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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启用前【考试时间：2020 年 11 月 9 日上午 09:00—11:30】 

峨眉二中 2018 级高三 11 月考试 

语文 
出题人：商宇丹   审题人：陈传义 

注意事项： 

1.本次考试采用网上阅卷，考后试卷由学生自行保管，答题卡必须按规定上交。 

2.答题前，考生务必在答题卡上将自己的姓名、班级填写清楚。选择题答案进行填涂时

请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

答案，答在试题卷上无效。 

3.主观题作答时，不能超过对应的答题边框，超出指定区域的答案无效。 

一、现代文阅读（36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 

新技术当真是最伟大的“改变者”。如果以山峰为喻，从山脚的村歌社鼓，到山

巅的阳春白雪，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文化构成的群落，拼贴出文化中国的

四季春秋。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的层峦叠嶂架起了高速索道，不必费力攀爬，

便可悠游其间、览尽风光。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

有“情怀党”；既有痛心质问“传统文化怎么了”，也有娓娓道来“告诉你一个真实

的美国”；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

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

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实体书店

和报刊亭逐渐凋零，城市正在失去文化之肺……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

我们的阅读吧！甚至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

的文化焦虑。尼采曾对报纸的出现怒不可遏，认为这意味着忙乱、廉价的“短暂之物”

取代了“永恒之物”。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

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

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从另一个角度给出历史的惯例：越是

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

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互联网，微博是近 6 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

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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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

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

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学者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

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

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不必过分沉溺于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

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但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

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

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

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时代变迁，技术条件升级，人

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

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化空气日益稀薄，作者十分痛心，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 

B．任何一次技术手段升级，都会引起文化焦虑，这是近几个世纪以来文化史上所特

有的现象。 

C．海德格尔等人的忧思表明，拥有文化话语权的草根精英能更早接受新事物、拥抱

新的文化场。 

D．当代文化人要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和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网络文化，加

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章第二段描述了各种类型的文化景观，是为了论证新技术所造就的文化中国的

四季春秋这个观点。 

B．文章第四段运用了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和因果论证，论证了技术手段升级所引起

的文化焦虑。 

C．文章借学者的话指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的特点，进而提出主流文化建设者所

应有的态度，回答了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 

D．文章先阐述新技术带来的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然后论述这个局面引发了一些人

的担忧，最后作者提出当代文化人应担当的历史使命。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技术使人们可以更便捷地游览文化中国的不同风光。 

B．不必过分沉溺于文化乡愁，不闭关自守，这是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到来，主流

文化建设者应有的态度。 

C．加厚信息时代文化土层，只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就会走向“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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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士志于道”是中国文化与文人的光辉传统，为时代文化加厚土层应成为当代文

化人的历史使命。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材料一 

身体为抵抗病原体,具有“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两阶段防御系统。

病原体侵入体内的最初数小时,非特异性免疫最先迅速作用,各种免疫细胞展开对病

原体的攻击。随后,特异性免疫开始作用。“T 细胞”作为特异性免疫中一种特殊的

免疫细胞,能获取病原体的信息并激活同为免疫细胞的“B 细胞”，下达使其合成“抗

体”的指令。接收到指令的 B 细胞大量产生抗体,借助抗体破坏病原体。另外,部分 T

细胞等免疫细胞能够通过破坏感染病原体的细胞,阻止感染的扩大。特异性免疫就是

借助这样的机制，发挥强大作用，消灭病原体的。 

由于部分 T细胞和 B细胞能够存储病原体的特征信息,因此,当曾经感染过的病原

体再次侵入时,人体能够迅速杀灭该病原体,这被称为“免疫记忆”。疫苗,就是利用

了这一免疫机制,将病原体的特征信息提前储存到 T 细胞和 B 细胞这些免疫细胞中,

成为人类用来抵抗病毒、细菌等病原体的有力武器。 

（摘编自《面对疫苗,我们在犹豫什么》，《科学世界>2020年第 1 期） 

材料二 

新冠病毒的研发,多个国家不同研究团队有不同的技术方案,有的传统,有的新锐。

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减毒活疫苗,采用的是活性病毒,经改造使其毒性减弱失去致病性。该疫苗

