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北京市房山区高三第一次质量检测语文
一、本大题共 8 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芙蓉花，是大江南北常见的花卉，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识。这种花一日三变，晨白午
红夕紫，朝开暮落，故又名“三变花”。其花晚秋始开，虽饱经霜侵露凌，却依然丰姿艳丽，
占尽深秋风情，故又有“拒霜花”之美誉。在古代，凡美艳之花，诗人必咏之，画家必绘之，
文人必赋予多种内涵。芙蓉花之美艳及风骨，自然深受文人墨客的青睐，故自唐代以来，描
绘赞美芙蓉花的文艺作品曾出不穷。但须注意的是，古人所说的芙蓉，并不一定是指现在人
们熟知的芙蓉花，因芙蓉本是荷花的别名，宋以前以芙蓉为名的作品，多指荷花，如，南宋
画家吴炳的《出水芙蓉图》
，画中的花并非芙蓉花，而是荷花。
花的名称，相同者甚多，如，牡丹花，唐人谓之木芍药，
“以其花似芍药，而宿干似木
也”
。芙蓉花的得名，是因其花皎若芙蓉（这里指荷花）出水，艳似菡萏展瓣，与荷花相似，
便以荷花的别名为名。为了防止名称上的混淆，人们根据其生长习性，在“芙蓉”二字之前
加“水”字或“木”字，以示区别。荷花是水生植物，生于水上，故称“水芙蓉”
；芙蓉花
是木本植物，生于地上，故称“木芙蓉”或“地芙蓉”。而早在唐代，人们便称芙蓉花为“木
芙蓉”
。
菊花能傲霜，芙蓉花亦能拒霜。对芙蓉花不畏霜侵露凌的品格，历代文人赞不绝口。文
人骚客从精神层面欣赏芙蓉花，百姓则更喜欢它的吉祥寓意。
“芙蓉”与“夫荣”谐音，这
种花与七簇桂花的组合，就有了“夫荣妻贵”的寓意。牡丹代表富贵，芙蓉与牡丹的组合，
便成为“荣华富贵”的象征。而芙蓉花与白鹭的组合，便意味着“一路荣华”
。这些组合，
在各种古代艺术品和工艺品上都是常见的题材。加上芙蓉花天生丽质，美艳绝纶，一日花色
三变，所以古人常以芙蓉花比喻仪态万方的美女。如，古人有诗曰：___________。
以芙蓉花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始见于宋代，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是其中最有名的作
品之一。北宋画家赵昌的《花卉四段图卷》，分别画了折枝海棠、栀子、芙蓉、梅花。不过，
有学者从其画风、字迹分析，怀疑是当时高手所仿。但可以肯定的是，赵昌曾画过芙蓉花，
因苏轼曾写诗提及此事，但赵昌画的是水边芙蓉，而不是折枝芙蓉。
元、明、清时期，擅画芙蓉花的画家不是太多。近代以来，以张大千和齐白石的作品水
平最高，他们对芙蓉花的傲霜精神尤为欣赏。
材料二：
明代初期，因太祖朱元璋对南宋院体画风青睐有加，花鸟画大致延续了宋代院体工笔画
风格，没有新突破。明宣宗朱瞻基同宋徽宗一样，雅好诗文书画，尤好花鸟画。他在位期间，
宫廷画院的花鸟画风格面貌多样，有延续南宋院体花鸟画艳丽典雅风格的工笔重彩画家边文
进，有出自北宋徐熙野逸风格的没骨画家孙隆，有笔墨洗练奔放、造型生动的水墨写意画家
林良，还有精丽粗健并存、工笔写意兼具的画家吕纪。不过，他们的作品的风格面貌大多沿
袭宋代花鸟画，并无根本突破。从意境与格调方面看，这时期的花鸟画比宋代院体花鸟画略
逊一筹。事实上，明代花鸟画的大突破直到中期以后才出现。
明代中期，文人越来越多地参与花鸟画创作，他们的创作风格一开始就与院体画大相径
庭，最有代表性的是吴门画派。吴门画派的成就主要在山水画方面，代表人物有兼擅人物、
山水、花鸟的“吴门四家”
，即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沈周与文徵明主要延续宋、元
文人画传统，疏简而不放逸；唐寅与仇英主要吸收南宋院体画风，并融入了时代的精神特质，
体现了当时的市民趣味。他们的花鸟画在吸收前代大师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在美术史上颇有影响。
严格地说，吴门画派的花鸟画是对前代的延续，并没有开宗立派的意义。然而，到吴门
画派的弟子一代，花鸟画在陈淳、陆治、周之冕那里结出了硕果。陈淳早年习元代绘画，后
学于文徵明，花鸟、山水兼擅。他将书法和山水画笔法融入花鸟画，运用水墨的干湿、浓淡
和渗透，巧妙地表现花叶的形态与阴阳向背，简练放逸又不失法度，开写意花鸟一代新风。
如果说陈淳的大写意花鸟充分表达了笔墨的特性与画面的形式感，那么徐渭的作品则充分发
挥了大写意花鸟托物言志的功能，洗胸中块垒，抒澎湃激情。在绘画语言风格方面，他吸收
宋、元文人画及林良、沈周、陈淳的长处，兼融民间画师的优点，同时将自己擅长的狂草笔
法融入绘画，在其笔下，梅兰竹石被赋予了他强烈的个性，以狂怪奇崛的姿态傲视万物。他
是第一个使用生宣作画的花鸟画家，利用生宣良好的吸水性来控制画面水墨渗化效果，表达
特殊韵味。他还以泼墨法作花鸟，用笔墨的纵横捭阖表达自身的愤懑情绪。徐渭开创了大写
