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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高三年级第二次综合练习

语文试卷
2017.5

（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满分 150 分）

本试卷共 8页。考生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将本

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本大题共 7小题，共 22 分。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7 题。

材料一

数据统计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 8.42%，而中国垃圾增长速度超过了 10%。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 70 亿吨。目前，全国已有 2/3 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

之中，且有 1/4 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垃圾问题已成为近年的热议话题。对于生活垃

圾、农业垃圾、建筑垃圾等，如何实施无害化处理，变废为宝，成为每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

展、建设科学生态系统的重要工作。

国内外广泛采用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发电等。其中，继传统

的卫生填埋之后，考虑到垃圾增量、土地资源紧张、循环利用等因素，不少国家开始加大焚

烧发电的规划。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一些发达国家便着手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据统计，

目前日本、丹麦、瑞士等国家的生活垃圾焚烧率达到 70%—80%。

不过，焚烧发电也并非是直接“变废为宝”。焚烧是一种能够处理混合垃圾的典型技术，

垃圾分类是焚烧的充分条件，它可以起到减少垃圾处理量、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燃烧工况、

提高发电效率等作用。受技术和工艺制约，发电时燃烧产生的有毒废气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

将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这也是居民担忧并导致焚烧厂建设受阻的原因。另外，垃圾发电

原理是将纸张、塑料、菜叶等生活垃圾经过分拣、干燥等工序处理后，进行高温焚烧，将焚

烧中产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发电所需助燃物量大，因此垃圾发

电成本很高，投资惊人。目前垃圾分拣存在很大难度，世界上采用垃圾焚烧的城市中约有一

半城市没有做到垃圾完全分类。

给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在我国，

垃圾分类仍然存在很大困难。一方面，巨型垃圾场内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倒，没有进行必

要的分类，使垃圾处理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民间自发的拾荒大军，虽在一定程度上变废品

为资源，但大多是无照经营，缺乏规范和检验，使垃圾在捡拾、收集、运输、加工过程中造

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取材于霍文琦《直击城市垃圾之困》）

1.根据“材料一”，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中国多半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

B．垃圾处理成为城市发展重要工作

C．垃圾焚烧发电能实现“变废为宝”

D．垃圾焚烧发电成本高且危害健康

2.根据“材料一”，下列关于“垃圾分类”的说法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垃圾焚烧的必要条件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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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垃圾分类加大垃圾处理难度

C．垃圾分类可以有限回收资源

D．拾荒大军对垃圾分类有贡献

材料二

常有人拿垃圾问题来批判工业文明。有学者反驳说，垃圾问题不是工业社会所独有，传

统社会也存在。“垃圾”一词，至少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了与现在大体一致的含义和用法。

但是工业化之后的垃圾，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看，与“传统垃圾”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批

判的矛头指向了工业文明。

从质的方面看，批判对象指向了作为工业文明基础的科学与技术。构成“传统垃圾”的

物质大多是大自然在自身的漫长演化中产生出来的，来于自然，也容易回到自然，所以传统

垃圾即使存在问题，也是局部的、缓慢．．的；构成现代垃圾的物质则大多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

制造出来的，这些物质在自然界缺少与之对应的微生物，难以降解。因而，垃圾问题以及与

之相关的污染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科技广泛应用的结果。

从量的方面看，批判对象指向了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与核心理念。工业文明的核心理念

就是“赚钱”，整个社会都以资本增殖为核心运行。一切经济链条，归根结底，都伴随着物

质与能量的转化链条，资本运行起来，则必然以科学技术为利器，不断地把森林、矿藏．．和天

然水体变成各种形态的垃圾——固态垃圾、液态垃圾、气态垃圾等。因而，垃圾问题是内在

于工业文明的，在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之内是难以解决的。由于垃圾问题之不可解决，工业

文明注定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

近年来，垃圾问题全面爆发，频频成为新闻头条。这表明工业文明的惯性过于强大，及

时转向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或许才能得以延续。生态文明不可能是工业文明的简单延续，而

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设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要对工业文明

