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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 2018—2019 学年度第二学期综合练习（一）

高三语文 2019.4

本试卷共 10 页，共 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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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7 题。

材料一

对都市圈副中心级城市发展的研究始于对“城市病”的关注。以北京为例，北京“城市

病”的主要成因，不是全行政区的人满为患，而是中心城区的人挤为患。导致人挤为患的主

要原因在于北京“同心圆”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商业、文化、教育、医疗等功能过度集聚

在中心城区内。要缓解北京“城市病”，关键在于大力疏解中心城区的功能、避免过度集聚。

近十年来，为改变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方式，北京市不断研究新的空间功能布局方案，从已建

成的重点新城即可窥见一斑．．．．。然而事实是，通州、顺义、大兴等重点新城由于规划规模偏小、

配套服务滞后、功能不完整，职住严重分离的弊端难以缓解，不仅不能起到疏解中心城区功

能的作用，反而在城市“摊大饼．．．”的背景下成为“大饼”的一部分，未达到预期的规划效果，

这使得重点新城的传统发展思路亟待创新。

从国际大都市圈的发展经验看，一个循序渐进、产城融合、设施先行、服务配套，具有

充足产业支撑与配套保障的城市副中心可以有效缓解城区人口压力，形成都市圈内真正的多

中心发展。建设城市副中心，既能保证城市的规模效益，也能缓解“城市病”，目前已经成

为对北京发展空间形态的共识。

城市副中心在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不同的发展形态，其功能也存在差异。目前主

要有 Sub-CBD和 Sub-City Center 两种形态。

Sub-CBD，直译为“次级商务中心区”，是世界特大城市在城市规模扩张期出现的形式，

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多的类型。它主要是指与城市商务中心区(CBD) 在空间上相呼应，功

能上相补充，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的城市次级商务中心，也是城市空间结构由单核向多核演

变的结果。这一概念是从经济地理角度定义的，是相对于中央商务区(CBD) 的一个次级中心

区，特别突出了商业、商务的职能，其建设目的主要在于运用经济杠杆．．疏解城市中心地区的

部分商业、商务功能，培育新的城市经济增长极，改善城市空间结构。

Sub-City Center，直译为“次级城市中心”，是特大城市成熟期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

是“单一城市”走向“网络化城市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式。它是指大城市周边能够

在局部代替城市主中心承担经济发展核心带动作用的城市，能疏解或补充中心区功能，并与

中心区共同构成层次性较强的城镇体系。这一概念是从行政区划角度定义的，更侧重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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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中城镇体系的概念。次级城市中心为行政辖区，有自身较完备的公共服务设施，是独立

于主中心城市的城市。

对于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势在必行。目前北京已超过最优规模，而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只存在北京和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严重不足，缺少

发挥“二传．．”作用的中间层。因此，要缓解北京“城市病”，亟需有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副

中心，一方面分担北京中心城区的功能，增强中心城区的辐射力;另一方面发挥其城市规模

效应以及与超大城市的协同效应，促进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投资环

境以及城市间交通运输条件，从而逐步形成一个良性的城市群结构。

（取材于刘洁等人的文章）

1. 根据材料一，下列对北京“城市病”根本成因的分析，最准确的一项是（3 分）

A. 全行政区人满为患。

B. 中心城区人挤为患。

C. 城市发展模式像“同心圆”。

D. 中心城区的功能过度集聚。

2. 根据材料一，下列对“城市副中心”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能有效缓解特大城市的“城市病”。

B. 是特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C. 发展形态不同，功能也不尽相同。

D. 体现城市结构从单核向多核演变。

3. 下列对材料一中加点词语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窥见一斑：由城市规划看到城市未来的概貌。

B. 摊大饼：中心城区功能过度膨胀，人口众多。

C. 杠杆：比喻起平衡或调控作用的手段。

D. 二传：指承接和替代中心城区的功能。

材料二

2019 年 1 月，是属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的“高光时刻”。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

公区一期主体工程全面竣工，教育、医疗等配套工程开工，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建设如火如

