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北京市朝阳区高三第一次质量检测语文
一、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王朝对都城所在地的选择
也会因时因势而变化。但无论怎样改变，交通便利是都城必备的条件之一。自五代至北宋，
统治者选择在无险可守的开封建都，其原因虽不止一端，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封具有“八
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地理特点，其地理位置接近东南富庶之地。
开封的陆路交通发达。商周以后，出函谷关沿黄河东行，经洛阳、开封到临淄构成东西
交通要道，北行渡过黄河沿太行山前大道可到今北京一带，向南也有大道可通东南及南方各
地。北宋建设的陆路交通网络是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连接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
、北
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向四方辐射，并到达全国各地。
北宋运河水系向南沟通淮河、邗沟故道、长江及江南运河，向北沟通黄河、济水及卫河。
运河通向四方，连通了全国各大水系，建立起了密集的南北水运交通网。开封居于黄河与淮
河之间，这样的水路交通条件在中国古都中是绝无仅有的。以开封为中心的漕运诸渠，既是
官方财货赋税的运输航道，亦是中外商旅来往之路。运河对于北方政治、军事的发展和南方
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北宋王朝的生命线。
然而，作为都城，开封的劣势也与河道水系不无关系。历史上确有数次开封城被黄河河
水吞没之记录。北宋后期黄河频繁决口，汴河淤塞，运输能力大大降低。北宋之后，开封的
自然地理优势丧失殆尽，十几年短暂的金朝建都开封后，开封作为都城的历史就此结束。此
后开封水患日益加剧，明清时期，黄河水多次灌入城内，仅开封附近见于记载的水灾便达
40 多次。黄河泛滥不仅淹没村舍农田，而且将运河全部淤平。至此，开封的水路交通优势
就不复存在了。
（取材于张清俐、张杰《南北运河见证东京城百年兴衰》
）
材料二：
开封，古称东京、汴京、汴州等。作为北宋的都城，开封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商贸都会，
其影响力在于规划布局的严整性、山水形胜的优越性和天赋庄严的神圣性，核心在于前所未
有的都市规划和发展格局。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城市体系完善。
《清明上河图》的图像资料和《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资料，形象逼真地
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风貌。开封依据城市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三城相套的格局，
最里为皇城，主要为宫殿区；再外为里城，为官衙与市民区；最外为新城，新城与里城相互
沟通。一千年前的开封排水设施相当完备，还有专司城市救火的“探火军人”
，还有官办的
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机构。按西方观念，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
征，开封的城市软硬件设施齐备，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街市制度兴起。从西周到唐朝，我国城市建制一直是市（商业区）与坊（住宅区）分设，
比如唐代实行里坊制，里坊有坊墙，每天定时关闭坊门。这种坊市建制以便于统治管理为目
的，突出政治中心地位，不利于商业发展。开封是中国城市史上由古典型城市向近代型城市
转变的开端，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率先转型的城市之一。当时的开封拓宽街道，拆掉坊墙，
允许临街开店，面街而居，形成坊、市合一的局面。商业店铺沿街兴建，形成街市，交易区
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沿街建筑鳞次栉比。
商业贸易繁盛。当时宋朝首都东京，人口达百万，居民、商人经商不但不受空间约束，
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夜市甚至可以通宵达旦。开封城有大量的酒肆、店铺、勾栏、瓦舍，它

们毗邻主要交通干道，有的酒楼内设雅间近百间，日客流量突破千人；有的街道甚至以本街
区标志性的酒楼命名。这些商贸餐饮娱乐场所的出现，将市民生活提升到新的高度，开封已
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商业大都会。
一千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开封等城市灯火辉煌；一千年