进行全面批判，二是要从各个传统文明中汲取滋养。

很多非政府环境组织成员联合成立了国际性的“零废弃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零

废弃”理念，以减少垃圾的产生。例如，在加州洛杉矶附近的小城克莱蒙有一种生态屋，它

利用本地土壤作为建筑材料，屋墙使用了类似中国干打垒的技术，屋子的整体形状很像陕北

的窑洞，其经过特殊设计，可最大限度地节省能源和水源；波士顿还曾经展出过洛克菲勒·艾

比的马桶，它是一个瑞典人设计的专利产品，完全不用冲水，经过自身沉淀，粪便和厨余垃

圾自然地转化成有机肥，可以直接送到农田或者花园。

（取材于田松《在生态文明形态下解决垃圾痼疾》）

3.根据“材料二”，下列对“工业文明”的解释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3 分）

A．工业文明的科学技术制造了难以自然降解的垃圾物质

B．工业文明的科学技术应用越广泛制造的垃圾就会越多

C．工业文明对资本增殖的追求导致资源转变为各种垃圾

D．解决了垃圾问题就解决了工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4.根据“材料二”，解释“生态文明”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

B.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形态

C．建设生态文明首先应批判工业文明

D．生态文明是对各个传统文明的回归

5.根据“材料二”，推断下列商品最符合“零废弃”理念的一项是（2 分）

A．纽扣电池 B．纯棉衣物 C．共享单车 D．塑料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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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垃圾资源化之路的可行性毋庸置疑．．．．。当前，我国已有不少城市提出“垃圾分类”、“垃

圾资源化”的理念，未来，会有更多的地区加入这一行列。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一些地区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为“资源 → 产品 → 废弃物排

放”，这是一种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照此运行下去，必然会出现资源日益减少、

废弃物日益增多的局面，其结果必然发生资源和环境两个危机。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尽

快改变这种发展模式，走上人类在多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资源 →

产品 → 再生资源→ 再生产品”。

这是一种按照自然生态系统模拟出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而以生态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

提出了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垃圾中的大多数成分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垃圾减量化的目

标应放在综合利用上：即先把垃圾分类，再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利用起来，形成再生资源。分

开就是资源，混合就是垃圾。当前严峻的环境危机迫使人们对垃圾处理展开一场更加深入的

绿色革命。用循环经济的思维对垃圾进行综合利用，使垃圾资源化，生产再生产品，才是垃

圾处理的必然趋势。

垃圾危机也可变成商机。据有关报道，德国一些企业能提供从收集、运输到再利用的服

务，营业额丰厚；瑞士环保产业拥有欧洲最先进和最高效的垃圾再循环处理系统，进口国外

的垃圾，经回收处理后，赚取高额回报。这让我们看到垃圾处理的一线曙光。

（取材于赵章元《用循环经济思维处理垃圾》）

6.下列对三则材料中出现的字词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蒸汽：“汽”不可以写作“气”

B.缓慢：“慢”的第二笔是“丶”

C.矿藏：“藏”读“cáng”，取“储积”之义

D.毋庸置疑：可以写作“勿庸质疑”，“毋”读“wù”
7.请结合三则材料，简要概述解决城市垃圾之困的主要办法。（6 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4 分。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8—13 题。

威王问于莫敖子华曰：“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以．禄勉，以忧

社稷者乎?”莫敖子华对曰：“君王将何问者也?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

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有劳其

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

将何．谓也?”

莫敖子华对曰：“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

朝不谋夕，无一月之积。

“昔者叶公子高，定白公之祸，宁楚国之事，恢．先君以掩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

于诸侯。当此之时也，天下莫敢以兵南乡。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畛。

“昔者吴与楚战于柏举，两御之间夫卒交。莫敖大心抚其御之手，顾而大息曰：‘嗟乎

子乎，楚国亡之日至矣！吾将深入吴军，若扑一人，以与大心者也，社稷其为庶几乎?’

“昔吴与楚战于柏举，三战入郢①。寡君身出，大夫悉属，百姓离散。棼冒勃苏曰：‘吾

被坚执锐，赴强敌而死，此犹一卒也，不若奔诸侯。’于是赢．粮潜行，上峥山，逾深溪，蹠

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昼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浆无入口。秦王曰：‘寡人闻之，

万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谓也。’遂出革车千乘，卒万人，与吴人战于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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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败之。

“吴与楚战于柏举，三战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属，百姓离散。蒙谷负离次之典②以．

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

治。此蒙谷之功，多与存国相若．，封之执纒，田六百畛。蒙谷怒曰：‘谷非人臣，社稷之臣。

苟社稷血食，余岂患无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无胄。”

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耳?”

