暗中进入公府房屋将要做不利之事的人.衬公笑着说:"这必定是喝醉酒而
已."陈公宽恕了他,将他流放,把其余士兵全部交给公府左右使令,并且让他们把守仓库。
陈公作京西转运使。石塘河的役兵反叛，他们的首领周元，在汝州、洛州之间引起震动。
陈公听说了这件事，当天率领轻骑出去巡视杀死了周元来示众，并流放了一个军校，其余都
像当初一样派遣他们赶去做劳役。退休后逝世，享年六十四。他为人仁慈，所以严厉但不残
酷。
四、古诗词鉴赏（10 分）
9.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春日忆李白
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注：庾开府、鲍参军：指庾信、鲍熙，均为南北朝时著名诗人。
渭北、江东：分别指当时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与李白所在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
论文：此处指论诗。
（4）这首诗的开头四句从哪三个方面对李白的诗作出了什么样的高度评价？（3 分）
（5）“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一联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用了何种表现手法？（4
分）
（6）说说这首诗的构思脉络。
（3 分）
赏析：
这首诗抒发了诗人对李白的赞誉和怀念之情，同时也充满着对李白诗文深深的怀念。
杜甫同李白的友谊，首先是从诗歌上结成的。这首怀念李白的五律，是 746 年（天宝五
年）或 747 年（天宝六年）春杜甫居长安时所作，主要就是从这方面来落笔的。开头四句，
一气贯注，都是对李白诗的热烈赞美。首句称赞他的诗冠绝当代。第二句是对上句的说明，
是说他之所以“诗无敌”，就在于他思想情趣，卓异不凡，因而写出的诗，出尘拔俗，无人
可比。接着赞美李白的诗像庾信那样清新，像鲍照那样俊逸。庾信、鲍照都是南北朝时的著
名诗人。这四句，笔力峻拔，热情洋溢，首联的“也”、
“然”两个语助词，既加强了赞美的
语气，又加重了“诗无敌”、“思不群”的分量。
对李白奇伟瑰丽的诗篇，杜甫在题赠或怀念李白的诗中，总是赞扬备至。从此诗坦荡真
率的赞语中，也可以见出杜甫对李白的诗作十分钦仰。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李白诗的无比喜爱，
也体现了他们的诚挚友谊。清代杨伦评此诗说：
“首句自是阅尽甘苦上下古今，

甘心让一头地语。窃谓古今诗人，举不能出杜之范围；惟太白天才超逸绝尘，杜所不能压
倒，故尤心服，往往形之篇什也。”
（《杜诗镜铨》）这话说得很对。这四句是因忆其人而忆及
其诗，赞诗亦即忆人。但作者并不明说此意，而是通过第三联写离情，自然地加以补明。这
样处理，不但简洁，还可避免平铺直叙，而使诗意前后勾联，曲折变化。
表面看来，第三联两句只是写了作者和李白各自所在之景。“渭北”指杜甫所在的长安
一带；“江东”指李白正在漫游的江浙一带地方。
“春天树”和“日暮云”都只是平实叙出，
未作任何修饰描绘。分开来看，两句都很一般，并没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作者把它们组织在
一联之中，却有了一种奇妙的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当作者在渭北思念江东的李白之时，
也正是李白在江东思念渭北的作者之时；而作者遥望南天，惟见天边的云彩，李白翘首北国，
惟见远处的树色，又见出两人的离别之恨，好像“春树”、“暮云”，也带着深重的离情。故
而清代黄生说：“五句寓言己忆彼，六句悬度彼忆己。”（《杜诗说》）两句诗，牵连着双方同
样的无限情思。回忆在一起时的种种美好时光，悬揣二人分别后的情形和此时的种种情状，
这当中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这两句，看似平淡，实则每个字都千锤百炼；语言非常朴素，含
蕴却极丰富，是历来传颂的名句。”
《唐诗别裁》称它“写景而离情自见”，
《杜臆》引王慎中
语誉为“淡中之工”，都极为赞赏。
上面将离情写得极深极浓，这就引出了末联的热切希望：“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欢聚，像
过去那样，把酒论诗啊！”把酒论诗，这是作者最难忘怀、最为向往的事，以此作结，正与
诗的开头呼应。说“重与”，是说过去曾经如此，这就使眼前不得重晤的怅恨更为悠远，加
深了对友人的怀念。用“何时”作诘问语气，把希望早日重聚的愿望表达得更加强烈，使结