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拥有这样百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那时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意大
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规模不过万人。正如《哈佛中国史》的评价：
“（宋代）开封是之
前从未有过的新型都市，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取材于张杰、张清俐《北宋东京城：凸显商业与开放》
）
材料三：
北宋对东京城市建制的变革，为城市的繁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扫清了道路，也为文学的
发展和新文化样式的出现提供了无限可能，为历史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时代。北宋的文化政
策比较宽松，文人创作较为自由，这种氛围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东京城作为世界历史上第
一个典型的市民城市，是市井文明的汇聚地，因此兴起了白话小说、戏剧等。皮影、绘画、
木版年画等市民文化产业也十分兴盛。
东京城是文人雅士、巨儒名家的聚集地，他们在此吟诗作对、填词作赋，让这座城市充
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相比起唐诗，宋词形式较为自由，内容和词语也更通俗化，这不仅更
受底层人民欢迎，也更利于民间传唱。宋代散文承接唐代古文运动并走向成熟，话本小说为
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书法艺术继晋承唐，技接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对后世有巨
大影响……
宋代绘画不仅表现为一门艺术，更表现为一种技术。一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将作品
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书画行业开始兴盛。东京城最繁华的街市高头街、大相国寺一带的
庙会，都曾是书画商云集之地。年关节日，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在市场上热销。社会对绘画
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宋代由于手工业发达，
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东京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道经、佛经
都附有版画插图，其绘刻之精美让人赞叹不已。
对于生活在北宋时期的文人来说，东京是他们的自豪和骄傲，他们在作品中直接呈现东
京的繁盛景象，
“一画一书”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
记录了东京开封的城市面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
孟元老的笔记小说《东京梦华录》对都城写实性的描述，让后人对这座弥漫着文化气息的都
市充满了向往。
（取材于朱金中《开封：繁华如梦境的宋代文化》
）
1.下列对材料一中划线字词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不止一端：
“端”字的意思是“方面”
。
B.富庶：
“庶”字共十画。
C.决口：不能写成“绝口”
。
D.淤塞：
“塞”字读音为“sè”
。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笔画，
“庶”字应该是十一画。
答案：B
2.根据材料一，下列对“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3 分）
A.北宋开封在繁华程度上接近东南富庶之地
B.北宋开封陆路交通发达能够到达全国各地
C.开封水路交通条件在古代都城中独一无二

D.开封是北宋南北水路运输漕运诸渠的中心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理解，结合文本内容“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开封具有‘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地理特点，其地理位置接近东南富庶之地”分析可知，
“在繁华程度上接近东南富庶之地”篡改文意。
答案：A
3.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北宋汴京已经有了城市的消防和社会福利机构。
B.北宋实行里坊分离的制度有助于加强都城管理。
C.开封是我国城市由古典型向近代型转变的开端。
D.北宋开封已存在大量的商业贸易餐饮娱乐场所。
解析：结合文本内容“比如唐代实行里坊制，里坊有坊墙，每天定时关闭坊门。这种坊市建