荼。第一批市级机关已正式入驻，通州区也进入了城市副中心的时代。

通州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有 2200 多年的建置史。京杭大运河从这里起航，多种文

化和资源要素交汇流通，自古就是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的水陆都会和商贸重镇。燃灯佛舍利

塔、三教庙、大光楼、曹雪芹墓等一大批历史古迹和遗存，让通州散发着古老和迷人的魅力。

在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建设中，还发现了始建于西汉初年的路县故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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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天津、河北交界，作为北京城的“东大门”，地处京津

冀的重要交通节点，素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这里交通十分发达，距长安街 20 公

里，15 分钟可到达首都国际机场，35 分钟可到达北京新机场，1 小时可到达雄安新区。

通州是美丽的滨水生态城区，多河富水，是北京流域面积最广的城区，也是北方不可多

得的内陆水城。这里有万亩森林公园，绿带环绕，蓝绿交织，水城共融，鸟语花香。

通州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全域面积 906 平方公里，境内一马平川。城市副中心规划

面积 155 平方公里，通州境内产业园区总面积超过 100 平方公里。

早在 1993 年，通州镇就被定位为北京 14 个卫星城之一。2005 年，通州新城被定位为

“北京未来发展的新城区和城市综合服务中心”，是中心城区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

补充配套区。2010 年底，北京市委明确提出“集中力量，聚焦通州，借助国际国内资源，

尽快形成与首都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国际新城”。

一路走来，通州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直至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主导职能包括行政、

居住、商务办公等，通过优化交通路网、配置优于中心城区的公共设施、绿地环境等，吸引

人口到通州就业和生活。

按照新的定位，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要疏解中心城区的压力，还要带动整个北

京东部地区，乃至北京和河北地区的协同发展。目前，城市副中心和北三县（河北省廊坊市

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正在统一规划，统筹推进。

建设城市副中心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根据《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

层面）（2016 年—2035 年）》的要求，城市副中心将坚持“副中心质量”，打造国际一流的和

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取材于赵磊、王彩娜、李苑溪等的相关文章）

4. 根据材料二，下列推断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期主体工程竣工，标志通州区正式进入城市副中心时代。

B.城市副中心在行政办公区建设中发现了路县故城遗址，表明了通州建置始于西汉初年。

C.通州赢得“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原因是地处交通节点，自古以来交通十分发达。

D.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以“控规”为蓝图，坚持“副中心质量”，将为城市新发展做出示范。

5. 根据材料二，下列作法不符合．．．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定位的一项是（3分）

A. 加快公共交通业的发展，减少通勤时间，提高到区外就业的比重。

B.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如创意产业、运河文化产业。

C. 以通州运河商务区为圆心，聚拢国内外知名财富管理企业及智库。

D. 与北三线建立统一管控规则，扩大区域环境容量，共建生态绿洲。

6. 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通州城市副中心应该属于的发展形态是（3 分）

A.次级商务中心区 B.次级城市中心



4

7. 请根据材料一、材料二，简析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的原因。（5 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4 分。

（一）阅读下面两则文言文，完成 8-12 题。（19 分）

（1）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

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

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

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子曰：“听讼【1】，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非虚言也。

汉兴，破觚【2】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

观之，在彼不在此。

（取材于《史记》）

注释：【1】听讼：指审理案件。【2】觚：方，文中指严酷的法令。

（2）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人

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

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阅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太宗曰：“饬．兵备寇虽是要事，

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以至

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也．。宜识此心。”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

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

之已远。王珪顿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取材于《贞观政要》）

8. 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导．之以政 导：引导

B. 上下相遁． 遁：欺瞒

C. 溺．其职矣 溺：沉迷

D. 饬．兵备寇虽是要事 饬：整顿

9.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 民免而．无耻 B. 法令者．治之具

斫雕而．为朴 言道德者．

C. 破觚而为．圜 D. 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 而群下怨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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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最有道德的人不（标榜自己）有道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

