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福建卷） 语文
一、古代诗文阅读（27 分）
（一）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6 分）
1.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狗吠深巷中，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2）潦水尽而寒潭清，
。（王勃《滕王阁序》）
（3）
？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
（4）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5）
，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过零丁洋》）
（6）余立侍左右，
，俯身倾耳以请。（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注意字迹一定要工整清楚。
答案：（1）鸡鸣桑树颠
（2）烟光凝而暮山紫
（3）此情可待成追忆 （4）烽火
扬州路
（5）惶恐滩头说惶恐
（6）援疑质理
（二）文言文阅读（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2-5 题。
龙洞山记
【元】张养浩
历下多名山水，龙洞尤为胜。洞距城东南三十里，旧名禹登山。按《九域志》
，禹治水
①
至其上，故云。中有潭，时出云气，旱祷辄雨，胜国 尝封其神曰灵惠公。其前，层峰云矗，
②
曰锦屏，曰独秀，曰三秀，释家者流居之。由锦屏抵佛刹山，巉岩环合，飞鸟劣 及其半。
即山有龛屋，深广可容十数人，周镌佛象甚夥。世兵，逃乱在多此焉。依上下有二穴，下者
居傍，可逶迤东出，其曰龙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
窃欲偕同来数人入观。或曰是中极暗，非烛不能往，即遣仆燃束茭前导。初焉，若高阔
③
可步；未几，俯首焉；未几，磐折 焉；又未几，膝行焉；又未几，则蒲伏焉；又未几，则
全体覆地蛇进焉。会
．所导火灭，烟郁勃满洞中。欲退，身不容；引进，则其前隘，且重以烟，
遂缄吻、抑鼻、潜息。心骇乱恐甚，自谓命当尽死此，不复出矣。余强呼使疾进，众以烟故，
无有出声应者，心尤恐然。余适居前，倏得微明，意
．其穴竟于是，极力奋身，若鱼纵焉者，
始获脱然以出。如是，仅里所。既会，有泣者，恚者，诟者，相讥笑者，顿足悔者，提肩喘
者，喜幸生手其额者，免冠科首具陈其狼狈状者。惟导者一人年稚，形瘠小，先出，若无所
苦，见众皆病，亦阳慑
．力殆。其宴于外者，即举酒酌穴者，人二杯。虽雅不酒，必使之酹，
名曰定心饮。
余因默忆，昔韩文公登华山，穷绝顶，梗不能返，号咷连日。闻者为白县吏，遂遣人下
之。尝疑许事未必有。由今观之，则韩文公之号为非妄矣。呜呼，不登高、不临深，前圣之
④
⑤
训较然 ，而吾辈为细娱，使父母遗体几同压没不吊 。其为戒，讵止殁身不可忘！窃虞
．嗣至
者或不知，误及此，故记其事以告焉。游洞中者七，某官某；洞之外坐而宴饮者四，某官某；
洞之外坐而宴饮者四，某官某，凡十有一人。时延祐龙集丁巳八月也。
（选自《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
【注】①胜国：前朝。②劣：仅仅，才。③磐折：弯腰。④较然：明显的样子。⑤吊：悲伤。
2.对下列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
．．．的一项是（
A.会
会：适逢
．所导火灭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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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意
．其穴竟于是
C.亦阳慑
．力殆

意：料想
慑：害怕

D.窃虞
虞：欺骗
．嗣至者或不知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的含义的能力。虞：忧虑，担心。
答案：D
3.下列四组中，全都间接表现龙洞艰险的一组是（
）（3 分）