制以便于统治管理为目的，突出政治中心地位，不利于商业发展”分析可知，
“有助于加强
都城管理”错误。
答案：B
4.根据材料二，下列诗句中最能表现开封盛极一时的一项是（ ）
（3 分）
A.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
B.汴州城门朝不开，天狗堕地声如雷。
C.画桥虹卧汴河渠，两岸风烟天下无。
D.汴京宫阙秋草长，望风屑涕心凄凉。
解析：诗句中最能表现开封盛极一时的，结合文本内容“商业贸易繁盛”“而且没有时间限
制，夜市甚至可以通宵达旦”
“开封城有大量的酒肆、店铺、勾栏、瓦舍，它们毗邻主要交
通干道，有的酒楼内设雅间近百间，日客流量突破千人；有的街道甚至以本街区标志性的酒
楼命名。这些商贸餐饮娱乐场所的出现，将市民生活提升到新的高度，开封已成为当时最具
活力的商业大都会”
“一千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开封等城市
灯火辉煌”等内容分析，C 项正确。
答案：C
5.根据材料三，关于北宋文化兴盛的原因，下列理解不正确一项是（ ）
（3 分）
A.宽松的文化政策
B.文人创作的相对自由
C.商业贸易的繁荣
D.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
解析：关于北宋文化兴盛的原因分析，结合文本内容“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
动记录了东京开封的城市面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
分析可知，
“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不是文化兴盛的原因。
答案：D
6.根据材料三，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文人雅士的创作为东京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B.北宋书法艺术在我国历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C.宋代由于手工业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产生。
D.“一画一书”都记录了东京的繁荣和运河风光。

解析：结合文本内容“书法艺术继晋承唐，技接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分析，
“承前启后的作用”不合文意。
答案：B
7.结合三则材料，概括北宋时期开封能成为繁华大都市的原因。（6 分）
解析：通过分析题干确定试题的类型是局部信息筛选还是综合信息筛选，综合信息筛选要立
足全文，对文章进行段落的划分，筛选文中的重要语句，整合后作答。
答案：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发达）；前所未有的都市规划和发展格局（城市体系完善、
街市制度兴起、商业贸易发达；人口达到百万）；市井文化兴盛。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史官助赏罚论
苏辙
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
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而使贤者无夭横穷困之灾，不贤者无以享其富贵
寿考之福。然而季次、原宪，古所谓贤人者也，伏于穷阎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给。盗跖、庄
蹻，横行于天下，食人之肝以为粮，而老死于牖下，不见兵革之祸。如此，则是天之权有时
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然而赏罚者，又岂能
尽天下之是非！而赏罚之于一时，犹惧其不能明著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君举而属之于其臣，
而名之曰“史官”
。
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故荀悦曰：
“每
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
”夫史官之兴，其来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鲁曰克，
在齐曰南氏，在晋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观其为人，以度其当时之所书，必有以助赏罚者。
然而不获见其笔墨之所存，以不能尽其助治之意。独仲尼因鲁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载籍，以
作为《春秋》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虽其名为经，而其实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齐桓、晋文