免疫效果好,生产成本不高,但研发时间长,还有低概率致病风险。第二种是灭活疫苗,

又叫死疫苗,同样是最传统的疫苗。该疫苗采用的病原体已失去活性,但表层蛋白仍可

触发免疫反应。这两种疫苗的研发及生产涉及病毒培养,生物安全要求较高。 

重组蛋白疫苗安全性好,不需要分离获得病毒毒株,只要根据病毒的序列,表达出

大量的病毒抗原蛋白,制成疫苗即可。简单点讲就是“给人打病毒表面 S 蛋白”。而

核酸疫苗（DNA 疫苗/mRNA 疫苗）则是给人体注射病毒抗原蛋白的编码核酸,利用人体

细胞自己去合成病毒的抗原蛋白而产生免疫应答。这种开发技术新颖,目前全球尚无

一款获批上市。 

陈薇院士团队正在做二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属病毒载体疫苗,他们将改造后

的无害腺病毒作为载体,装入新冠病毒的 S 蛋白基因,制成疫苗。无害的腺病毒戴上 S

蛋白的“帽子"，假装自己很“凶"，让人体产生免疫记忆。 

所以,打个比方,如果减毒活疫苗是“将野兽驯化为坐骑”，那么灭活疫苗就是

“____①______”；重组蛋白疫苗是“_____②______”，核酸疫苗就是“_____③_____”，

病毒载体疫苗则是“_____④_____”。 

（摘编自果壳网《新冠疫苗到底多久才能面世？》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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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DeepTech：目前各国都在加速疫苗研发,据说最快只要 12 或 18 个月，但大部分

已有疫苗研发都是几十年才获得成功，请问新冠病毒疫苗能这么快成功吗？ 

张林琦:确实可以这么快。因为传统技术的平台很成熟了,新技术应用如 mRNA 技

术可以加速开发。再加上社会需求急切的情况下，各方面都会加倍努力来缩短这个开

发时间,所以一定会冲破一些过去的慢节奏。 

DeepTech：也有权威专家说,不排除疫苗开发会失败。您觉得会有这种可能吗?  

张林琦:会有这种可能。新生事物,没有谁能保证百分百会成功。但我们一直在全

力以赴。我国为增加胜箅几率,同时展开了五条研发路线。针对这五条路线,还设疫苗

开发专班负责协调研发单位,组织相关的专业人员，早期介入，全程参与，研审联动，

全力推动疫苗研发工作。 

DeepTech: 新冠病毒疫苗研发上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张林琦:首先要安全,其次要诱导出可以阻断病毒进入细胞的抗体,第三要避免出

现不利的免疫反应或者副作用。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疫苗成本和可及性。 

摘编自《专访清华大学张林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文网 2020 年 5 月 7 日) 

材料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完成了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分离出病

毒毒株,并在第一时间提交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信息。早在 1 月 22 日,科技部第

一批启动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技应急攻关”项目里,快速研发疫苗就是其一。虽说疫

苗从研发到生产是个长链条,但我国有整合全链条资源的优势，可同步推进研发、审

批、生产各个环节。所以,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工作预估会比 SARS 疫苗进展顺利。 

(摘编自《科学看待新冠病疫苗研发》，《人民日报》2020年 4月 20 日) 

4.下列对材料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疫苗成为人类对抗病原体的有力武器,利用的是人体的特异性、非特异性免疫机制

以及细胞的“免疫记忆”功能。 

B. T 细胞作用不可小觑,它能获取病原体的信息,激活 B 细胞并对其下达合成抗体的

指令，有些甚至能阻止感染扩大。 

C.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是采用传统研发技术方案的疫苗,它们都需要培养并获取病

毒毒株，有一定的生物安全风险。 

D.安全、有效、无害、低成本、可及性等都是疫苗研发必须考虑的因素,一般来说，

疫苗的研发耗时较长。 

5.材料二①～④空缺处依次填入短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将野兽制成标本” “人工合成野兽皮毛” “直接使用野兽皮毛” “披着羊皮

的狼” 

B.“让野兽进入昏睡”  “直接使用野兽皮毛” “人工合成野兽皮毛”“披着羊皮

的狼”  

C.“让野兽进入昏睡”   “人合成野兽皮毛”  “直接使用野兽皮毛”“披着狼皮

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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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将野兽制成标本” “直接使用野兽皮毛” “人工合成野兽皮毛” “披着狼皮