B.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法令越严酷，盗贼越多

C. 仁义积则物自归之

仁义积累（得深厚）百姓自然会归顺君王

D. 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

如有片刻懈怠，就不能够达到远方了

11.将下面句子译为现代汉语。（4分）

①信哉是言也！

②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

12. 请结合以上两则材料内容，分别概述孔子、老子、唐太宗治理国家的主张，并说明三人

主张的相同之处。（5分）

（二）阅读下面的《论语》四则，完成第 13 题。（6分）

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

③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

④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

13.以上四则内容都谈到了古代君子应具备的品格，请以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君子形象为

例，谈谈对这四则材料中任意一则的理解。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14-16 题。（共 12 分）

归辋川【注】作

王维

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

菱蔓弱难定，杨花轻易飞。东皋春草色，惆怅掩柴扉。

【注】辋川：位于陕西蓝田县中南十五里辋川镇，王维晚年隐居于此处别墅。

14.下列对本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谷口疏钟动”的“疏”字，既写出钟声洪亮悠远，又流露出诗人的孤寂。

B.“独向白云归”的“归”字，明写诗人回到家中，暗含着人对归隐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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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杨花轻易飞”中，“杨花”质轻易飞，寄寓了诗人漂泊无归的人生感慨。

D.“东皋春草色”中，“东皋”指向阳的高地，陶渊明曾经“登东皋以舒啸”。

15.下列诗词中加点词语与本诗中相同的词语内涵不一致．．．的一项是（3 分）

A.叠叠远山．．横翠霭，娟娟新月耿黄昏。（陆游《题接待院壁》）

B.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杜牧《山行》）

C.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D.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

16.《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对王维的诗十分赞赏。结合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以及

你对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分析林黛玉赞赏王维诗的原因。（6 分）

17.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分）

①“雅集”是古人一种高雅的休闲活动，在许多作品中都有记载，最著名的要数王羲之

《兰亭集序》中描述的典型画面：“ ， 。”

②古典诗歌常用“秋”与“酒”共同营造离别的伤感氛围，如白居易《琵琶行》的句子：

“浔阳江头夜送客， 。主人下马客在船， 。”

③诸葛亮的事迹常常成为诗人们抒发情感的载体，如杜甫《蜀相》中有“ ，长

使英雄泪满襟”，陆游《书愤》中有“ ，千载谁堪伯仲间”。

④参观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同学们深受鼓舞，纷纷

引用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 ， ”来表达锐意进取、勇于拼搏的壮志

豪情。

四、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8－22 题。

解读凉州

①离开兰州，我乘上汽车，直奔武威——古称凉州的边塞名城。时值阳春四月，我离开

故城济南时已是春色酽酽、绿意沸腾了，而这里却是一派边塞景象：左边是霸气粗豪的祁连

山，白雪冠顶，渗透出一缕缕．．．凛凛寒气；右边是雄浑苍莽的龙首山，呈现出一抹．．冷漠的灰黄。

看不见山泉流水，听不见莺歌燕语，稀稀落落的村庄里偶尔传来一两声．．．鸡鸣犬吠，传递出一．

缕．生命的气息。天地间一片旷达的静寂，一片枯涩的静寂。

②汽车穿行在河西走廊，历史的密码从时间隧道里蹦跳出来，扑落在大脑的屏幕上……

③两千多年前，张骞途经古凉州，出使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以河西

走廊为核心的古凉州地带便成为中原通往西域及中亚、西亚的重要通道。在这条历史通道上，

作为丝路重镇的武威，见证了丝绸之路上无数的历史变迁和美好梦想的时空流转，而历史变

迁中沉淀孕育的凉州文化，成为丝路文化融汇的结晶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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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秦汉之际，匈奴在中国北方崛起，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数十年间没有力量与匈奴

抗衡，只好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边境危急。到了汉武帝时，这位有囊括四海之志的一代君

王，决心要开疆拓土，疏通丝绸之路，连续派卫青、霍去病、李广出击河西走廊。骠骑将军

霍去病首战告捷，一举击垮了匈奴休屠王，占领河西走廊东端。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