有功于王室，王赏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国之权，而《春秋》又从而屡进之，此所以助乎赏
之当于其功也。吴、楚、徐、越之僭，皆得罪于其君者也，而《春秋》又从而加之以斥绝摈
弃不齿之辞，此所以助乎罚之当于其罪也。若夫当时赏罚之所不能及，则又为之明言其状，
而使后世嗟叹痛惜之不已。
呜呼！贤人君子之功烈与夫乱臣贼子罪恶之状，于此皆可以无忧其无闻焉。是故古者圣
人重史官。当汉之时，号曰太史令，而其权在丞相之上。郡国计吏，上计于太史，而后以其
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权之可以助赏罚也，故尊显之。然则后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8.下列对句中划线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不贤者无以享其富贵寿考之福
长寿
B.犹惧其不能明著暴见于万世之下
清楚
C.夫史官之兴，其来尚矣
高尚
D.以度其当时之所书
推测
解析：C 项，
“尚”
，结合前文内容“夫史官之兴”分析，应该译为久远、悠久。句意：时间
是很悠久的。
答案：C
9.下列各组语句中划线字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3 分）

A.则是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
则群聚而笑之
B.此所以助乎罚之当于其罪也
所以遣将守关者
C.于此皆可以无忧其无闻焉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D.其可以忽哉
吾其还也
解析：A 项，均为“于是、就”
。B 项，分别译为用来；……的原因。C 项，分别是句尾语气
词；兼词。D 项，分别译为怎么；还是。
答案：A
10.下列对文意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作者认为天下有三种权力可以互相帮助，这就是天权、君权和史官之权。
B.天权不能对季次等贤者及盗跖等不贤者进行赏罚时，可以用君权来补充。
C.《春秋》明白地记载了诸侯们的功过，因而使后世之人对周王室义愤不已。
D.郡国统计官员先把情况报给太史令，然后把副本上报给丞相和御史大夫。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文意的理解与分析。C 项，结合文本内容“若夫当时赏罚之所不能及，
则又为之明言其状，而使后世嗟叹痛惜之不已”分析可知，“因而使后世之人对周王室义愤
不已”理解有误。
答案：C
11.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
（6 分）
（1）然而不获见其笔墨之所存，以不能尽其助治之意。
（2）夫惟知其权之可以助赏罚也，故尊显之。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文言语句翻译。
（1）
“其”译为他们的，“以”译为因而，
“助”译为帮
助，
“治”译为治理。
（2）
“故”译为所以，“显”译为显耀的。
答案：
（1）然而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记载了，因而也不能知道他们是如何尽到帮助君主赏
罚的权力的。
（2）只因为知道史官的权力，可以用来帮助君主的赏罚，所以使他处于尊贵显耀的地位。
12.下列对相关史书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春秋》是国别体史书，儒家经典之一，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记述当时的历史。
B.《左氏春秋》是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
《烛之武退秦师》就选自这本书。
C.《战国策》西汉刘向编辑，主要记述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
D.《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鲁迅先生曾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相关史书的解释。A 项，“国别体史书”错误，应该是中国现存第一
部编年体的史书。
答案：A
13.阅读全文和链接材料，简要回答下面问题。
（7 分）
链接材料：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
（
《论语·公冶长》
）
（1）苏辙认为“史官”有哪些作用？请简要概括。
（2）链接材料中，有两种人是孔子和左丘明以为“耻”的，请谈谈对你做人有什么启示。
解析：本题属于探究题。既有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也有拓展延伸。
答案：
（1）文中“史官”的作用：与天、君主互相交替补充来裁断天下的是非；帮助君主赏
罚功过之人；传播贤人的丰功伟绩和记载贼子的罪恶行径，使后世知晓。

（2）孔子和左丘明都感到可耻的人：花言巧语，对人表现出过分的恭敬；把怨恨藏在心里，