意花鸟的新体派，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海派乃至齐白石都曾受其影响。他的成就超
越了早于他的陈淳，后世将二人并称为“青藤白阳”
。
材料三：
搞美术理论的陈传席曾说过，中国画若没有古意，格调便不高。
美术的要义是通过画面将“美”传达给欣赏者。中国画讲究的是气韵、格调，是要创造
一种超自然的精神氛围，因而它比单纯的造型艺术多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内涵。应该
说，这是中国式的审美理想，还有宇宙观的延伸。
那么中国画中的“古意”究竟如何表现，该如何理解呢？举个例说，李璨的词《山花子》
开头的两句是“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
“菡萏”是“荷花”的别称，如果将“菡
萏香销翠叶残”改为“荷花凋零荷叶残”
，阅读起来没有了障碍，但读词时的感觉随着词句
的改变而起了变化。
“香”是芬芳的香气，
“翠”不只是绿的颜色，还能让人联想到美且珍贵
的翠玉。这么多珍贵、美好的意象，
“销”了、
“残”了，消失了、残破了，使人感受到的是
极端的残酷，所以王国维读罢就有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所以，
“荷花凋零荷
叶残”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人这种强烈的感受。
中国画中的“古意”
，是因为它重“意境”。它所追寻的意象和美感是超现实的，有着一
种现实生活的喧嚣躁动、急功近利遥不可及的静寂、旷远与超尘，所以古意盎然，格调出俗，
也因此有着丰富的意象和再创作的空间，令欣赏者可以尽情地驰骋自己的想象，也能给欣赏
者以安宁、超然的感觉，而不只是享受它的客观美所带来的感观享受。
中国画与西洋画最大的区别不仅是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的问题，而更是中国画中有“我”
的存在，有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创作的过程就是作者在与自己对话，如同一次心灵的散步。
中国画肇始就是在客观之上表现作者自己，特别是自从宋代的文人参与绘画以后，中国画便
有了一种特别追求——文人气。文人们将自己追求的诗意精神需求融入笔墨之中，重意趣自
然，追寻高古清幽、离尘绝俗，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愿望。所以说，中国画
的精神是中国文人精神的延伸，强调文人诗意情怀，强调高古的气韵格调。无论画山水，还
是花鸟，画中可以无人影，但“境”中一定有一个人，就像中国人论诗，“不著一字，尽得
风流”
。
1.下列划线字的读音和字形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青睐（lài）
曾出不穷
B.菡萏（dàn）
皎若芙蓉
C.混淆（hǔn）
文人骚客
D.谐音（xié）
美艳绝纶
解析：A 项，
“曾出不穷”应为“层出不穷”。C 项，
“混淆（hǔn）”应为“混淆（hùn）”
。D

项，
“美艳绝纶”应为“美艳绝伦”
。
答案：B
2.如果将下列诗句填到材料一第三段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
（2 分）
A.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
B.新开寒露丛，远比水间红。艳色宁相妒，嘉名偶自同。
C.溪边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坐看莲池尽，独伴霜菊槁。
D.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
解析：A 项写一个女子的要与芙蓉花争美，显然是把花当作了美女来写，符合要求。其他三
项都是托物言志，借芙蓉赞美高洁品质，其中 B 项写芙蓉不畏严寒，C 项赞美芙蓉的高洁，
D 项赞美芙蓉花的纯洁净。
答案：A
3.根据材料一，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古人所说的芙蓉一直都是指荷花。
B.唐代的人们称芙蓉花为“木芙蓉”
。
C.百姓只是喜欢芙蓉的吉祥寓意。
D.赵昌所画的芙蓉花是水边芙蓉，其诗可为证。
解析：A 项，
“古人所说的”扩大范围，原文有“宋以前以芙蓉为名的作品，多指荷花”
。C
项，
“只是喜欢”缩小范围，原文说的是“百姓则更喜欢它的吉祥寓意”
。D 项，“其诗可为
证”张冠李戴，原文说的是“赵昌曾画过芙蓉花，因苏轼曾写诗提及此事”
，是苏轼的诗证
明赵昌画的是水边芙蓉。
答案：B
4.根据材料二，下列关于明代花鸟画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3 分）
A.明宣宗时，宫廷画院花鸟画的意境与格调没有超过宋代的院体花鸟画。