的羊” 

6.结合材料三和四,请概括我国有可能较短时间内研发成功新冠疫苗的依据。（6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 题。 

炉火 

张炜 

冬夜，听不到炉火熊熊燎动之声。那是多么好的声音，它，甚至可以驱走心中的

严寒。 

仍能想起无数个那样的夜晚，炉火旁，我们不停地阅读。几个人屏息静气，一杯

热茶，一点跃动的灯火，就是最为幸福的时刻。 

那是个贫寒岁月。朋友们除了一副背囊，一腔热情，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都有

阅读的习惯，甚至还有写作的习惯——挤在油灯下，炉火旁，就有了一场精神会餐。

他们也许是稚嫩的，他们还多么年轻。可是他们身上却闪烁着自尊的光芒。他们比那

些为另一些东西而奔波的油头粉面者要高贵十倍。他们当时衣衫破旧，头发脏乱，脸

上带着灰尘，脚上和手上还留着劳作留下的创伤，粗浊的山地和外省口音也无法掩去

真知灼见，并使这场辩论显得特别激烈，他们的纯美见解没有被记录，却可以被记忆。 

今天再没有那样的炉火了，没有那样的聚会，那样的痴情、那样浪漫和纯粹的情

怀。真的难以寻觅。 

如今在乡间，在闹市，在中心，在边陲，哪里还可以找到那样的炉火?那是过时

的风尚、是陈旧的迹象……首先是心中的炉火熄灭了。人们在为另一些东西所激动，

为原始的欲望而奔波。他们丢失了当年的背囊。 

在世纪之交的喧嚣中，唯独失却了炉火。我们从那些动人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在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在那片与我们毗邻的土地上，一大批杰出的人物，像东方某个时

期的一些人物所面临的状态一样。在社会的转折期，在世纪的交汇期，他们当中有贵

族，也有贫儿；有艺术家、音乐家、思想家，也有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的壁炉正熊

熊燃烧，炉火旁纵论天下，通宵达旦。那是为真理和艺术奔走相告的一种激情。炉火

像他们的豪情一样烈焰腾腾。伟大的心灵在跳动，他们用双手迎来一个思辨的时代。

他们开拓了伟大的视野，传播了诗与真，在整个人类的思想和艺术史上占有光辉一页。 

最初这声音只在炉火旁，在一个角落；但由于它闪烁着真的光芒，终于越过斗室，

走向化作滚滚雷鸣，如闪电照亮天际。 

不仅是对炉火的憧憬，而且是追求真实、追求人生大境界的本能，又使人接近了

那燃烧的火焰。 

记得十几年前那个夜晚，一拨年轻人聚集在一个场所，交流自己的阅读和崭新的

见解，言辞愈来愈激烈，气氛愈来愈火爆。春寒一扫而光，他们个个热汗涔涔，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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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白汽……那都是关于人生、哲学、艺术，关于古代和今天，关于切近我们生活的

历史，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推论……那些纯洁而深刻的思想与他们的年龄或不相称：他

们唇边刚刚生成一层茸毛，睫毛微翘，星光下闪烁一片明亮的眸子。 

那场令人神往的大辩论，像巨石投入水中、波纹荡到遥远。这声音来自我们民族

精神的深远贮藏，它使人想到春秋战国时期奔走天下、纵论时事的诸子；想起提出“百

家争鸣”的稷下学宫；想起那些互不谦让、口齿锋利、“日服千人”之士。 

物质主义盛行的时刻是远没有那样的气势的。一种无所不在的萎靡只会把人的精

神向下导引，进入尘埃。人没有能力向上仰望开阔的星空，没有能力与宇宙间的那种

响亮久远的声音对话。当每个人心中的炉火渐渐熄灭之时，就是无比寒冷的精神冬季

降临之日。这种寒冷将使人不堪忍受。当有人怀念炉火之时，往往已为时过晚了。 

但火种总会贮藏在一些特殊的角落里，它们远未熄灭。它们即便是在最寒冷的时

候还仍然在那儿默默地燃烧，酿成一片炽烈。那是心中的火，不灭的火，是生命之火。

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绞杀生命的火种。正是这火种，最终给人类带来光明。生命之光即