却表面上对人友善。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一）古诗鉴赏（12 分）
阅读下面的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鹧鸪天
苏轼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
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4.下列对本词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林断山明”一句有远景有近景，远处树林尽头山峰明晰，近处有竹林掩墙。
B.“乱蝉衰草”一句用蝉、衰草和池塘三种意象，说明词人所处环境有点荒凉。
C.“杖藜徐步”勾勒出傍晚时分村旁的小道上，词人拄着藜杖徐徐漫步的画面。
D.“殷勤昨夜三更雨”用拟人手法说明天公毫无情义，故意在昨夜送来一场雨。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本词的理解与赏析。D 项，
“殷勤”二字，犹言“多承”
。
答案：D
15.“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一句写景巧妙，动静结合，下列诗句中没有运用
这种手法的一项是（ ）
（3 分）
A.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唐·温庭筠《商山早行》
B.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唐·王维《鸟鸣涧》
C.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宋·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D.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宋·翁卷《乡村四月》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表达技巧的分析。题干提示“动静结合”
，C 项，
“惊鹊”
“鸣蝉”
，两句
均为动景。
答案：C
16.本词与《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都写于词人谪居黄州期间，但是描写的内容和表达
的情感却有些不同。请简要分析这两种不同。
（6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词的内容及表达情感分析。需要分析分析本词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
叶声》
。
答案：
（1）描写内容不同：
《鹧鸪天》写夜雨后第二天散步，
《定风波》写散步途中遇雨；
《鹧
鸪天》词人眼中所见既有衰败的景象，如乱蝉衰草，也有充满生机的景象，如翻飞的白鸟、
淡淡香味的荷花，
《定风波》词人眼中所见是“穿林打叶”的雨景，
“山头斜照”的雨后转晴
之景。
（2）表达情感不同：
《鹧鸪天》写谪居时于无奈之中，词人有短暂的闲适和愉悦，
《定风波》
写谪居时，词人能看淡身世浮沉、人事变迁，体现了一份旷达洒脱。
（二）名句默写（8 分）
17.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

苏轼在词中用“浮生一日凉”表达对时间和生命的感悟。
《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用
“________，________”劝慰自己顺应自然，乐天安命，不要疑虑。王羲之在《兰亭集序》
里说“_________，_______”
，感叹人生短暂，人与人交往，很快就度过了一生。苏轼的《前
赤壁赋》里有感叹人生之短暂、羡慕自然之永恒的句子，
“_______，_______”
。
《醉翁亭记》
中，欧阳修用“朝而往，暮而归，_______，_____”表达了随着时间季节不同，快乐也是没
有穷尽的，表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
解析：本题考查名句名篇的背诵默写，注意识记与积累，别写错别字。
答案：聊乘化以归尽
乐夫天命复奚疑
夫人之相与
俯仰一世
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
四时之景不同
而乐亦无穷也
四、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到乌镇，看木心美术馆
2015 年冬天，初雪。第二次到乌镇，木心美术馆已经落成。
人来人往的乌镇，地道的江南水乡味道。一如木心《从前慢》的诗：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行者以为千年往事都这般活在寻常巷陌里头，走着走着，不免发现整个镇却似一个怀旧
的情绪博物馆。那些缠绵的温情，忐忑的相思，在水中，在摇橹声里，在拐角的小桥上，在
长街夜色拥挤的人群中，盈盈绕绕，都陈列在眼皮底下，久了让人无味。
西栅的美术馆却安静。一方宁静的水上，横竖几抹白色的墙，极简约的外观，像是一顶
桥。听说临终的木心看着美术馆设计图，喃喃自语。今天的美术馆，进门就见到这句话：
“风
啊，水啊，一顶桥”
。