B.明代中期，文人花鸟画的创作风格一开始就与宋代的院体画大不相同。
C.“吴门四家”花鸟画先借鉴了前代大师的成果，后发展出了鲜明的个性。
D.画家们借梅兰竹石等表现自己狂怪奇崛的姿态和傲视万物的强烈个性。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文中重要信息的能力。D 项“画家们”扩大范围，原文说的是徐渭“将
自己擅长的狂草笔法融入绘画，在其笔下，梅兰竹石被赋予了他强烈的个性，以狂怪奇崛的
姿态傲视万物”
，而不是所有画家。
答案：D
5.根据材料二，下列对明代花鸟画取得丰硕成果的原因的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3
分）
A.画家们广泛地学习并借鉴院体画家、文人画家及民间画师的优良画风。
B.文人创作的花鸟画作品融入了时代的精神特质并体现了当时的市民趣味。
C.徐渭的花鸟画成就最高，尤其在大写意托物言志方面的成就超越了早于他的陈淳。
D.画家们或选择借鉴山水画的笔法、书法的笔法，或大胆尝试使用新材料。
解析：C 项无中生有，
“徐渭的花鸟画成就最高”文中没有依据。
答案：C
6.根据材料三，下列成语中最能准确表达中国画中的“意境”带给人美感体验的一项是（ ）

（2 分）
A.万籁无声
B.赏心悦目
C.超凡脱俗
D.美不胜收
解析：由“材料三”中“它所追寻的意象和美感是超现实的，有着一种现实生活的喧嚣躁动、
急功近利遥不可及的静寂、旷远与超尘”
“格调出俗”
“重意趣自然，追寻高古清幽、离尘绝
俗”等内容，可知本题答案应为 C 项。
答案：C
7.下列对材料三的理解与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中国画意在让欣赏者既领略画作的外部形象之美又满足其精神追求。
B.王国维读“菡萏香销翠叶残”后而生感慨，是因为该词句非常华美。
C.中国画中的“古意”重在用超现实的意象和美感来营造“意境”
。
D.中国画无论画什么一定有人的诗意情怀、气韵格调蕴含在其中。
解析：B 项，
“是因为该词句非常华美”分析错误。材料三中说“所以王国维读罢就有了‘众
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
，这里有“所以”一词，意味着上文是王国维感慨的原因，那
就是“这么多珍贵、美好的意象，
‘销’了、
‘残’了，消失了、残破了，使人感受到的是极
端的残酷”
。
答案：B
8.简要罗列出上述三则材料中所谈到的中国文人和画家的格调或情怀。
（6 分）
解析：本题考查概括文章要点的能力，解答时可通读三则材料，按题干要求筛选出相关信息，
然后分点概括。
答案：①不畏霜侵露凌的品格（不畏严寒，坚强不屈）。②关注现实，关心百姓的情怀（注
重时代精神和市民趣味）
。③高傲、清高的品格（张扬，傲视万物）。④超自然的、超现实的、
出俗的情怀（离尘绝俗、超尘，安宁、超然）
。⑤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情怀。⑥高
古清幽的品格（高古的气韵格调）
。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市隐斋记
元好问
吾友李生为予言：
“予游长安，舍于娄公所。娄，隐者也，居长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
斋，号曰市隐，往来大夫士多为之赋诗，渠欲得君作记。君其以我故为之。
”
予曰：
“若知隐乎？夫隐，自闭之义也。古之人隐于农、于工、于商、于医卜、于屠钓，
至于博徒、卖浆、抱关吏、酒家保，无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后为隐。前人
所以有大小隐之辨者，谓初机之士，信道未笃，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故以山林为小隐；能
定能应，不为物诱，出处一致，喧寂两忘，故以朝市为大隐耳。以予观之，小隐于山林，则
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隐也。自山人①索高价之后，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况朝
市乎？今夫乾没氏②之属，胁肩以入市，叠足以登垄断，利嘴长距，争捷求售，以与佣儿贩
夫血战于锥刀③之下。悬羊头，卖狗脯，盗跖行，伯夷语，曰‘我隐者也’而可乎？敢问娄
公之所以隐，奈何？”
曰：
“鬻书以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为廉；以诗酒游诸公间，取和而已，不害其为高。

夫廉与高，固古人所以隐，子何疑焉？”
予曰：
“予得之矣，予为子记之。虽然，予于此犹有未满焉者。请以韩伯休之事终其说。
伯休卖药都市，药不二价，一女子买药，伯休执价不移。女子怒曰：‘子韩伯休邪？何乃不
二价？’乃叹曰：
‘我本逃名，乃今为女子所知！’弃药径去，终身不返。夫娄公固隐者也，