此战场被命名为武威。汉武帝在河西走廊开设郡县，武威郡即凉州刺史的治所，这样，武威

便有了凉州的别称。

⑤到了唐朝初年，河西走廊先后被匈奴人的后裔突厥和吐蕃、吐谷浑割据。唐王朝建立

后一百多年中，与西北少数民族发生了多次战争，大都是以凉州为根据地进行的。整整一个

唐朝，在丝绸之路上进行了上百次的大战役，前后三百年，前仆后继，为开拓这条人类文化

的运河、中西友谊之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⑥在唐朝国力极度强盛时，西域诸国与大唐的关系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水乳交

融的阶段，凉州作为河西走廊的桥头堡，自然也达到了繁华鼎盛时期。那时，凉州的知名度

极高，仅次于都城长安。凉州词、凉州乐、凉州伎舞，风靡全国。温子升描述当时凉州的繁

华景象：“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由此可见盛唐时期这西北边塞重镇一幅歌吹喧天、

文化葱茏．．的画面。

⑦我知道，凡是文化名城，街巷里总是要飘曳着文化人的衣袂。王之涣、王维、高适、

岑参、李益……多少诗人钟情凉州，用生命和卓越才华写下了中国文化史上流韵千古的凉州

词，让凉州这座边塞小城在唐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

⑧在凉州活动时间最长的是高适和岑参。高适二十岁时在长安求仕不遇，经人举荐混了

个县尉，是官吏中最低的一级。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他毅然辞职，投奔

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做掌书记，驻守凉州。凉州虽然没有江南的杏花春雨、烟柳画舫，但

这里边风浩浩，大漠茫茫，山岭峻拔，戈壁旷大，他在这里度过一段充满审美体验的浪漫人

生。无独有偶，岑参也是二十岁时到长安求仕不遇，“诗赋满书囊，胡为在战场？” 满腹诗

书，经天纬地．．．．，在京都却不能施展，只好另辟蹊径，投笔从戎，仗剑出塞。“风萧萧兮夜漫

漫，琵琶一曲肠堪断”，“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这首《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

集》写出了凉州的繁华，胡人云集，琵琶声喧。书剑飘零的诗人，在前线与老友相会，热酒

冷梦，吟诵如潮。这不是江南才子的浅斟低吟，而是军旅诗人的狂饮浪醉。也只有边塞重邑

凉州，那边月凄清、风沙萧萧、战马嘶鸣的大景象，大氛围，才能酿就这一腔豪迈悲壮的诗

情！

⑨我在武威的街巷里寻寻觅觅。青砖斑驳的鸠摩罗什【1】古塔，古色古香的城门钟楼，

出土铜奔马的擂台，气宇轩昂古树千章的孔庙，还有稀世珍宝的西夏碑【2】……边塞古城仍

保留着一角静谧和肃穆，展示着这片土地的厚重。漫步街头，触目所及，更多的是高楼、绿

树、宽街、阔路，一爿爿商店、酒肆、咖啡馆、网吧、舞厅，人影飘动，熙熙攘攘。流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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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却不闻胡人的琵琶羌笛；舞厅里传来舞曲强烈刺人的节奏，却不见