想到桥这个意象，就想到读木心作品的感觉。木心的作品，很有一段时间不为人所知。
2007 年春天，我初读《哥伦比亚的倒影》
，一片错愕，随手在页眉上涂写：“看木心的散文
有点颠覆传统的感觉，不是习见的散文，在形而上的思索中，隐约见到一些作者经历的影子，
暗暗让人揣摩其家当是大户，生当盛世自然顾盼生姿，乱世也见许多讲究。
”我揣测“木心
也许是那种在欧美成熟的作家吧，眼界和视野都远较土生土长者开阔，也怪异。一些名篇，
如《明天不散步》
《哥伦比亚的倒影》
，写得都异常，倒是《上海赋》，琐碎铺陈得淋漓尽致，
算是能让人知晓许多上海旧事。
”
那时候不知道木心其人，不知道文字里头那些氤氲的味道，是做作还是自然流露？揣测
的心境很像梁文道说的：
“刚刚在大陆出版作品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指木心)是台湾作家，
或是不知从哪儿来的海外作家；更早在台湾发表作品的时候，那边的圈子也在探听是不是一
个民国老作家重新出土。
”
这么多年下来，木心也终于只是在读者圈中知晓。仅此而已。
乌镇东栅有木心故居，西栅有木心美术馆，都不引游人注目。我们在故居门口排队，蜂

拥而过的游客会偶尔驻足问，这里边有什么好玩的？得到一个回答后，
“哦”的一声，继续
跟着导游的旗帜和小喇叭中的解说词远去了。
“大家看门前的大狮子，传说王母娘娘……”总是如此。劣质的导游词不知道谁写就，
所有的景点都充斥着虚假的传说。游人们心底没有神话，对传说也“哦”的一声，和导游彼
此心照不宣，又继续赶点去了。
木心美术馆里并没有传说。庶几近之的，或者也有。陈列在展柜中细如蚊蚋的狱中书简，
让狱中岁月一如传说。美术馆兴建背后的师生情谊，见古礼古风一如传说。传说有时候就是
这不能言说的历史吧，有时候就是遗失不再有的情怀吧。
我们在美术馆前面拍照，雪在栏杆上积得有些厚。朔风射眼，冻得南来的人瑟瑟地抖。
步行的游客经过，也取个背景拍几张照，听说要再购票进入，追问一句：“木心是谁？”转
身走了。
木心是谁？馆内还是有零星的介绍的，旧物如新，旧语如新，在展厅的光色声影中，拼
凑起来，大抵如是。
木心，本名孙璞，1927 年生于浙江乌镇，后求学于杭州、上海，少时受教于夏承熹。
1946 年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油画。后又转入杭州国立艺专，在林风眠门下学习中
西绘画。四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生涯。后因言获罪，被捕入狱 18 个月，早期作品全部散失，
在狱中用写自白书的纸和笔写出了 65 万字的《狱中笔记》
。1982 年，前往美国，从此长居
纽约。抵美之后，重新开始密集写作，作品发表于台湾的文学刊物，获得专刊、专访的待遇，
并结集出版。从 1986 年到 1999 年，在台出版作品集十二种。2006 年，他 79 岁，其作品集
首次于大陆出版，也是这一年，他离开美国，回到了故乡乌镇定居。2011 年，木心去世，
从此转身也走不了了。
其实，我是在想，把木心美术馆建在乌镇好么？乌镇古镇其表繁华其里，再好的人，再
好的东西，会不会被如织的游人的目光洗去特质，最终如不远处的茅盾故居一般，成了导游
嘴里一处乏善可陈的老房子？
木心的特质是什么？我曾经想，他的文字是荒原、雪域，越读越在阔大的平淡中觉出滋
味。他的散文是当下散文界的一个异数。大量生僻字、典故，倾泻而下，文白相杂，新意迭
出，会让不熟悉的读者晕头转向。童明曾评价：
“木心的文字令今日汉语读者略感陌生又新
意盎然，直接原因是他把中国古文化的精粹注入白话，文笔陶融了古今的语汇修辞，或叙述、
或抒情、或点评，张弛抑扬，曲直收放，皆见独到之处。
”有时候，读到“花叶茜明、萧闲、
葛蕊”这样的词语，会突然怔住，觉得自己落到一个阳光明媚的花园，推门出去，却突然是
古长安的街巷。
推门进去，却是一个现代感十足的建筑。木心美术馆融合着现代建筑的干练和明快。走
进去，沉浸，逐渐沉浸，彻底地沉浸。某条路的尽头，是一个有着落地大书柜的小图书馆，
坐在阶梯上，目光尽处，枯山水一圈圈的涟漪仿佛年轮一圈圈。
图书馆里收藏木心阅读过的大量作品。听说，木心小时候是在其远房叔叔茅盾的书房中
开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名著的。他的笔下，一会儿是琼美卡的小路，一会儿是哥伦比亚河边
的倒影，一会儿是埃及的金字塔，一会儿又是盛唐的嘉峪关，欧风美雨，汉唐明月，衔接之
处竟如随风潜入夜的细雨，没有丝毫觉得突兀，只剩下你的思绪跟着他做无尽的神游。
这种风格，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也很明显。在他对文学史人物和作品的亦庄亦谐点
评中，可以看到，木心真是一个调皮的老小孩。他说：
“卡夫卡就像林黛玉，肺病，也焚稿，
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
”谈到哪吒，
“哪吒是尼采的先驱，武功上的莫扎特，是永远的
孤儿。
”这哪里是文论者有过的论调？
美术馆里最多的自然是美术作品。那些画作，色彩和线条的想象中，会有一些粼粼的思
乡的梦么？或者只是一个时间的过客的信马由缰？灰白的展厅墙上，一行行镌刻着木心的诗。

那韵味，像一颗琥珀，闪烁着时光流逝的光芒。
“你这样吹过／清凉，柔和／再吹过来的／我知道不是你了”
他写五月，低吟声里没有一丝的呜咽，却在最后让人怅然若失。他写离人：
“十五年前
／阴凉的晨／恍恍惚惚／清晰的诀别／每夜，梦中的你／梦中是你／与枕俱醒／觉得不是你