而自闭之义，无乃与伯休异乎？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奚以此为哉？
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强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归，试以吾言问之。
”
贞祐丙子十二月，河东元某记。
（取材于《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三）
注释：①山人：山居者，指隐士。②乾没氏：侥幸取利的人。③锥刀：喻微末的小利。
9.下列对句中划线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信道未笃
笃：坚定
B.今夫乾没氏之属
属：下属
C.鬻书以为食
鬻：卖
D.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
意：料想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实词的含义和用法。B 项，“今夫乾没氏之属”意思是“现在那些侥幸
取利的人”
，
“属”可译为“一类人”
。
答案：B
10.下列各组语句中划线词的意义和用法，不同的一项是（ ）
（3 分）
A.舍于娄公所
小隐于山林
B.往来大夫士多为之赋诗
强为之名耳
C.古之人隐于农
请以韩伯休之事终其说
D.故以山林为小隐
以诗酒游诸公间
解析：A 项，两个“于”
，都是介词，在。B 项，两个“为”
，都是介词，替。C 项，两个“之”
都是助词，的。D 项，前一个“以”
，介词，把；后一个“以”
，介词，凭借。
答案：D
11.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后为隐
不只（生活）在深山之中、蓬蒿之下，这样以后才算是隐者
B.胁肩以入市，叠足以登垄断
缩敛着肩膀（取媚于别人的样子）来到市肆，翘着脚来控制行市
C.夫廉与高，固古人所以隐，子何疑焉
清廉和清高，一定是古人隐居所坚决追求的，你何必怀疑呢
D.虽然，予于此犹有未满焉者
即使如此，我对于这件事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并翻译句子的能力。C 项的正确翻译应是“清廉和清高，本来就是古人
隐居所追求的，你怀疑什么呢？”
答案：C
12.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
（6 分）
（1）我本逃名，乃今为女子所知！
（2）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奚以此为哉？

解析：本题考查翻译句子的能力，解答时首先要找出关键实词、虚词，查看有无特殊句式，
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答案：
（1）我原本是为了不让世人知道自己的名字而卖药，今天竟然被一女子知道了我的名
字。
（2）言辞是人们用来装扮自身的，身将隐居，哪里用得着装扮自己呢？这样做是为了要炫
耀（显扬）自己啊，娄先生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13.下列对文意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娄先生的小书斋叫做“市隐斋”
，娄先生想得到李生为他写的记。
B.某些心存侥幸、谋取利益的人言行不一，竟自我标榜为隐士。
C.李生认为娄先生的行为不妨碍他的廉正和清高，娄先生是真隐士。
D.作者认为娄先生的这种行为是为了扬名，与韩伯休是不一样的。
解析：A 项，
“娄先生想得到李生为他写的记”不当，由原文“渠欲得君作记。君其以我故
为之”可知，是李先生对作者说，
“他想请你也为娄先生写一篇，你就看我的面子写一篇吧”
，
娄先生想得到作者的记，而不是想得到李先生的记。
答案：A
14.请用自己的话具体说明作者对“隐”的认识。
（5 分）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信息概括文章要点的能力。解答时可先通读全文，筛选出作者的观点，
然后用自己的话进行总结。
答案：
（1）
“隐”有“小隐”
、
“大隐”之别。
“小隐”者定力不够，为避免因见到引起欲望的
东西而扰乱内心，便隐于山林；
“大隐”者定力很强，不被外物所诱，隐于朝市。（2）“隐”
有“真隐”
、
“假隐”之分。
“真隐”者不侥幸取利，不求扬名；
“假隐”者牟取利益，故意扬
名。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一）古诗鉴赏（12 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四时田园杂兴
南宋·范成大