莫敖子华对曰：“昔者先君灵王好小要，楚士约食，冯．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

忍而不入；死之可恶，就而不避。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诚好贤，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取材于《战国策》，有删改）

【注释】①郢：楚国都城 ②离次之典：也叫“鸡次之典”，是楚国统领各个领域的国家

法律大典。

8.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恢．先君以掩方城之外 恢：发扬

B. 于是赢．粮潜行 赢：背负

C. 昼吟．宵哭 吟：吟诵

D. 冯．而能立 冯：同“凭”，凭借，依靠

9.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 分）

不以．禄勉 将何．谓也

蒙谷负离次之典以．浮于江 水何．澹澹

多与存国相若． 焉．能有之耳

若．君王诚好贤 焉．用亡郑以陪邻

10.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

身穿朴素的黑绸衣服上朝，穿着粗朴的鹿皮衣服居家

B. 若扑一人，以与大心者也，社稷其为庶几乎

你们如果能打倒一个敌人，（把敌人）来交给我，那么国家也许就胜利了

C. 苟社稷血食，余岂患无君乎

如果国家平安无事，我难道会去忧虑没有国君（而无官可做）吗

D. 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恶，就而不避

食物谁都想吃，但人们忍住了不吃；死亡谁都厌恶，但人们即使饿死了也心甘情愿

11.翻译下列句子。（5 分）

①（3 分）吾被坚执锐，赴强敌而死，此犹一卒也，不若奔诸侯

②（2 分）万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谓也

12.莫敖子华向楚威王讲述了五个“忧社稷”的臣子的故事，请各用一个成语概括他们的表

现。（5 分）

13.“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是一个有名的典故，请简要说明这一典故的寓意，并

自选一个角度谈谈看法。（5 分）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8 分。阅读下面的宋词，完成 14—17 题。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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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

辛弃疾

青山欲共高人①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烟雨却低回，望来终不来。 人言头上发，总

向愁中白。拍手笑白鸥，一身都是愁。

注：①“高人”，指叶衡，即叶丞相，南宋主战派官员，对作者有知遇之恩。

14. 下列对词句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青山”一句是说青山想同叶衡说话，表明词人此时此刻有攀附丞相之意。

B.“烟雨”两句写烟雨弥漫凄迷，无情地阻断了青山的脚步，使其无法前来。

C.“人言”二句是词人借用人们的一种说法，说人的头发因为愁苦可以变白。

D.结尾两句用拟人化的手法调侃，如果愁苦能催白头发，那沙鸥就一身是愁。

15.“联翩万马来无数”化静为动来写山，颇具情趣。下列诗句没有．．运用这种手法的一项是

（3 分）

A.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王维《山居秋暝》）

B.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宋祁《玉楼春》）

C. 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秋绕郭来。 （黄景仁《都门秋思》）

D.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毛泽东《沁园春·雪》）

16. 白居易《白鹭诗》云：“人生四十未全衰，我为愁多白发垂。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

上也垂丝 。”后人评价说，“白诗言愁显 ，辛词言愁晦。”请结合诗句简要说说你对这一

说法的理解。（4 分）

17. 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8分）

诗人在抒发情感、表达情怀时常常会运用典故。杜甫在《蜀相》一诗中，用“ ① ，

② ”，咏叹了诸葛亮病死军中功业未成的不幸；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一词中，借廉颇自比，“ ③ ， ④ ”，表达了词人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

陆游在《书愤》中，借用檀道济的故事，“ ⑤ ， ⑥ ”，写出了壮志未

酬的苦闷；刘禹锡在《陋室铭》中，用“ ⑦ ， ⑧ 。孔子云：何陋之有？”

说明主人因为 “德馨”，所以陋室不陋。

四、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4 分。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8—22 题。

母亲与小鱼

①那时这世界上还没有我，但已有那个人。那时十八岁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着那个人。

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据说那个人常有许许多多

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母亲那时包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风头

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十

八岁的母亲，眼睛骄傲天真，却有了一个人。

②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③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④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也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

国人，他还凑合着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

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⑤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她就真嫁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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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妈妈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

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荡气回肠

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

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认同。

她拿起小提琴开始拉“哆、咪”。她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枝笔，穿一件斑点了

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近走远。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

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厌烦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⑦她拿这一笑，去维持后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

尊严的日子。父亲的薪水没了。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

“吱呀”着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小鱼在父亲有薪水的时候是我家猫吃的。她警告我

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⑧几条小鱼被串起来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

上床，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涨．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没觉了，起身站在厨