尾余意不尽，回荡着作者的无限思情。 清代浦起龙说：
“此篇纯于诗学结契上立意。”
（
《读
杜心解》）道出了这首诗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全诗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
人，由人又回到诗，转折过接，极其自然，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和对诗的
倾慕怀念，结合得水乳交融。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出神入化，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
厚无比，情韵绵绵。
五、名句名篇默写（8 分）
10.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
（1）夫列子御风而行，______________，旬有五日而后反。（庄子《逍遥游》）
（2）______________，来吾道夫先路！（屈原《离骚》）
（3）日月之行，若出其中；________________，若出其里。（曹操《观沧海》）
（4）土地平旷，_______________，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陶渊明《桃花源记》）
（5）以古为镜，_______________；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吴兢《贞观政要·任贤》）
（6）_______________，绕船月明江水寒。（白居易《琵琶行》
）
（9）可堪回首，
▲
，一片神鸦社鼓。（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10）
▲
，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
恪《王国维先生纪念碑》
）

（1）泠然善也 （2）乘骐骥以驰骋兮 （3）星汉灿烂 （4）屋舍俨然
替
（6）去来江口守空船 （7）佛狸祠下 （8）独立之精神
六、现代文阅读：文学类文本（20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1~14 题。

（5）可以知兴

“这是你的战争！”
宗 璞
①昆明下着雪。红土地、灰校舍和那不落叶的树木，都蒙上了一层白色。几个学生从校
门走出，不顾雪花飘扬，停下来看着墙上的标语：“这是你的战争！This is your war！”
②前几天，学校举行了征调大会，盟军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批新式武器和作战人员，由
于语言不通，急需译员。教育部决定征调四年级男生入伍，其他年级的也可以志愿参加。
③历史系教授孟弗之从校门走出，他刚上完课。无论时局怎么紧张，教学必须坚持到最
后一刻。一起走的几个学生问：“做志愿者有条件吗？”弗之微笑答道：“首先是爱国热情。
英语也要有一定水平，我想一个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足够对付了。”他看着周围的年轻人。谁
将是志愿者？他不知道。可是他知道那些挺直的身躯里跳动着年轻的火热的心。
④弗之走了一段路，迎面走来几个学生，恭敬地鞠躬。弗之不认得。一个学生走近说：
“孟先生，我们是工学院三年级的，愿意参加翻译工作。”弗之想说几句嘉奖的话，却觉得
话语都很一般，只亲切地看着那几张年轻而带几分稚气的脸庞，乱蓬蓬的黑发上撒着雪花，