一（夏日田园杂兴一）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二（夏日田园杂兴七）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三（冬日田园杂兴十二）
村巷冬年见俗情，邻翁讲礼拜柴荆。长衫布缕如霜雪，云是家机自织成。
四（夏日田园杂兴九）
黄尘行客汗如浆，少住侬家漱井香；借与门前磐石坐，柳阴亭午正风凉。
五（秋日田园杂兴十二）
静看檐蛛结网低，无端妨碍小虫飞。蜻蜒倒挂蜂儿窘，催唤山童为解围。
15.下列对所选诗作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杂兴”意为有感而发、随事吟咏的诗，组诗所选五首都是七言绝句，属于近体诗。
B.选诗一意境宁静明丽，
“日长篱落”描写了中午篱笆影随着太阳的升高越来越短的景象。

C.选诗四以农村儿童的口吻来写，第二句写儿童招呼客人留宿并递上香甜清凉的井水。
D.这五首诗的语言亲切明快、通俗易懂，在一、二、四句上押韵，体现了诗歌的音乐美。
解析：C 项，
“第二句写儿童招呼客人留宿”不当，
“少住”意思是稍稍停一会儿。“少住侬
家漱井香”
，不是招呼客人留宿，而是招呼路过的客人稍稍停一会，用清凉的进水漱漱口。
答案：C
16.选诗五中的“蜻蜓倒挂蜂儿窘，催唤山童为解围”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生态文明”
，下
列诗句也体现了这一点的一项是（ ）
（3 分）
A.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胡令能《小儿垂钓》）
B.猎人箭底求伤雁，钓户竿头乞活鱼。（王建《寄旧山僧》
）
C.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杜甫《江村》）
D.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
解析：B 项，诗句的意思是从猎人的箭下救出受伤的大雁，从垂钓者的鱼竿下救出活鱼，有
关爱生命的意思，符合题干中表现“生态文明”的要求。故答案应为 B 项。
答案：B
17.请从下面①、②两题中选定一道题作答。
（6 分）
①简要赏析选诗一中“惟有蜻蜓蛱蝶飞”及选诗二中“村庄儿女各当家”在各自诗作中的作
用。
②从不同角度简要赏析选诗二、三、四中所体现出来的“和谐美”
。
解析：第一小题考查的是诗句的作用，解答时可从诗句的内容、诗句的手法、诗句在结构上
的作用来分析。第二题要求答出诗中体现的“和谐美”，考查的是诗歌思想情感。
答案：①“惟有蜻蜓蛱蝶飞”的作用是以动衬静，以只有蜻蜓和蛱蝶飞来飞去的动态，衬托
午时田园的宁静，并借之展现田园生活的温馨与祥和。“村庄儿女各当家”的作用是承上启
下（过渡）
，承首句男耕女织，日夜辛劳，各担其责，启第三、四句儿童也力所能及地在桑
树阴下学习种瓜，赞颂了农民勤劳（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②选诗二体现了家庭和谐美，
诗中，家庭成员各自承担家务劳动，男耕女织，儿童则学习种瓜，家庭内部关系和谐。选诗
三体现了邻里和谐美，诗中写农村小巷里的风俗人情，访邻居、拉家常，呈现一片邻里和睦
的景象。选诗四体现了社会和谐美，诗中描述一个农家孩子在家门口招待过路行人的情景，
表现了对他人的关怀与热情，体现了社会和谐。
（二）名句默写（6 分）
18.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
大自然的美有的是柔美，譬如，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写到的“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佁然不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大自然的美有的是壮美，譬如，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写到的“看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村民热情好客，在一定程度上则体现了社会的“和谐美”，
譬如，
“便要还家，____________。村中闻有此人，____________。
”
解析：本题考查名篇名句默写。注意识记与积累，别写错别字。
答案：俶尔远逝
往来翕忽
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设酒杀鸡作食
咸来问讯

四、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5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春
丰子恺
①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希望它长在人间。诗人，特别是