房门口。

⑨“小孩子大起来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

被人捉了个准，“爸爸现在好瘦好瘦。”好像在征得我们原谅一样，喃喃的说。带信的人只

说父亲黑瘦了些，她心里的丈夫便形同枯骨了。

⑩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是

嗅嗅、看看，咽下一泡又一泡的口水。

⑾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想不到这种猫食会好吃。后来他没再提过小鱼的

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

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

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

窘。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也没意识到父亲的变化。

⑿又有许多出版社邀他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

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⒀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从北京寄来的信。他对我说：“是写给咱俩的，他要和妈妈离婚。”

他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

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到我们大起来，好有写这封信的一天。我们知道再无权

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⒁妈妈读完信，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

口气了。她看看我们兄妹，看出我们决不会帮她死乞白赖地将父亲拖回来，她知道她是彻底

孤立了。“他怎么会吃好饭，住在那种大饭店里。”几小时内，这是她唯一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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⒂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

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初阳中，它们是纯银色。

⒃父亲从此没回家。

⒄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

她。“去探你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

⒅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气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

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说“叫她别弄了！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我们却都忍不下

心对她这么说，我还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小鱼。

⒆朦胧中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在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

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⒇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找到父亲住的那个饭店，他已离

开了杭州，无处追踪。我对妈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

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

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呆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想，让自己让所有的

邻居、朋友都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

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

是被冷遇逐回的。

(21)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部电

影，就是在对门的小饭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22)等上了火车，我发现行李中少了那个装小鱼的竹篓。我没有提醒妈妈，它该是个最

痛的提醒。抑或，她有意将它遗失在那个角落。

(23)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

“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走开，不敢再听。

(24)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

还有一堆小鱼。我不阻止她，欣赏着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将一条小鱼铺平在案上，拇指的指

甲一推，去了鳞，再以小刀一剜，去掉内脏。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叫疼一

样的“吱呀”。她说：“再有场劳改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

他了，只有我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

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25)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

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

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26)这天父亲醉倒，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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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啊。我自然吞声，继母善良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取材于严歌苓同名小说）

18．对文中加点的词语，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唐突：冒犯，侵犯。

B．云消雾散：比喻事物消失得干干净净。

C．涨．在房子里：“涨”读 zhàng，充满，弥漫。

D．呕心沥血：形容费尽心思和精力。

19．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第⑥段，一个“紧”字表明母亲对爱的拙劣表达不仅让父亲非常恼怒而且厌烦不已。

B．第(21)段，同样的雨天、同一部电影、同样的馄饨，暗示母亲为人循规蹈矩了无趣味。

C．第(24)段，母亲盼望“再有场劳改就好了”，表明她对现在春风得意的父亲无比憎恶。

D．第(26)段，父亲酒醉后叫母亲名字，说明父亲即使不爱母亲也对母亲心怀一丝愧意。

20．文中第⑦⒂(24) 三段中，都描写了“竹凳”的“吱呀”声，请联系上下文，分别写出

三处“吱呀”声的不同内涵。（6分）

21. 请结合作品内容，简要分析题目“母亲与小鱼”的含意与作用。（5 分）

22.“爱情”是文学不变的主题。文中母亲与父亲的爱情，能引发你什么样的思考？请从《红

楼梦》《边城》《红岩》《平凡的世界》中任选一组人物（如贾宝玉和林黛玉、江姐和彭松

涛……），结合相关情节，谈谈你对爱情的理解。（8 分）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2 分。

23．微写作。（12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50 字。

①“成人礼”是高三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一道风景。某学校为确定一次“成人礼”的主题，在

责任、感恩、梦想、拼搏……等主题词中反复推敲，难以决断。请你帮助选定一个主题词，

并阐述选择它的理由。

②提到吃，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深刻的记忆。请描写一个“吃”的画面，要求内容具体，语

言生动形象。

③在你读过的作家中，总有一个作家是自己心仪的，请以“致××”为题（如“致鲁迅”），

给他（她）写一首小诗，或给他（她）写一段抒情文字。

24．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文。不少于 700 字。

①《母亲与小鱼》一文中写道，“据说那个人常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

都险些被他忽略”。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或事被我们忽略，有些忽略或许应该，有些忽

略或许不应该……请以“忽略”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②眼下在一些学校、公司和公开场所的宣传栏里，常常能见到一个大大的“赢”字，特别醒