①是中极暗
②烟郁勃满洞中
③心骇乱恐甚
④如是，仅里所
⑤有泣者，恚者，诟者
⑥喜幸生手其额者
A.①②④
B.①③⑤
C.②④⑥
D.③⑤⑥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理解人物形象的能力。此题可用排除法，考生审题时要特别注意“间接”
两个字。①是说龙洞洞中很黑暗，②是说火把灭了，山洞中充满了烟雾。这两句都是直接描
写隆龙洞的危险的。据此可排除 ABC。
答案：D
4.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概括与分析，不正确
）（3 分）
．．．的一项是（
A.龙洞山自古以来就是名胜，山势险峻，有上下两个山洞，位于下方的那一个叫龙洞。
B.龙洞深邃，里面越来越低矮狭窄。作者与同游者备受惊恐，好不容易才得以出洞。
C.按照当地的风俗，在洞外饮酒的人要为入洞游玩的人喝两大杯酒，名为“定心饮”。
D.作者游历龙洞后，想起“不登高，不临深”的前圣之训，为告诫后人写了这篇“记”。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概括和分析文本内容的能力。C 项中“定心饮”并非当地习俗，是洞外
人为了庆祝游洞的人能够脱险。
答案：C
5.把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6 分）
（1）初焉，若高阔可步。（3 分）
（2）闻者为白县吏，遂遣人下之。（3 分）
解析：本题重点考查考生翻译句子的能力，注意对重点词的理解。
答案：（1）起初，（洞）似乎高大宽敞，可以行走。
（2）听到的人替他报告了县吏，（县吏）就派人把他从山上救下来。
（三）古代诗歌阅读（6 分）
6.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后面题目。（6 分）
送何遁山人归蜀
【宋】梅尧臣
①
春风入树绿，童稚望柴扉。 远壑杜鹃 响，前山蜀客归。
②
到家逢社燕，下马浣征衣。 终日自临水，应知已息机 。
【注】①杜鹃，又名子规。②息机：摆脱琐事杂务，停止世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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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简要分析首句中“绿”字的妙处。（2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诗歌的语言表达中的“炼字”
，理解可以多元化。
答案：“绿”字写出了春风吹绿林木的动态，表现了春风的活力，显示了春天的生机，增强
了诗的韵味。
（2）三、四两联是怎样借助想象之景来抒发情感的，请简要赏析。（4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诗人所表达的情感，只要答出颈联，尾联作者想象的情景及作者寄予的
情感即可。
答案：颈联想象友人喜逢家乡的燕子，一洗征尘，表现出归家时轻松愉悦的心情。尾联进一
步设想友人归家后悠闲自在的生活，寄托了对友人真诚的祝福，也暗含着诗人对超脱世俗的
自由生活的向往。
二、文学名著、文化经典阅读（16 分）
（一）文学名著阅读（10 分）
7.下列各项对作品故事情节的叙述，不正
．．确
．的两项是（

）（

）（5 分）

A.觉慧瞒着家里人参加《黎明周报》的工作。一天，克明在觉新的屋里看到周报和觉慧的文
章，马上就报告给祖父高老太爷。（《家》）
B.一天，林佩瑶姐妹正在谈论慧芳，吴孙甫进来，对慧芳留了个纸条就出走的事大发雷霆，
要林佩瑶去把她找回来。（《子夜》）
C.伽西莫多把爱斯梅拉达安置在圣母院的避难小屋，并送来衣食。伽西莫多的关怀爱护，使
她摆脱了对这个相貌丑陋的人的恐惧。（《巴黎圣母院》）
D.法庭判马斯洛娃苦役刑。虽然涅赫柳多夫找到庭长，指出这个案子是误判，马斯洛娃没有
毒死人命罪，但是没有结果。（《复活》）
E.母亲去世后，欧也妮发现父亲充满慈爱，她从未享受过这般的父爱，因此，对自己厌恶这
个家的念头，感到内疚。（《欧也妮·葛朗台》）
解析：A 发现后并没有报告祖父。E 项母亲去世后，父亲毕竟是她身边唯一的亲人，而他的
温柔体贴也是有目的的。
答案：A E
8.简答题。（任选一题）（5 分）
（1）阅读下面的《三国演义》选段，回答问题。