／另一些人／扮演你入我梦中／哪有你，你这样好／哪有你这样你”
这些诗，是韦庄？晏殊？还是木心？思念的唯一，时空里头的荒凉，亘古以来的诗人各
有意境，却有共同的悲凉。
2015 年冬天，初雪。第二次到乌镇，只看一个木心美术馆。
（取材于吴合众的同名散文）
18.根据文意，用括号内的词语替换文中划线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2 分）
A.陈列（摆设）
B.顾盼生姿（眉目传神）
C.心照不宣（心领神会）
D.精粹（精到）
解析：A 项，
“摆设”
，把物品按照审美观点安放；
“陈列”，把物品摆出来供人看。结合语境
“那些缠绵的温情，忐忑的相思，在水中，在摇橹声里，在拐角的小桥上，在长街夜色拥挤
的人群中，盈盈绕绕”分析，用“陈列”正确。B 项，
“顾盼生姿”
，在这里指木心家作为大
户，在盛世时能光彩四射；
“眉目传神”
，指通过人的眼睛传达出来一种神情意态。D 项，
“精
粹”
，指精练纯粹；
“精到”
，精细周到。结合“中国古文化的”分析，用“精粹”正确。
答案：C
19.下列对文章的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 ）
（3 分）
A.文中木心故居和木心博物馆不引人注目的根本原因是木心并不为大家所知晓。
B.文章 9、10 段中，作者对木心美术馆“传说”的解读和导游口中的传说是一致的。
C.第 19 段的画线句用了比喻的手法，写出了木心诗歌的韵味在时光中悄然逝去。
D.文章的开头段和结尾段，形式相近，内容互相照应，给读者以回旋的韵律之美。
解析：A 项，大家不知道木心并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人们对于文化的冷漠和精神需求
的肤浅；B 项，作者对传说的解读和导游口中的传说不一致；C 项，比喻手法写出的是，木
心诗歌闪烁着时光流逝的光芒。
答案：D
20.文章开头引用木心的诗，体现了怎样的匠心？请简要分析。
（6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文本内容分析。文章开头引用木心的诗的作用分析，需要结合诗的内容，
联系上下文分析。
答案：开头引用木心的诗，是对乌镇地道的江南水乡味道进行诗意诠释，同时引出下文，感
叹小镇所有情物都陈列在眼皮底下的无味，为下文转向描写木心美术馆作铺垫，与后文中参
观者的浮躁、喧嚣形成对比，与结尾引用木心诗作，形成照应，增添了文章的诗意美（艺术
美）
。
21.请结合全文，概括木心文字作品的特点。
（4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文本内容筛选、分析。木心文字作品的特点，结合文本内容分析。
答案：①有颠覆传统的意味；②隐约带着作者的经历；③眼界和视野较开阔，怪异；④文字
氤氲；⑤在阔大的平淡中见滋味；⑥使用大量生僻字、典故，文白相杂，新意迭出；⑦内容

跳跃，衔接自然，引人无尽神游；⑧亦庄亦谐。
22.文章第 14 段中说，
“其实，我是在想，把木心美术馆建在乌镇好么？”作者为什么会产
生这种疑问，请结合全文谈谈作者这样说的原因。
（5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文本内容分析。
“其实，我是在想，把木心美术馆建在乌镇好么？”作
者产生这种疑问的原因。结合文本内容分析。
答案：乌镇古镇其表繁华其里，特质可能会被洗去，人们不认识木心，不了解木心，人们（游
人，导游）精神肤浅，心理浮躁，缺少文化修养，馆内零星的介绍缺少时间的沉淀，只是光
色声影的拼凑，作者担心在这样的环境下，木心美好的文学特质不能得到欣赏和珍视，反而
会被庸常无视和吞没。
23.文章第 18 段提到了“黛玉焚稿”
，下列对《红楼梦》中有关黛玉的经典情节解说有误的
一项是（ ）
（3 分）
A.黛玉和宝玉共读《西厢记》
，
“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表现了她与宝玉志趣相投的一
面。
B.黛玉葬花，一曲《葬花吟》
，不仅表达了黛玉对落花的怜惜，更表达了她对自我命运的哀
叹。
C.黛玉咏菊夺魁，
《咏菊》中“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暗含了她清高自守的品
格。
D.黛玉焚稿断情，是因为深恨宝玉甘愿娶宝钗，于是痛心烧掉诗帕。这是曹雪芹最为呕心之
作。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红楼梦》中有关黛玉的经典情节解说。D 项，
“甘愿”理解有误；
这一章节出自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作。
答案：D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4.微写作。
（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80 字。
①请给《红楼梦》
《呐喊》
《边城》《红岩》
《平凡的世界》
《老人与海》六部名著中的某
一位作者，写一段话，表达你读完该作品后的感受。
②子贡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
”
（
《论语·卫灵公》
）请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表看法。