词客，对春爱慕尤深。试翻词选，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春字。后人听惯了这种话，
自然地随喜附和，即使实际上没有理解春的可爱的人，一说起春也会觉得欢喜。这一半是春
这个字的音容所暗示的，
“春！
”你听，这个音读起来何等铿锵而惺忪可爱！这个字的形状何
等齐整妥帖而具足对称的美！这么美的名字所隶属的时节，想起来一定很可爱。好比听见名
叫“丽华”的女子，想来一定是个美人。然而实际上春不是那么可喜的一个时节。我积三十
六年之经验，深知暮春以前的春天，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
②梅花带雪开了，说道是漏泄春的消息。但这完全是精神上的春，实际上雨雪霏霏，北
风烈烈，与严冬何异？所谓迎春的人，也只是瑟缩地躲在房栊内，战栗地站在屋檐下，望望
枯枝一般的梅花罢了！
③再迟个把月罢，就像现在：惊蛰已过，所谓春将半了。住在都会里的朋友想象此刻的
乡村，足有画图一般美丽，连忙写信来催我写春的随笔。好像因为我偎傍着春，惹他们妒忌
似的。其实我们住在乡村间的人，并没有感到快乐，却生受了种种的不舒服：寒暑表激烈地
升降于三十六度至六十二度之间（注：此处说的是华氏温度，华氏温度三十六度至六十二度
之间相当于摄氏温度 2.22°—16.67°）。一日之内，乍暖乍寒。暖起来可以想起都会里的
冰淇淋，寒起来几乎可见天然冰，饱尝了所谓“料峭”的滋味。天气又忽晴忽雨，偶一出门，
原本干燥的鞋子拖泥带水归来。
“一春能有几番晴”是真的；
“小楼一夜听春雨”其实没有什
么好听，单调得很，远不及你们都会里的无线电的花样繁多呢。春将半了，但它并没有给我
们一点舒服，只教我们天天愁寒，愁暖，愁风，愁雨。正是“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
④春的景象，只有乍寒、乍暖、忽晴、忽雨是实际而明确的。此外虽有春的美景，但都
隐约模糊，要仔细探寻，才可依稀仿佛地见到，这就是所谓“寻春”罢？有的说“春在卖花
声里”
，有的说“春在梨花”
，又有的说“红杏枝头春意闹”
，但这种景象在我们这枯寂的乡
村里都不易见到。即使见到了，肉眼也不易认识。总之，春所带来的美，少而隐；春所带来
的不快，多而确。诗人词客似乎也承认这一点，春寒、春困、春愁、春怨，不是诗词中的常
谈么？不但现在如此，就是再过个把月，到了清明时节，也不见得一定春光明媚，令人极乐。
倘又是落雨，路上的行人将要“断魂”呢。
⑤可知春徒美其名，在实际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实际，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
春开始的。
⑥就气候上说，暮春以前虽然大体逐渐由寒向暖，但变化多端，始终是乍寒乍暖，最难
将息的时候。到了暮春，方才冬天的影响完全消灭，而一路向暖。寒暑表上的水银爬到
temperate［
（气候）温和的］上，正是气候最 temperate 的时节。就景色上说，春色不须寻
找，有广大的绿野青山，慰人心目。古人词云：
“杜宇一声春去，树头无数青出。”原来山要
到春去的时候方才全青，而惹人注目。我觉得自然景色中，青草与白雪是最伟大的现象。造
物者描写“自然”这幅大画图时，对于春红、秋艳，都只是略蘸些胭脂，轻描淡写。到了描
写白雪与青草，他就毫不吝惜颜料，用刷子蘸了铅粉、藤黄和花青而大块地涂抹，使屋屋皆
白，山山皆青。这仿佛是米派山水的点染法，又好像是 Cezanne 风景画的“色的块”，何等
泼辣的画风！而草色青青，连天遍野，尤为和平可亲，大公无私的春色。花木有时被关闭在
私人的庭园里，吃了园丁的私刑而献媚于绅士淑女之前。草则到处自生自长，不择贵贱高下。
人都以为花是春的作品，其实春工不在花枝，而在于草。看花的能有几人？草则广泛地生长
在大地的表面，普遍地受大众的欣赏。这种美景，是早春所见不到的。那时候山野中枯草遍

地，满目憔悴之色，看了令人不快。必须到了暮春，枯草尽去，才有真的青山绿野的出现，
而天地为之一新。一年好景，无过于此时。自然对人的恩宠，也以此时为最深厚了。
⑦讲求实利的西洋人，向来重视这季节，称之为 May（五月）。May 是一年中最愉快的时
节，人间有种种的娱乐，即所谓 May－queen（五月美人）
、May－pole（五月彩柱）
、May－
games（五月游艺）等。May 这一个字，原是“青春”
、“盛年”的意思。可知西洋人视一年
中的五月，犹如人生中的青年，为最快乐、最幸福、最精彩的时期。这确是名副其实的。但
东洋人的看法就与他们不同：东洋人称这时期为暮春，正是留春、送春、惜春、伤春，而感
慨、悲叹、流泪的时候，全然说不到乐。
⑧东洋人之乐，乃在“绿柳才黄半未匀”的新春，便是那忽晴、忽雨、乍暖、乍寒、最
难将息的时候。这时候实际生活上虽然并不舒服，但默察花柳的萌动，静观天地的回春，在
精神上是最愉快的。故西洋的“May”相当于东洋的“春”
。这两个字读起来声音都很好听，
看起来样子都很美丽。不过 May 是物质的、实利的，而春是精神的、艺术的。东西洋文化的