雪水沿着鬓角流下来，便递过一块叠得方整的手帕。一个学生接过，擦了雪水，又递给另一
个，还给弗之时已是一块湿布了。
⑤雪越下越大了。弗之把那块湿布顶在头上，快步往回走。这时，一个年轻人快步跟上
来，绕到前面，唤了一声：“孟先生。”弗之认得这人，是中文系学生，似乎姓蒋。他小有
才名，文章写得不错，能诗能酒，也能书能画。“孟先生。”那学生嗫嚅着又唤了一声。弗
之站住，温和地问：“有什么事？”蒋姓学生口齿不清地说：“现在四年级学生全部征调做
翻译，我……我……”弗之猜道：“你是四年级？”“我的英文不好，不能胜任翻译。并且
我还有很多创作计划……”“无一例外。”弗之冷冷地说，并不看他，大步走了。 蒋姓学
生看着弗之的背影，忽然大声说：“你们先生们自己不去，让别人的子弟去送死！”弗之站
住了，一股怒气在胸中涨开，他回头看那学生。学生上前一步：“只说孟先生是最识才的，
叫人失望。”弗之转身，尽量平静的说：
“你，你无论怎样多才，做人是不能打折扣的，一切
照规定办。”弗之走得很慢，自觉脚步沉重，回到住处时，只见院子里腊梅林一片雪白。
⑥此刻，弗之的外甥、生物系学生澹 台玮正在萧子蔚老师的房间里。玮是三年级，但学
分已够四年级。师生两人对坐在小木桌旁，讨论着生物学的问题。子蔚感到玮有些心不在焉，
已有点猜到他的心思。待讨论告一段落，玮道：“也是商量。”他停顿了一下，说：“我只是
觉得战场和敌人越来越近，科学变得远了，要安心念书似乎很难。” “可是你并不在征调之
列。生物化学是新学科，需要人开拓，要知道得到一个好学生是多么不容易。我也很矛盾。”
子蔚站起身，走到窗前。学已停了，腊梅林上的雪已消了大半。玮也走到窗前，默默地望着
窗外。过了一会儿，玮转身向着子蔚：”我会回来的。”
“那是当然。”子蔚说。玮向子蔚鞠了
一躬。子蔚向前一步，拉着他的手郑重地说；“我尊重你的决定。”玮再鞠一躬，走出房间，
回头说：
“萧先生，我回去了。”子蔚默默地看着他下楼，又到窗前，看他出了楼门，沿小路
往腊梅林中去了。
（节选自长篇小说《西征记》，有删改，标题为选者所拟。）
11.文中第 3 节师生问答的内容，与上下文的人、事叙述有何关联？(4 分)
提示：问答的内容是志愿者的条件——爱国、英语，照应上文“这是你的战争”、征
调的内容，引出下文——工学院、中文系、生物系学生的不同表现。
12.文中的手帕细节描写表现了人物什么样的情感活动？请具体说明。
提示：对学生爱国无法表达的赞赏、对学生的爱护、自己的激动的心情、自己爱国的
心情。
13.孟弗之于蒋姓学生、萧子慰于澹台玮的对话场景，对比鲜明，请从学生形象和对
话情景两个方面加以分析。（6 分）
提示：分别从形象和对话情景上进行分析即可。形象：以学术为名逃避战争的懦夫；

为了爱国战争宁愿心爱的学术的爱国青年。情景：动作描写、景物描写。
14、请探究文中自然景物叙写的深刻寓意，以及对表现人物的作用。（6 分）
提示：（1）点明时间，暗示社会背景，渲染氛围；（2）暗示情节的发展；（3）衬托人
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
六、现代文阅读：论述类文本（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5-17 题。
捧与挖
鲁迅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
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
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凌厉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佬，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一般粗人捧的
“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观音菩萨倒还可
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八九不是
好东西。
既然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被捧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
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
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
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做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到：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
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
手，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
在。
民元革命时候，S 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但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
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攻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
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道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
上一点土；殊不知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严防决堤”
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
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
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
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选在《鲁迅全集·华盖集》）
17.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思路。（4 分）
提示：是什么（压与捧）——为什么（捧的原因、后果）——怎么办（挖）
18.文中的例证分别揭示了“捧”的什么后果？例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递进关系？（8
分）
提示：非但不能使自己安心，反而助长了被捧者的贪心，自讨苦吃。从笑话到现实，被捧者
不满足的程度愈来愈重，捧者愈来愈不安心。

17.鲁迅在文章结尾提出的“挖”，包含哪些深意？（6 分）高考资源网
提示：①不捧；（2）自己解决问题；
（3）不要有太多惰性；（4）打到封建统治者。
八、作文（70分）
19. 不避平凡，不可平庸。为人不可平庸，平庸则无创造，无发展，无上进；处事不可平庸，
因此要有原则，有鉴识，有坚守。
请以“拒绝平庸”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要求：①立意自定；②角度自选；③不必面面俱到；④除诗歌外，文体自选。