次日，孙坚来辞袁绍曰“坚抱小疾，欲归长沙，特来别公。”绍曰：“吾知公疾，乃害传国
玺耳。”
袁绍为何说孙坚害传国玺病？此后孙绍双方围绕“传国玺”做了什么事？请复述原著相关情
节。
（2）阅读下面的《红楼梦》选段，回答问题。
媳妇们回头说：“外头派了焦大，谁知焦大醉了，又骂呢。”
焦大因何事醉后骂人？宁国府怎样处治焦大？请复述原著相关情节。
选（ ）
解析：本题考查了对名著的相关情节了解能力。在叙述相关情节时要简洁明了，把情节要点
表述出来。
答案:选（1）
袁绍得知孙坚得到了传国玉玺。
情节要点:①孙坚发誓他没有得到玉
玺。②袁绍叫来从孙坚营中逃出的军士对质。③孙袁双方欲动手，被众诸侯劝住。（意思对
即可）
选（2）
宁国府半夜派焦大送客回家。
情节要点:①贾蓉骂了几句，叫人将焦大捆起
来。②众人将他掀翻捆倒，拖到马圈里。③用土和马粪填了他一嘴。（意思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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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经典阅读（6 分）
9.阅读下面《论语》《孟子》选段，完成后面问题。
①子曰：“躬自厚【注】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②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注】厚：重，与“薄”相对。
（1）请概括出两个选段观点的共同之处。（2 分）
解析：要明晰“厚”与“薄”的关系。
答案:都强调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或严于责己，宽以待人。）
（2）两个选段中，孔子与孟子的话侧重点有什么不同？请简述。（4 分）
解析：运用比喻重点是强调君子对自身要有约束力。答题时要根据具体问题一一解答，观点
要完整，表达要简洁，切不要照抄原文、含糊其辞。
答案:孔子的话侧重点是，少责备别人，从而避免别人的怨恨。孟子的话侧重点是，如果不
如别人，不要怨恨别人，而要从自身寻找原因。
三、现代文阅读（24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0-12 题。
时尚浅说
黄毓璜
辞典上“时尚”直白的释义就是一时风尚。作为社会流变.生活迁移.价值更迭驱动下的
【注】
潮汐式性相 ，主要是审美旨意.心理趋向在公众与日常的表征。其公众性.盲动性.愉悦性
以及可仿效性的自身特质，决定了它浪打浪般的生长，成就其推进演化的广度.强度和速率；
还不妨说，时尚作为时代的情感表征，乃是一个时代的种种合力使然。虽然其行也不远，此
起彼落，时有变更，却不随一己好恶而兴废，不因拒之纳之而行止，称得上是一位无翼而飞.
天生天杀的主儿。
同时，时尚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一面而论。其本身也具备种种包容的可能：既可孕育诞生
之契机，亦可成为溃靡之温床，事情确实存在两面性。
“因势利导”因而成为可能，
“圣者时
也”的名言，
“我行我素”的标榜，也因而都在大本大宗的道理之内，是从不同侧面说明了
人在“自然化”了的客体面前的主观选择和临世态度。
不妨说，
“趋时”是人类的天性，要不然“ok”.“bye bye”也不至于那么频频挂到男
男女女的嘴边。这一方面说明人的“顺变”能力，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了人的“从众”心理
——他那样说的时候，未见得自己多么酷爱英语。可见，“趋时”大体指向外部关涉，关涉
“面子”上的事，跟自己内心的好恶关系不是太大的。这原本毋庸置疑，须得一议的是：这
里的时尚很可能成为一种压力，压迫人们划一了心志和产生超水平的企求。诸如就业上某些
职岗的过冷过热，诸如婚嫁时房子.车子被列为必要前提——面对种种时尚如骛趋之或心理
失衡，人们有理由拒绝“安分守己”.“安贫乐道”的慰勉，也同样有必要顾及具体的现实
条件和属于自己的选择。
如果说人除了是一种“物质”存在还分明是一种“精神”存在，那么，“与时俱进”跟
“顺时迁变”就不能是一回事。而且，执著于精神性的人还往往抱持跟时尚“对视”的姿态，
所谓“不随俗沉浮”
，大体描述了在物性和物化了的时尚面前保持一份心灵的高傲。