判别，在这里也可窥见。
19.下列词语在文中的意思，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铿锵：
“春”这个字的音读起来响亮、明快。
B.妒忌：住在都会里的朋友对我在美丽的乡村偎傍着春感到忿恨。
C.憔悴：山野中枯草遍地、荒凉萧条的景象。
D.萌动：花柳一点点地发芽。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的能力。B 项“感到忿恨”分析错误。原文说的是“住在
都会里的朋友想象此刻的乡村，足有画图一般美丽，连忙写信来催我写春的随笔。好像因为
我偎傍着春，惹他们妒忌似的”
，这里的“妒忌”用的并不是本意，而是说都市里的朋友认
为“我”已经感受到了春天，希望读到“我”写春天的随笔，表现出人们对春的渴望。
答案：B
20.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春”这个字的形状齐整妥帖而有对称的美，但实际上春不是那么可喜的一个时节。
B.引用“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
，说明春虽将半了，但并没有给人舒服感。
C.第⑤段有过渡作用，
“可知……”道结论，总结上文；“实际……”转话锋，引出下文。
D.作者虽然喜欢满眼是青山绿野的暮春，但不大认同画家对春红、秋艳的轻描淡写。
解析：D 项，
“不大认同画家对春红、秋艳的轻描淡写”与原文不符，原文说的是“造物者
描写‘自然’这幅大画图时，对于春红、秋艳，都只是略蘸些胭脂，轻描淡写”
，而不是“画
家”
。
答案：D
21.第①段中作者说“深知暮春以前的春天，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
，请联系全文谈谈作者这
样说的理由。
（6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关键语句的赏析能力。
答案：①初春时节，雨雪霏霏，北风烈烈，与严冬无异，人们在这样的冷春中瑟缩着、战栗
着，生活上很不愉快。②惊蛰已过，春已过半，乍暖乍寒，忽晴忽雨，这样时冷时暖的春直
叫人不舒服、叫人愁。③暮春之前，春的美景隐约、模糊、难寻，不易见、不易识；早春山
野枯草遍地，令人不快。
22.简要赏析第⑥段中的划线句子。（4 分）

解析：本题考查赏析句子的能力，解答时可从内容和手法两方面分析。
答案：该句子运用了拟人和对比的手法，形象可感地写出了私人庭园里的花木是不自由的，
是要献媚于人的，以此在对比中突出草是自由自主地生长的，是能普遍地受到大众的欣赏的，
并印证了作者“草色青青，连天遍野，尤为和平可亲，大公无私的春色”的说法。
23.文章最后两段叙写了“东西洋文化的判别”
，请分别概括东洋人和西洋人对春的不同看法。
作者在这里写西洋人对春的看法有何匠心？（6 分）
解析：本题有两问，第一问，可在仔细阅读文章第七、八两段的基础上，找出关键句，归纳
出答案。第二问可联系本文的主旨来答，西洋人对暮春的看法与作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作者
写西洋人的看法也就是在证明自己的观点，点明文章的主旨。
答案：第一问，东洋人的看法：新春时，默察花柳的萌动，静观天地的回春，精神上是最愉
快的；春是精神的、艺术的。西洋人的看法：May（五月，实为暮春）是一年中最愉快的时
节，May 是物质的、实利的。第二问，作者写西洋人对春的看法，一是用典型事例来印证自
己对春的看法——现实中，暮春的景象最令人快乐。二是借之点明（突出）本文主旨——绿
草满地、生机勃勃的暮春能给人以实实在在的快乐，而早春与半春则是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
24.本文中，暮春的草能让人感受到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下列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好似暮春的
草一样生命力顽强，其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B.《边城》中的翠翠
C.《老人与海》中的桑迪亚哥
D.《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
解析：本题涉及到对名著中人物形象的理解。林黛玉的命运与题干所说的“好似暮春的草一
样生命力顽强”不一致，故答案是 A 项。
答案：A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5.微写作：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180 字左右。
（10 分）
①请从《红楼梦》
、
《边城》
、
《呐喊》、
《老人与海》、
《平凡的世界》、
《红岩》等几部名著
中选出一个你最喜欢的人物，为其写一简介。要求：符合原著内容，突出人物特征。