凉州乐伎婀娜优雅的舞姿，没有凉州曲的悲怨苍凉，没有凉州词的雄沉宏阔，更没有“此时

秋月满关山，何处关山无此曲”的场景。一切远去了。

⑩造物主早把一段盛世的历史撕下来深深地埋葬在时间的泥土里，它还能萌发出新的故

事、新的传奇吗？

⑾我走向郊野。高邈深邃的夜空，满天晶莹闪烁的星斗，裹着寂寞裹着孤独的祁连山，

依然呈现出狂飙．．卷澜般的雄姿，庄严、沉郁，每一座山峰都高贵地矗立着，平静而肃穆，从

容而大度。望着远处隐隐的长城、烽燧、垛堞，还有身后的边城，我肃然起敬。感谢武威，

感谢古凉州，我应该脱帽叩首。是凉州这个伟大的支撑点，支撑着汉唐历史的一页苍穹，支

撑起中华民族一个辉煌的时代。凉州，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有谁能像你一样既有镞

矢如雨、战马长啸的战争画卷，又有汹涌的诗情、滂沛的乐章以及那充塞天地之间的至大至

刚的浪漫主义．．．．情怀呢！

（取材于郭保林同名散文）

注释：【1】鸠摩罗什：东晋时期后秦高僧，生于西域龟兹国，曾在凉州生活 17 年，弘扬佛法。【2】西

夏碑：即“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字数最多的西

夏碑刻，原置凉州大云寺。

18.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葱茏：文中指蓬勃繁盛。“茏”也可写作“笼”。

B. 经天纬地：谋划天下事，形容人志向很高。

C. 狂飙：指急骤的暴风。“飙”读作“biāo”。

D.浪漫主义：指用夸张和丰富的想象去创作。

19.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汉唐时同西北民族的征战，护卫了国家西北边境，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凉州文化

的发展。

B. 鼎盛时期的凉州知名度极高，既是有“桥头堡”作用的边塞重镇，又是瑰丽的诗词

歌舞之城。

C. 诗人们钟爱凉州，因为这里景致雄浑阔大，激发他们吟咏出大境界、大悲壮，一吐

胸中块垒。

D. 时代的变迁已经改变了凉州的面貌，作者认为武威已经很难再创造出新的故事、新

的传奇。

20.请结合第①段加点的词语，赏析文章开头部分景物描写的作用。（5分）

21.第⑨段中，作者说武威的街巷里有“青砖斑驳的鸠摩罗什古塔，古色古香的城门钟楼，

出土铜奔马的擂台，气宇轩昂古树千章的孔庙，还有稀世珍宝的西夏碑”，又说“一切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A4%8F%E6%96%87/10450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96%87/1090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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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你认为这样说矛盾吗？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是什么？（6分）

22.请结合全文内容，概括“凉州文化”的内涵并做简要解说。（6分）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0 分。

23. 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

①高中阶段是青少年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而经典文学作品有助于青

少年深入了解社会和自身，因此选择好高中阶段经典文学阅读的第一部书很重要。请你从《呐

喊》《边城》《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中选择一部推荐给高一的同学，并简述理由。要求：

理由具体，结合原著内容。180 字左右。

②清明节是缅怀与追思的节日。请你从《红岩》中选择一位英雄，写一段清明致辞，表

达一个新时代青年对他（她）的纪念。要求：符合原著人物事迹，至少使用比喻、对偶、排

比中的两种．．修辞手法。120 字左右。

③临近毕业，学校准备为高三同学制作高中生活纪念册。请你写一段文字，描述自己在

高中校园生活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片段。要求：150 字左右。

24.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写在答题卡上。

①近年来，花重金送低龄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越来越多，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尽早接受国

际化教育，拥有人生的高起点和美好未来。教育人士指出这是一轮新的“望子成龙潮”。

2018 年，北京老字号鞋店内联升举行了一次“潮鞋快闪”活动，展出了 100 多双时尚

布鞋。内联升的 80 后副总经理说：“我们希望内联升从百年老店发展为一个百年潮牌”。

据统计，目前生活在北京的韩国人和生活在上海的日本人人数都超过了 10 万，除北京

和上海之外，受外国人欢迎的中国城市还有很多，世界正掀起一股“去中国生活”的热潮。

阅读上述材料，你有怎样的感悟？请以“说‘潮’”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

②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改变着这个世界的面貌，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便捷和舒适。

即便如此，人类的生活和发展也仍然面临很多困境和难题，比如疾病、人口老龄化、气候变

暖……如果你有一个机会得到未来的某种科技产品或科学技能，用来帮助改进现代人类的生

活，你最想做些什么呢？

请你展开想象，以“借用一下未来科技”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想象合理，立意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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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 2018—2019 学年度第二学期综合练习（一）

高三语文 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7小题，共 23 分。

1.（3 分）C 2.（3 分）D 3.（3 分）C 4.（3 分）D

5.（3 分）A 6.（3 分）B

7.（5 分）答案要点：

①北京“城市病”严重，亟待解决。

②城市规划设计中的重点新城未能起到疏解中心城区功能的作用。

③区位优势明显，能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发挥“二传”作用。

④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发展空间优势明显，很早就被定位为卫星城

之一。

⑤可以和北三县协同发展，带动整个北京东部地区发展。

（每个要点 1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4 分。

8.（3 分）C 9.（3 分）D 10.（3 分）D

11.（4 分）

①这话对啊!（2分）

②因此（我才）知道民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习俗，只是施政的效果有好坏罢了。（2分）