③请以“致我的 2018”为题，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语言表达。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作答，原则上建议选择自己擅长的内容，
注意字数、题材的要求。
答案：
《边城》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作品。阅读它时，我能感受到湘西茶峒的别样风情，整
个人都变得沉静安详。无论是去郊外，还是在城市中，
《边城》都会给我好心情。其次，
《边
城》是一个充满爱的故事，爷爷孙女之间的爱，傩送和翠翠的爱，互不相识的人之间的爱，
这种淳朴的民风是我旅行中也想体验的，我也想在旅途中收获人之间的善意。
25.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文。不少于 700 字。
（50 分）
①请以“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②生活中总有某个老物件，让你记忆深刻，这其中就有动人的故事。请以“的老物件”
为题，写一篇记叙文。注意在横线上填上合适的词语，使题目完整。

解析：本题为二选一的形式。第一题是命题作文，第二题是半命题作文，需要补全题目。
答案：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人，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能拓宽人生的宽度。于是大多数人都明智的选择后者，暗
暗立定自己的鸿鹄之志。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就像你在荒原里百无聊赖时得了一张通往
远方城市的地图，你决定往那儿走，但路需由你自己开辟，前途未知——那地方你可能一时
半会儿到不了，也可能永远也不能到达。
人生就是这样，不可能所人都载而归，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人毕竟是环境的产物，因
而总要受到某些制约——无论是环境条件，还是自身的因素。当你所处的环境不容许你实现
你的理想，或是你的自身条件不足时，你的理想将暂时不能实现，甚至理想将成为空想。有
了这些限制性因素，好比是让你戴着脚铐来跳舞。能不能跳好这支舞，关键在于你是否量力
而行，尽力而为，在你所处的不断变换的每个环境中做最好的自己。
首先，你应该了解客观的环境条件——要知道，给你的是木材，你永远也制不出金雕工
艺品，但你可以把他雕琢成八面玲珑的木雕艺术。当然，你还应该了解自己，清楚自己的实
力，知道如何在所处的环境中向目标迈进一步。在这样的量力而行，给自己一个清醒的定位
之后，再做到尽力而为。
世界上赫赫有名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一生换的职业很多，却因为他是力争上游，
力争做最成本行业好的，结果鲜花和掌声就始终伴随着他。12 岁时，他是一家纺织厂的工
人。小小的他决心做全厂最出色的工人。他这样想，也这样做了，最后，他成为了全厂最出
色的工人。后来，命运又安排他当邮递员，他想的是怎样做全美最杰出的邮递员，他又成功
了。安德鲁·卡耐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依据环境和自身的地位，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争做
最好、塑造最佳的一生。他的座右铭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做最好的自己，虽然不能保证一定会实现你的理想，但可以
保证的是，不这样做，你一定不能实现你的理想。
赵括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却不知自己实际
上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庸才。长平之战时，秦军将领白起针对赵括没有实战经验，不顾实
际环境，只会照搬照抄兵法的弱点，采取了诱敌入伏，分割包围的方法将赵军引入绝境。四
十万赵军，就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部覆没了。
我们也只有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争做到最好，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自我；也只
有做到最好，才会有机会领略“一览众山小”的心境。所以，是工人的就要先做好工，是农
民的就要先种好地，是军人的先当好兵，是做生意的，就先当一个最好的商人。即使，实现
不了最初的梦想，我们也可以拍着胸膛说：虽然我还不是所用人中最好的，但我是最好的自
己！
正如道格拉·拉赫在他的是中写的：
“如果你不能是一只麝香鹿，那就当尾小鲈鱼——
但是要当湖里最活泼的小鲈鱼。
”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让我们做一个自己满意的自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