②《论语》中有许多名言，这些名言在我们的生活或学习中带给了我们很多教益，请谈
谈你从《论语》的某一条名言中所获的教益。要求：有切实的感受或认识或思考，条理清楚。
③请从“梅”
、
“兰”
、
“竹”
、
“菊”中选取一物，借之写一段抒情性文字。要求：情感真
挚充沛，语言具有感染力。
解析：微写作，主要考查组织句子的能力以及句子与句子之间逻辑条理性的能力。在写作中
注意选择自己擅长的文体来写。
答案：③示例：竹子既没有花儿娇艳，也没有柳树婀娜，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它浑身流
动着生命的绿色，一年四季总是给予人一种赏心悦目的绿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身姿
细长而又英挺，高贵而又典雅。即使是严寒，那饱经风霜而又瘦弱的身躯依然本色不改，临
风傲雪，宁折不弯、不屈不挠。郑板桥诗人曾用诗句称赞竹子：“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
西南北风......”就是形容竹子像岩石般坚强。我喜欢竹子，喜欢它朴实；无私品质；坚强
不屈的精神。我希望在生活中，人人都能有竹子般的性灵，竹子般的品质，竹子般的精神。
26.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50

分）
①青山绿水是自然的本色，风清气正是社会的本色，不忘初心是开拓进取者的本色，砥
砺前行是拼搏向上者的本色……
请以“说本色”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
②时下，人工智能已经像一缕春风吹向了人们的生活，例如，深圳智能公交的试行；将
来，人工智能将会如满目春光去普照人们的生活，例如，智能生活助手、智能心理医师、智
能设计大师等等将会面世……可以说，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智能勃发的春天。
请以“在智能勃发的春天里”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叙述清晰，描写具体，想象合理。
解析：这两道作文题都是命题作文，审题时，要根据材料内容及题干要求，抓住所给“题目”
的关键词构思立意。
答案：
说本色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的本色；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李白的本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这是于
谦的本色；
“任尔东南西风”是竹的本色。
本色，便是最经得起历史与社会考验的本质精神。何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因为只有在沧海横流的考验下，人所体现的方是最经得起锤炼的本质——本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驻足于这个充斥着金钱、物质的世界，智者常会感到悲哀——本
色啊？你在哪里？五光十色的虚伪的外衣，与过于和平的生活让万物之间产生了一层一层并
不透明的膜。本色，已是凤毛麟角。但我们的国家并没有亡，社会还在进步。为什么？因为
总有人坚持本色，扛起大梁！牛玉儒，为官一任，为国为民，将自己的生命奉献于自己的岗
位。
任长霞，刚正不阿，泪为民流，情为民生，命为民捐。还有那山洪到来时，置妻儿于不
顾只为民众的乡村干部，车祸发生时，最后出车的导游，瘟疫来袭时，冲向最前线的医护人
员，他们中，有的身居要职，不辱使命，有的地位平凡，却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当这些人站在你面前时，你能否发现其共同点？当然，这就是本色。正是有了这些本
色，我们才能感到希望，才能体会到安全感。
反观那些落马的高官，为一已私欲而置国民于不顾，最终身败名裂，当党员失去了党员
的本色，而被世俗的污浊所腐蚀时，政党的末日便会到来。当国家的支柱们失去本色时，国
家的末日也会到来，因为，他们失掉的，是唯一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考验的东西。诚然，坚
持本色并不代表刚愎自用，固执已见。我们所需的坚持是在鉴别力的坚持。博采众长不会失
掉本色，相反，这正是使国家发展的本色。客观的说，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晚年正是失去了党
的本色——民主，才会导致晚节不保，可见本色才是最能经得起考验的。
金钱、名利、权利，终会灰飞烟灭，万古长存的，只有历史认同的精神——本色。当躯
体化为尘土，却能留下一份本色在人间，又何憾之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