目。其实如何理解“赢”，如何对待“赢”，如何“赢”，为什么要“赢”……却令人深

思。请以“我说‘赢’”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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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高三年级第二次综合练习

语文学科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2017．5

一、（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2 分）

1.（3分）D

2.（3 分）C（选 D 给 1 分）

3.（3分）D

4.（3 分）D

5.（2 分）B

6.（2 分）D

7.（6 分）

要点：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建立生态文明，倡导“零废弃”理念，

减少垃圾产生；用循环经济模式处理垃圾问题，使垃圾资源化。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8.（3分）C（吟：悲叹）

9.（3 分）D 焉：副词，哪里，怎么（A 以：介词，因为；连词，相当于“而”；B何：代词，

什么；副词，多么；C 若：动词，同,相当；连词，如果）

10.（3 分）B（应为：你们如果能打倒一个敌人，助我一臂之力，我们楚国也许就不会灭亡

了吧）

11.（5 分）

①（3 分）我如果身披铠甲手执武器，与强敌作战而死，其作用也只像一个士卒而已，不如

跑到诸侯那里去求援。

②（2分）大国的君王，如果得罪一个志士，国家大概就危险了，说的就是今天这种情况。

12.（5 分）

令尹子文：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安于清贫

叶公子高：功勋卓著、功不可没、劳苦功高

莫敖大心：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奋不顾身、赤胆忠心

棼冒勃苏：精忠报国、赤胆忠心、忠肝义胆、赤血丹心

蒙谷：高识远见、远见卓识、淡泊名利

13.（5 分）（寓意 2 分；分析 3 分）

寓意：处于上层和高位的人重视什么或有什么爱好，下面的人就一定会奉承、会喜欢，或重

视得更强烈、更极端。

角度 1：对于位高权重的人来说，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必须谨慎，因为直接关系到下级执

行的问题，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

角度 2：讨好上级，投其所好，盲目跟风，其下场可悲；

角度 3：个人易受权势的影响，故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尤为可贵。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14．（3 分）A

15．（3 分）A

16.（4 分）（白诗和辛词作比较说明，各 2分）

答案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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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诗直接抒情，一二两句说虽然自己刚到四十，身体还没有完全衰老，但因为愁多苦闷，

已然满头白发了，感叹年华易老；辛词间接抒情，上片用青山作类比，含蓄地表达了词人想

得到赏识而不得、想报效国家而不得的愁苦。

答案示例二：

两诗虽然都借动物来写愁，白诗相对直白，辛词更加隐晦。白诗三四两句无疑而问，说

你白鹭没有愁苦为什么满头垂丝，借此说明自己是因为愁苦而满头白发，这就比较直接；辛

词下片借调侃沙鸥浑身都是愁，用轻松诙谐的方式，含蓄地写出了词人的愁苦，愁苦更加隐

晦。

17.（8 分）

①出师未捷身先死

②长使英雄泪满襟

③廉颇老矣

④尚能饭否

⑤塞上长城空自许

⑥镜中衰鬓已先斑

⑦南阳诸葛庐

⑧西蜀子云亭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4 分）

18．（2 分）A（莽撞，冒失）

19．（3 分）D（A“非常恼怒而且厌烦不已”理解有误； B“循规蹈矩了无趣味”理解有误；

C“无比憎恶”理解有误）

20．（6 分）（意思对即可）

第⑦段写竹凳的“吱呀”声，暗示生活艰辛，表达了母亲对父亲甘心付出的爱；（2分）

第⒂段写竹凳的“吱呀”声，意指父母婚姻的破裂，传达出母亲面对父亲的无情打击，内心

无比痛苦，但爱依然没变；（2 分）

第(24)段中竹凳的“吱呀”声，暗示母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写出了母亲对父亲恒久的爱，

矢志不渝，令人心疼。（2 分）

21．（5 分）

含意：

“小鱼”本是猫食，却被母亲精心制作成酥脆可口的食物，送给父亲；“小鱼”是母亲热

爱父亲的全部寄托，象征着母亲的爱的卑微、朴素。（2分）

作用：

（说明标题与小说内容的关系 1 分，揭示小说的主题 1 分，说明标题本身的特点 1 分）

答案示例：

以“母亲与小鱼”为题，贯穿起小说的全部内容；（1 分）暗示了小说的主题，引发读者对

爱情的反思；（1 分）标题含蓄蕴藉，耐读，令人回味。（1 分）

22.名著阅读（8分）

【评分参考】对爱情有自己的判断和观点，2 分；能结合原文分析，2 分；能结合名著故事

情节分析，4 分。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2 分）

23．（12 分）

【评分参考】①依据题目要求，以 5分为基准分上下浮动；②超过字数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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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0 分）