“不合时宜”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境界，是“抗尘走俗”与“超尘脱俗”的起始点。我
们无法在普遍的层面上要求人们都成就为精神上的“庞然大物”，可以肯定的则是：一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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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强健的人，一个有作为的人，一个不失尊严的人，无论是在春风得意中走马，还是在艰难
困顿中蹒跚，都不能是一个失落自我而为时尚左右的人。
（摘编自《啄木鸟》）
【注】性相：梵语，
“性”是事物内在的本质，
“相”是事物外观的表相。
10.下列对文章所说的“时尚”的理解，不正确
）（3 分）
．．．的一项是（
A.是一个时代的种种合力所形成的一时风尚，主要是审美旨意.心理趋向在公众与日常的表
征。
B.其公众性.盲动性.愉悦性和可仿效性特质，决定了其演化的广度.强度和速率的不断推进。
C.流行时间虽然不长，但不管人们是喜欢.接纳，还是厌恶.拒绝，也只能追随它的发展方向。
D.存在两面性，既可以成为淘汰旧事物.孕育新生事物的契机，也会成为酿造腐朽奢靡的温
床。
解析：C 项只能追随它的发展，说法错误。
答案：C
11.文章说，“‘趋时’是人类的天性”。请简要阐述你对这句话的理解。（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答案：①人具有“顺变”能力，能适应时尚。②人有“从众”心理，往往会趋时逐流。③人
都爱面子，易于屈从时尚的压力。
12.应如何正确面对“时尚”？请简要概括文章的观点。（3 分）
解析：本文的论述对象是“时尚”。文章的中心思想在每一段中都有明确的表述。我们可以
据此加以归纳。
答案：①要顾及具体的现实条件，不超越实际追求时尚。②在时尚面前要有自己的选择。③
要保持心灵的高傲，任何情况下都不为时尚所左右。
（二）文学类、实用类文本阅读（15 分）
本题为选做题，请从甲乙两类文本中选一类作答，不得再做另一类文本的题目。
（甲）文学类文本阅读（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15 题。
瓦
王剑冰
①瓦是屋子上面的田地，一垄一垄，长满了我的怀想。离开好久了，怀想还在上面摇曳
着。
②我不能进入瓦的内部，不知道瓦为什么是那种颜色。在中原，最黄最黄的土烧成的瓦，
也还是瓦的颜色。
③瓦完成了我们的先人对于土与火的最本质的认知。
④当你对瓦有了依赖的时候，你便对它有了敬畏。在高处看，瓦是一本打开的书。我拆
过瓦，屋顶搭下来的长板上，瓦像流水一样滑落，手不敢怠慢，一块块像码字样将它们码在
一起。
⑤屋子一直在漏。雨从瓦的缝上淌下来，娘要上到屋子上面去。娘说，我上去看看，肯
定是瓦的事。雨下了一个星期了，城外已成泽国，人们涌到城里，挤满了街道的屋檐和学校
走廊，后来学校也停课了，水漫进了院子。我说娘你要小心。娘哗哗地踏着积水走到房基角，
从一个墙头上到房上去。我站在屋子里，看到一片瓦在移动，又一片瓦动过之后，屋子里的
“雨”停止了，那一刻我感到了瓦的力量。
⑥鳞是鱼的瓦，甲是兵的瓦，娘是我们家的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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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风撞在瓦上，跌跌撞撞地发出怪怪的声音。那是风与瓦语言上的障碍。风改变不了瓦
的方向，风只能改变自己。瓦的翅膀在晚间巨大的空间飞翔。
⑧屋不嫌瓦丑，屋子实在支撑不住了，将瓦卸下，做好下面的东西再将卸下的瓦盖上去。
瓦是最慢的事物，从第一片瓦盖上屋顶起，瓦就一直保持了它的形态，到机器瓦的出现，已
经过去了两千年时光。
⑨我一直不知道由土而成为瓦，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叫做瓦的物质，竟然那么坚
硬，能够抵挡上百年岁月。瓦最终从颓朽的屋顶上滑落，在地上落成一抔土，那土便又回到
田地去，重新培养一株小苗。瓦的意义合并着物理和化学双重的意义。