是永恒之光。 

7.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手法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作者开篇点题“那是多么好的声音”，因为炉火不仅能带给人身体的温暖，伴随炉

火的阅读更能给人以精神温暖和希望。 

B.作者笔意纵横，再现了多个特殊的时代年轻人伴着炉火读书、辩论的场景，用大量

笔墨真实刻画炉火熊熊燎动的画面。 

C.文中引用十九世纪俄罗斯杰出人物的事例，既证明“纵论天下”有着无限力量，又

证明精神追求是一个世界共同的话题。 

D.文题“炉火”不仅充当线索串联内容，而且以小见大，象征对知识、真理的渴求，

炉火的失去就意味着一种精神的失去。 

8.赏析文中画线部分的语言特点。(6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第三段明明是在写一场精神会餐，为何要对辩论的青年们进行外貌描写呢?请结合

文章简要分析。(6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古代诗文阅读（34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 10~13 题。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

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
①
，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

奸剽攻，休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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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着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

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
②
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使人微知

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

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踞．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

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

更
③
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

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

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

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

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

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

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
④
，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

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

千余万。 

（节选自《史记·游侠列传》) 

[注]①阴贼：阴狠残忍。②嚼：把酒喝尽。③践更：受钱代人服役。④中訾：资产达

到豪富的数额，泛指富有。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

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 

B.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

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 

C.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

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 

D.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

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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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踞，坐在地上两脚张开，形状像箕，是一种轻慢傲视对方的姿态。 

B.客，指权贵家里豢养的帮闲或办事的人，是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C.将军，即大将军，先秦、两汉时将军的最高称号，唐后渐成虚衔。 

D.布衣，粗布衣服，因古代平民穿麻布葛衣，布衣便成了平民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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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解小时候残忍狠毒，不惜牺牲生命去替朋友报仇，不法活动不胜枚举。成年后他

仗义行侠，但本性未变，为小事突然怨怒行凶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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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郭解面对不尊敬他的人，不认为对方有罪过，而是反思自我。他用暗中嘱托尉史减

免那人服役的方式向其示好，最终获得那人的接受与仰慕。 

C.郭解帮忙调解矛盾，调停后嘱咐对方在自己离开后让洛阳豪杰从中调解，可见他受

人之托为人办事尽心竭力、考虑周全，不夸耀自己的本领。 

D.郭解严于律己，待人恭敬，办事合宜。城中少年及附近县城的贤人豪杰十分仰慕他，

争着为他效力，时至半夜上门拜访的车子仍有十多辆。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5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

（5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 14~15 小题。 

法曲献仙音
①
·秋晚红白莲 

吴文英 

风拍波惊，露零秋觉，断绿衰红江上。艳拂潮妆，澹
②
凝冰靥，别翻翠池花浪。

过数点斜阳雨，啼绡粉痕冷。 

宛
③
相向。指汀洲、素云飞过，清麝

④
洗、玉井晓霞佩响。寸藕折长丝

⑤
，笑何郎

⑥
、心似春荡。半掬微凉，听娇蝉、声度菱唱

⑦
。伴鸳鸯秋梦，酒醒月斜轻帐。 

[注]①法曲献仙音：词牌名，又名“越女镜心”“献仙音”。②澹：恬静、安然的样

子。③宛：宛如。④清麝：清冽的麝香气息。⑤寸藕折长丝：折断寸藕可见长丝。⑥

何郎：三国时的何逊，人称粉面何郎。⑦菱唱：采菱人所唱之歌。 

14.下列对这首词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上片写到的深秋时节江边莲花的衰败，烘托了翠池中莲花的鲜艳美丽。 

B．上片后两句写斜阳下的几点雨丝使词人觉得莲花在为秋尽冬临而流泪。 

C．下片前五句写红、白两朵莲花并立美态、清冽的香气和飒飒的声响。 

D．下片后八句以三国时何逊自比，表达了对陪伴自己身边的爱人的深情。 

15.本词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请简要赏析。（6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劝学》中，荀子认为笔直的木材制作成车轮之后就“_____________”，然后进

一步设想木材“____________”也不会再变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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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敦颐《爱莲说》中借荷花表达在莽莽红尘中没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的感慨的句

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琵琶行》总写琵琶女的演奏时，先用“____________”写其校弦试音，接着诗