作文评分参考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2 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意、有文采的，

可得 46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3 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比较

突出的，可得 37 分以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5 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较好

的，可得 29 分以上。

四类卷

（24—0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4 分为基准分，向下浮动。

说明：作文没有题目，扣 2分。

每 3个错别字减 1分，重复的不计。

字数不足，每少 50 字减 1 分。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楚威王问莫敖子华说：“从先君文王到我这一辈为止，真有不为爵位而勤勉，不因俸禄

而努力，而忧虑国家安危的大臣吗？”莫敖子华回答说：“君王您问的是哪一类大臣呢？有

为官清廉，安于贫困，而忧虑国家安危的；有使自己的爵位尊崇，使自己的俸禄丰厚，而忧

虑国家安危的；有断头剖腹，不怕牺牲，不顾个人利益，而忧虑国家安危的；有劳其筋骨，

苦其心志，而忧虑国家安危的；也有不为爵位而勤勉，不因俸禄而努力，而忧虑国家安危的。”

威王说：“您这些话，说的都是什么人呢？”

莫敖子华回答说：“从前令尹子文，身穿朴素的黑绸衣服上朝，穿着粗朴的鹿皮衣服

居家；黎明即起，就去上朝；太阳落山，才回家吃饭；吃完早饭就顾不上晚饭，连一月的粮

食也没有积存。

从前楚国叶公子高，平定了白公之乱，使楚国得以安定，发扬了先君的遗德，影响到

长城之外，四方诸侯都不敢来犯，使楚国的威名在诸侯中未受损伤。在这个时候，诸侯都不

敢出兵南侵，叶公子高的封地有六百畛的土地。

从前，吴、楚两国在柏举交战，双方军队之间，士卒已经交战在一起。莫敖大心拉着

驾车战士的手，望着他们叹息说：‘唉！各位啊！楚国亡国的日子就要到了，我要深入吴军，

你们如果能打倒一个敌人，助我一臂之力，我们楚国也许就不会灭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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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吴、楚两国在柏举交战，吴军连攻三次，攻入楚都，我们国君逃亡，大夫都跟

随着逃跑，百姓流离失所。棼冒勃苏（申包胥）说：‘我如果身披铠甲手执武器，与强敌作

战而死，其作用也只像一个士卒而已，不如跑到诸侯那里去求援。’于是，他背负干粮秘密

出发，越过高山，渡过深水，鞋子穿烂了，脚掌磨破了，裤子穿破了，露出了膝盖，走了七

天，到了秦王的朝廷，日夜悲叹哭泣（希望得到秦王的同情）。经过七天，也未能面告秦王。

他就滴水不进。秦王说：‘我听说，大国的君王，如果得罪一个志士，国家大概就危险了，

说的就是今天这种情况。’于是，秦王派出战车千辆，兵士万人，与吴军战于浊水之上，大

败吴军。

吴、楚两国在柏举交战，吴国连攻三关，攻入楚都，楚君逃亡，大夫跟随着逃跑，百

姓流离失所。楚臣蒙谷背上楚国法律离次大典，乘船浮于江上，逃到云、梦地区。以后楚昭

王返回楚都，百官无法可依，百姓混乱；蒙谷献出了离次大典，百官便有法可依，百姓得以

很好地治理。蒙谷立的这个大功，差不多与保全楚国相当。于是，楚王封他为执纒的官位，

给他封田六百畛。蒙谷生气地说：‘我并不是某一个国君的大臣，我是国家的臣子；如果国

家平安无事，我难道会去忧虑没有国君（而无官可做）吗？’于是他隐居在磨山之中，至今

仍无爵禄。”

楚王叹息道：“这些都是古人，现在哪里还有这样的人啊？”

莫敖子华回答说：“从前，先君楚灵王喜欢细腰，楚国的士大夫就节食，以致要扶着

东西才能起立，坐在马车上的人要站起来，一定要借力于车轼。食物谁都想吃，但人们忍住

了不吃；死亡谁都厌恶，但人们即使饿死了也心甘情愿。大王您只是不喜好贤臣而已，如果

您真是喜好贤臣，上述这五种贤臣，都是可以被大王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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