⑩在人们走入钢筋水泥的生活前，瓦坚持了很久，瓦最终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伤害。
⑾一个孤寡老人走了，仅有的财产是茅屋旁的一堆瓦，那是他多年的积蓄，每捡回一片
较为完整的瓦，他都要摆放在那里，他对瓦有着什么情结或是寄望？他走了，那堆瓦还在那
里等着他，瓦知道老人的心思。
⑿邻家在瓦上焙鸡胗，瓦的温度在上升，鸡胗的香味浮上来，钻进我的嗅觉，我的胃里
发出阵阵声响，鸡胗越发黄了起来，而瓦却没有改变颜色。瓦的忍耐力很强。
⒀下雨了，我顶着一片瓦跑回家去，雨在地上冒起了泡泡，那片瓦给了我巨大的信心，
我快速地跑着，我的头上起了白烟，闪电闪在身后。
⒁瓦藏在草中。一坡萎顿又复生的草，一片不再完整的瓦，不知道谁将它遗失，它一定
承受过很长的岁月，没有可去处，不在这里又会去哪里呢？草里埋着各种形态的瓦。这是一
个废墟。我看到了瓦下面的时光、欢乐甚至痛苦。
⒂一片瓦在湖上飞。水上起了波澜，波澜变成花朵，瓦沉在花朵下面，等待重新开花。
⒃一条狗衔着一片瓦跑过来。不知道狗对这片瓦有什么情愫，难道它认得这瓦或这瓦的
主人？
⒄我不知道瓦的发音是如何出现的。瓦——，我感到那般亲切。好久听不到这种亲切了，
或以后愈加听不到这种亲切了。
（摘编自《人民日报》）
13.下列对作品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
）（
）（5 分）
．．．的两项是（
A.文章开篇运用比喻，引出我对“瓦”的怀想。“长满”形象地写出“怀想”的丰富，“摇
曳”写出了“怀想”的不时浮现。
B.第④段说“瓦是一本打开的书”，既形象地写出屋顶上“瓦”的形态，也为下文叙写瓦在
人们生活中的种种作用张本。
C.第⑤段描写“娘”在雨中修复屋顶这一细节，意在抒发“我”对“娘”的感激之情，表达
“我”对“娘”的深切怀念。
D.第⑦段说“风改变不了瓦的方向”，突出了瓦坚定不移的品性；“瓦的翅膀在晚间巨大的
空间飞翔”，写出了瓦的灵性。
E.文章运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写出了瓦的朴实无华与充满力量，启迪人们应该像瓦一样脚踏
实地，充实自我，有所贡献。
解析：C 项意在说明瓦的力量，瓦对屋子的重要性就像娘对我们的重要性。E 项托物言志的
手法有误。
答案：C E
14.“鳞是鱼的瓦，甲是兵的瓦，娘是我们家的瓦”这句话在文中有何作用？请简要分析。
（4 分）
解析：这种题型需沿着两种维度去思考，那便是内容上和结构上的作用。
答案：①结构上，收束上文，点明瓦的保护功能。②内容上，强调瓦对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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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人们对瓦的依赖与敬畏之情。
15.请根据文本，探析“我看到了瓦下面的时光、欢乐甚至痛苦”这句话的涵义。（6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地解读的能力。
答案：①（客观方面）对于土与火的结晶，先人早就有了认知；在漫长的岁月中，瓦已融入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②（主观方面）人们在生活中对瓦有着复杂的感情：既赞美瓦的无私，
感激瓦带来的快乐，也为瓦即将被取代而伤感难舍。
（乙）实用类文本阅读（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15 题。
那一种遥远的幽默
杨芳
①
①本来曹禺从南开转学到清华，一半是为了王文显 。他早就听说，这位外国语文学系
主任，对戏剧颇有研究。
②但听课后，他竟有些失望。从头至尾，王文显都在念英文讲义，而且年年如此，从不
增删。难怪教《近代诗歌》
的温源宁教授说，那情形“好似一个长老会的牧师正在主持葬礼”。
③即便在课下，他也枯燥无味。据说，学生登门拜访，大多是谈正事，说完便走，“没
有人逗留，也没有人希望延长约会时间”。
④他不苟言笑，瘦长白净的脸上，嘴角略微向下撇。1936 年外国语文学会的合影里，
他穿件深色的西服，搭配斜纹领带，背着手，和吴宓一左一右立在中央，满脸严肃。自 1915
年伦敦大学毕业，王文显便在清华教书，直至 1937 年学校南迁。其间，他历任教务主任.