人用“_________________”来赞叹，一个“情”字写出了琵琶女的内心世界是波涛

汹涌的。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9 题。 

清代以来，盆景文化已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山石还是植物盆景已不再是宫廷

或文人雅士的独享，而成为家家户户陈设中必不可少之物。盆景集自然与园林之妙，与庭

院民宅相衬，装饰居室。清代的园艺和盆栽著述丰富，大量汇编和辑录前人成果。盆景的

普及，使得这一______________融入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年节物件中的表现对象，

也用于佛前供养，民间皮影戏中的道具，还是摄影术刚刚传入中国后，拍照中常用的背

景……这些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盆景生动地______________了当时的民俗风情及市井生活，

反映出人们______________的娱乐消闲和对平安祥和的向往。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虽由人做，宛自天开”是其

在美学上的终极目标。盆景文化______________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它成为当代

体验园林文化，打造诗意栖居环境的重要抓手。今天我们透过“盆景”这一小小的隔窗，

可赞园林文化的发展及精神内涵甚至是中国盆景文化，亦可深思古人非凡的创造力和丰富

的想象力。 

17.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项是(     ）（3分） 

A.题材    展现    丰富多彩    生发 

B.体裁    再现    丰富多彩    深埋 

C.题材    再现    琳琅满目    生发 

D.体裁    展现    琳琅满目    深埋 

18.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项是（     ）(3分) 

A.微观的园林呈现为盆景,园林是自然山水的浓缩。 

B.盆景是微观的园林,园林是自然山水的浓缩。 

C.园林浓缩成自然山水,微观的园林呈现为盆景。 

D.盆景被浓缩成微观的园林,园林是自然山水的浓缩。 

19.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3分) 

A.可赞中国盆景文化甚至是园林文化的发展及精神内涵,亦可深思古人非凡的创造力和丰

富的想象力。 

B.可深思中国盆景文化甚至是园林文化的发展及精神内涵，亦可赞古人非凡的创造力和丰

富的想象力。 

C.可赞古人非凡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亦可深思中国盆景文化甚至是园林文化的发展

及精神内涵。 

D.可赞古人非凡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亦可深思园林文化的发展及精神内涵甚至是中

国盆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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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

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12 个字。（6 分） 

与一代征信系统相比，二代征信系统在信息采集、产品加工、技术架构和安全防

护方面，_____①_____。一是优化丰富信息内容，提升信息采集的扩展性、灵活性和

便利性，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信息主体信用状况。二是优化信用报告展示形式和生

成机制，提升信用报告的易读性、适应性和便捷性。三是改进系统技术架构，支持系

统快速扩展和资源优化，大幅提升信息采集和征信服务效率。四是_____②_____，加

强用户身份管理、信息传输管理等，确保征信信息安全。鉴于二代格式信用报告更为

全面、及时地反映了个人和企业的信用状况，建议个人和企业及时关注自身信用状况

变化，切勿过度负债，按时足额还款，_____③_____。 

21.请对下面这段新闻报道的文字进行压缩，要求保留关键信息，句子简洁流畅，不

超过 60 个字。（5 分） 

近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街道韩家村发掘了一座完整

的隋代家族墓园——隋王韶家族墓园。该墓园由方形围沟和 7 座墓葬组成，面积 2.1

万平方米。其中，王韶墓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出土各类随葬品 67 件(组)。据悉，

隋王韶家族墓园规模宏大，结构完整，墓主身份明确，出土物较为丰富，为北周至隋

家族墓地的特征、成员的埋葬规律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写作（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近年来，“质疑”似乎成了许多人的一种习惯。23 岁的青岛女孩鲁若晴被确诊患有白

血病后，在微博中记录抗癌故事。然而，一些网友怀疑她是网络炒作的虚拟人物；甚至有

媒体和网友宣称，介绍鲁若晴故事的人在炒作中获利。最后经媒体实地探访，鲁若晴确有

其人，相关质疑无中生有。 

河南商丘一名男子每天携妻子以捡垃圾的方式晨练，被网友称为“街净哥”。这本来

是一件值得赞扬的好事，但遗憾的是，当得知这名男子是一名官员时，不少人便开始质疑，

“作秀炒作论”甚嚣尘上。 

请综合以上材料，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