提示题目已经限定好了，(1)平凡不等于平庸；（2）不平庸要求有原则，有鉴识，有坚守；
（3）不平庸就要创造、发展、上进。要求不必面面俱到，可以针对以上七方面中的一方面
或者是几方面联系“平庸”写即可。
要想作文出彩，多在用例上下功夫，写昂山素季、写费马、写韩寒......都可以，
倘若人云亦云，仍旧沿用作文常用古人素材，必定难逃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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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Ⅱ（附加题）
一、阅读材料，完成 19～21 题。（10 分）
19.用斜线“/”给下面画线的文言文断句。（限 6 处）（6 分）
故谊过长沙作赋以吊汨罗，而太史公传于屈原之后，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弃逐也。
而 班 固 不 讥 文 帝 之 远 贤 痛 贾 生 之 不 用 但 谓 其 天 年 早 终 且 谊 以 失 志
忧伤而横夭岂曰天年乎则固之善志逮与《春秋》褒贬万一矣。
（欧阳修《贾谊不至公卿论》）
20.说说文中班固与欧阳修对贾谊之死的不同论断。（2 分）
21.何谓“春秋笔法”？（2 分）
二、名著阅读题。（15 分）
22.下列有关名著的说明，不正确的两项
．．．．．．是（5 分）
A.赤壁之战中，曹操中了反间计，杀掉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这也因为曹操疑心重，而
蔡、张二人原本不是自己的部下。
B.《家》中觉民为了逃婚离家出走，一星期后，觉新给他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劝
他为了一家的安宁，就不要回家了。
C.《边城》中老船夫说翠翠“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浮起来，上悬崖摘了一把虎耳草”，
这个唱歌的人其实就是二老傩送。
D.哈姆莱特组织戏班子演了一出《捕鼠机》，通过这场奇特的“戏中戏”，最终证实了克
劳狄斯杀兄娶嫂、篡位夺权的罪行。

E.老葛朗台一看到查理留给欧也妮的梳妆匣，就掏出刀子想撬下一块金板，直到女儿拿
出刀子以自杀护匣，他才不得不停手。
23.简答题（10 分）
（1）《红楼梦》判词：
“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判词所指是谁？“优伶”和“公子”指小说中的哪两个人物？（4 分）
（2）《雷雨》中的侍萍经历了哪些人生悲苦？（6 分）
三、材料概括分析题（15 分）
为了改变我国科学研究原创能力薄弱的现状，近年来人们对原创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探讨。原创文化是一个国家科学创造能力的基础和条件，它旨在追求卓越，激励人们既要焕
发自己的创造力，也要吸纳前人的思想。原创文化提倡广泛交流、全面开放。正如费孝通所
说：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科学上的许多原创性成果都是在学者们
的思想交流、观念碰撞中孕育产生的。萧伯纳说得好:两个人交换苹果，美人手里还是只有
一个苹果；如果两个人交换思想，那么每人就同时拥有了两种思想。原创文化的精髓在于维
护学术自由，这源于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由于科研工作的探索性特点，原创的东西一般在
开始时不易被大家理解，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它们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就被扼杀了。当前，我
国科学研究偏重于应用性研究，对基础理论的探索重视不够；企业重技术手段的模仿应用，
轻自主创新研发；科研机构追求论文论著的发表数量，轻问题本身的探究……这些事实，都
说明我国科学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亟须改善，原创文化研究亟待加强。
24.材料中提出的“原创文化”有哪些特点？（4 分）
25.结合上下文，说说你对文中所引费孝通的话的理解。（5 分）
26.你认为我国科学研究原创能力薄弱的原因有哪些？（6 分）

语文Ⅱ（附加题）参考答案
一、阅读材料，完成 19～21 题。（10 分）
19. 而班固不讥文帝之远贤/痛贾生之不用/但谓其天年早终/且谊以失志忧伤而横夭/岂曰
天年乎/则固之善志/逮与《春秋》褒贬万一矣。
20.班固认为是“天年早终”，即虽然死得早，但属自然死亡。欧阳修认为是“失志忧伤而横
夭”，即无法实现大志，抑郁忧伤而早逝。
21.相传孔子修《春秋》一字含褒贬，后来称用笔曲直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为“春秋笔法”。
二、名著阅读题。（15 分）
22.B E
23.（1）袭人（花袭人）
；蒋玉菡，宝玉（贾宝玉）。
（2）①年轻时被周朴园遗弃，以致投河。②嫁给鲁贵，遇人不淑。
③重逢周朴园时遭到误解和训斥。 ④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
⑤无法对儿女诉说苦情。
⑥接连面对儿女的突然死亡。
三、材料概括分析题（15 分）
24.（4 分）
①追求卓越；②提倡广泛交流、全面开放；③维护学术自由。
25.（5 分）
每个人（每种文明）都应该焕发自己的创造力，发扬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每个人（每种文明）都要善于和别人（别种文明）交流思想，吸纳别人（别种文明）的
优点和长处。

不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有利于产生原创性成果，促进全人类科学大发展。
26.（6 分）
①传统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 ②近代以来偏于模仿的思维惯性的影响。
③急功近利思想的广为传播。④知识产权保护不够。⑤原创文化研究严重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