代理校长和外文系主任。
⑤不同于为人的刻板，他写出的剧本却别有一番幽默，“没有丝毫沉闷无味之处”。
⑥在暗讽袁世凯称帝的喜剧《梦里京华》中，他写下一幕大小老婆争当皇后的闹剧：“大
太太喘气喘得活像夏天的狗。她旋转得眼花缭乱。一姨太太一个箭步跳到她身后，伸手要抓
她的头发。她没有抓住头发，仅仅撕下她的领子。”
⑦他的另一部英文喜剧《委曲求全》，写得则是教授勾心斗角的丑态。男主角是一位大
学校长，一出场，便抱着哈巴狗，大言不惭地对下人说：“我要不耍一点儿手腕，你想我能
维持五分钟之久吗？”
⑧这是这位代理校长的切身感受吗？人们不得而知。至少，在现实中不大看得出来。在
会议上，他不慌不忙，不东拉西扯；做事方面，他一丝不苟，“各个方面无疵可求”。甚至，
他永远一个样儿，抽烟斗，打网球，夏天穿短装，冬天换长袍。
②
⑨温源宁说他“像个固定的设备毫无改变”，调侃他为清华的“不倒翁”和“定影
液”：“没有他，清华就不是清华；有了他，不管清华还会再有多少变革，也依旧是清华。”
⑩与学生曹禺的悲剧不同，王文显的作品是喜剧，充满了嘲讽，令人捧腹大笑后若有所
思。
《委曲求全》在耶鲁大学演出时，
《波士顿报》一位记者评价：“柔和的.恶嘲的微笑……
实在是中国人对于喜剧的一种贡献。”
⑾“（他的作品）是那种坐在小剧场里，一边喝着咖啡和茶，一边细细品味的话剧。”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耀杰说。
⑿1990 年，正读研究生的张耀杰在资料室无意中发现一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志。
上面布满灰尘，旧得“翻几下就会烂掉”，其中介绍了王文显。不同于那个年代常有的慷慨
激昂，他的文字温文尔雅，很有情趣。
⒀“这种情趣充满了文人式幽默，没有火药味，温厚中带着一丝人文关怀。”张耀杰说，
“我们现在很少还有这种幽默。”
⒁只是这种情趣“缺乏战斗性”，这些文字也在以往的戏剧史研究中被忽略。出版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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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80 年代.被称为中国戏剧史权威著作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一书，732 页里对他的介
绍只有薄薄 4 页。“剧中所表现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基于这种精神对中国黑暗现
实的批判，是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的。”书中写道。
⒂清华大学图书馆东北角不远处，曾是王文显居住的北院住宅区。梁启超.朱自清等学者
也一度在这里居住。
⒃而如今，这里则是一大片草坪，稀稀拉拉种着柳树和杨树，有学生在看书，也有老人
推着童车，早已不复是“点点翠竹千般绿，几条小路尽文人”的景象了。
（摘编自《过去的那些人》）
【注】①王文显（1886-1968）：中国现代戏剧的重要先驱之一。②定影：把经过显影
的感光材料放入配好的药液里，溶去全部的卤化银，只留下银质的影像，并把影像固定下
来，不再变化。
13.下列对文章的概括与分析，不正确
）（
）（5 分）
．．．的两项是（
A.第②段说温源宁用“好似一个长老会的牧师正在主持葬礼”一语描述王文显上课的情形，
写出了他严肃、枯燥的授课特点。
B.第⑥段引用《梦里京华》对大小老婆争宠的生动描写，目的是为了突出袁世凯称帝的荒谬，
说明王文显的剧作别有一番幽默。
C.王文显的话剧作品文字饶有情趣，值得细细品味；他追求的风格与当时的社会潮流不尽吻
合，其作品透露出一定的人文情怀。
D.文章最后一段描写了王文显旧居周边的环境与情景，营造了肃杀悲凉的氛围，表达了作者
对王文显的深切怀念与沉痛哀悼。
E.“那一种遥远的幽默”意味深长，“遥远”既指王文显的喜剧已少有人知，也指王文显式
的幽默在如今的文学作品中已不多见。
解析：B“目的是为了突出袁世凯称帝的荒谬”错误，应是为了突出他写出的剧本不同于为
人的刻板，别有一番幽默。D“营造萧杀悲凉的氛围，表达作者深切怀念沉痛哀悼”程度过
重，表达过度。
答案：B D
14.文章已有“《梦里京华》”一例，为何还要例举“《委曲求全》”？请简要分析。（4
分）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信息的能力。
答案：①增强说服力，进一步突出王文显剧作别有一番幽默，肯定他喜剧创作的能力和影响。
②引出下文对王文显任代理校长时行事风格的叙写，形成对比，以突出王文显治校的持重务
实，一丝不苟。
15.请根据文本，探析“没有他，清华就不是清华；有了他，不管清华还会再有多少变革，
也依旧是清华”这句话的涵义。（6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地解读的能力。
答案：①（表层方面）王文显身上体现了清华的特质与精神，在清华有着重要的地位。②（深
层方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包容的治校理念，是清华的灵魂。坚守学术性和包容性，清华就
不会因为任何变革而改变；反之，清华将不再是“清华”。
四.语言文字运用（13 分）
16.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2 分）
我曾在图书馆里看到过《莫扎特作品集》
，卷帙浩烦的杰作整整摞满了一大书架，翻开
书页，那些跳动着的音符就是流淌在五线谱上的颗颗明珠，玲珑
（tī）透,洋溢着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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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春活力。
（1）根据括号内的拼音填写正确的汉字。
（1 分）
解析：本题考查辨析汉字字音字形的能力。
答案：剔。
（2）文中有一个错别字，请指出并加以改正。
（1 分）
解析：本题考查辨析汉字字音字形的能力。
答案： “烦”改为“繁”。 （1 分）
17.依次填入下面文字中横线上的词语，最恰当
．．．的一组是（ ）（2 分）
威尼斯是一座摇曳多姿的城市。泻湖里梦幻般流动的水波
着它，将它浸泡在
的光影里。清晨的雾气，阳光下的浮尘，任何一点点色调的变换都会让美丽的景致增添另一
番风情，恰如一位绝美的佳人随心更换着
的霓裳。
A.荡漾
变幻莫测
出人意料
B.簇拥
变幻莫测
风格迥异
C.簇拥
千变万化
出人意料
D.荡漾
千变万化
风格迥异
解析：①荡漾：形容水面起伏波动。簇拥：围着，聚成一团，许多的人围着一个人（或物）。
这里用拟人的手法，应为“簇拥”
。②变幻莫测：不规则地改变，无法推测。变化又多又快，
使人不可捉摸。千变万化：形容变化非常多；没有穷尽。根据语境应选“变化莫测” 。③
风格迥异：思想特点或艺术特点完全不同。出人意料（事物的好坏、情况的变化、数量的大
小等）出于人们的意料，在人们的意料之外。这里讲佳人更换霓裳，强调变换和不同，应为
“风格迥异”
。
答案：B
18.下面文字有一句有语病，请先写出有语病句子的序号，然后加以修改。（2 分）
①亚马孙研究所实施的“亚马孙生物圈-大气大规模”科研项目确认，②亚马孙森林正
在经历向生物物理紊乱状态过渡，③农业生产的扩大和气候变化是造成亚马孙森林生态紊乱
的主要原因。
有语病句子的序号：
修改：
解析：第②句话句式杂糅，要么去掉“经”
；要么补出“过渡”这一动词的宾语。
答案：② 删去“经历”（或：在“过渡”后补上“的过程”。）
19.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后面题目。（7 分）
材料 1：校门建筑是校园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功能是交通和安保。它与校园内
的教学楼.实验楼等一样，重要的是实用价值。因此，校门建筑首先应当注重实用。
材料 2：校门建筑是一所学校的“门面”，是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它应当具有一定的
文化内涵，并努力体现该校的办学理念。因此，校门建筑首先应当彰显校园文化。
你对校门建筑有何看法？请简要阐述。
（要求：表达简明连贯，言之成理；150 字左右。）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得体、准确”的能力。
答案：【示例 1】校门建筑的设计应秉持实用.简约.大方的原则。校门建筑是校园交通的门
户，是校园安全的锁钥，实现这两大功能是校门建筑的基本要求。在此前提下，再讲求造型
美观。因此，校门建筑要实用.简约.大方，而不应盲目攀比。那种一味追求高大.奢华，耗
巨资建造校门的做法，不仅造成很大的浪费，还会给学生带来不良影响。（共 146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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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校门在建筑造型和风格上应该具有鲜明的特点。它不仅要实用美观，还应该
与学校的办学理念相吻合。校门建筑是学校文化内涵的体现，是对该校历史文化积淀和办学
特色的诠释。因此，它应该是校园建筑的点睛之笔，和学校的其他建筑相协调。这就要求我
们，在校门设计上要讲究个性，不能千篇一律，应注重体现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五.写作（70 分）
20.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70 分）
我仰望着夜空，
感到一阵的惊恐：
如果地球失去引力，
我就会变成流星，
无依无附在天宇飘行。
哦，不能！
为了拒绝这种“自由”，
我愿变成一段树根，
深深地扎进地层。
上面的材料引发你怎样的感悟或联想？请就此写一篇不会少于 800 字的议论文或记叙
文。
要求：①必须符合文体要求；②角度自选；③立意自定；④题目自拟；⑤不得抄袭，不
得套作。
答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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