12.（5 分）

①孔子认为，用道德引导教化百姓，用礼来规范他们的言行，百姓就能有羞耻之心并恪

守正道。（1分）

②老子认为，发布严酷的法令只能让盗贼更多。（1 分）

③唐太宗认为治国之道在于施仁义，要顺应民心，用仁义来安抚百姓。（1 分）

④三人皆认为治理国家不能靠严酷的刑法。（2 分）

13.（ 6 分）答案示例：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君子看重道义，小人看重利益。《三国演义》中的关羽

就是一位重然诺、讲忠义的君子。他面对曹操给予的各种优厚待遇毫不动心，不惧艰险，执

意回到了结义兄长刘备的身边。反观张鲁的谋士杨松，面对曹操的征讨，心中“利”字当先，

贪财卖主，实为小人。

（语句理解准确，2分；结合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解说合理，4 分）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 分。

14.（3 分）C 15.（3 分）D

16.（6 分）评分标准：

对林黛玉形象及诗歌创作观的理解符合原著（2 分），对《归辋川作》赏析准确（2分），

二者能形成合理的逻辑联系（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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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分）

①引以为流觞曲水 列坐其次

②枫叶荻花秋瑟瑟 举酒欲饮无管弦

③出师未捷身先死 出师一表真名世

④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每空 1 分，有错字该空不得分）

四、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3 分

18.（3 分）C

19.（3 分）D

20.（5 分）“一缕缕”突出寒气袭人，“一抹”写出龙首山的雄浑辽远，“一两声”“一

缕”写出人烟稀少，描绘了边塞肃穆苍凉之景，（1 分）与济南的绿意沸腾形成鲜明的对比

（1 分），营造了雄浑苍凉的氛围（1 分），为下文写凉州的历史变迁、文化交融、抒发思古

之幽情作了铺垫（2分）。

21.（6 分）

不矛盾（1 分）。文中写到武威的街巷里保留了“古塔”“城门”“钟楼”等历史遗迹

（1 分），但是古凉州苍凉雄浑的意境、英雄主义的气质和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却早已远去

（2 分）。作者用这种看似矛盾的写法，表达了对古凉州文化即将沉寂的惋惜和忧思（2 分）。

22.（6 分）答案要点：

凉州文化内涵：①开拓进取、英雄无畏的精神 ②融合荟萃、包容共举的心胸 ③建功立

业、悲壮豪迈的诗情（3分）

结合文章相关内容解说，如：汉武帝夺取河西走廊、唐代多次战役，打通、开拓丝绸之

路；与西域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融，至今保留多种文化共存的遗迹；

凉州词是诗人们用生命和心血创作的诗篇，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3 分）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0 分。

23.（10 分）（略）

24.（50 分）（略）

文言文参考译文：

（1）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法整治百姓，百姓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

心。用道德教导百姓，用礼来统一他们（的言行），（百姓就）既懂得有羞耻之心并且恪守正

道。”老子说:“最有道德的人不（标榜自己）有道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

的人（标榜自己）没有失去道德,因此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严酷，盗贼愈多。”

太史公说:这话对啊!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从前（在秦朝时）国

家的法网曾经很严密了，但是奸诈欺伪的事（就）开始发生，最为严重的时候，上下互相欺

瞒，到（了国家）无法振兴（的地步）。在这时，官吏治事好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无

济于事）;（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怎么能胜任他们的职责并且心情愉快呢！（在

此种情况下,）（一味）讲道德的人就失职了。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像别人一样，（所



12

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出现。”这不是假话。汉朝初年，把严厉的刑法改为宽松的刑

法，把繁杂的法律条文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而官吏治事

不再有奸邪的行为，百姓安居乐业。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在严酷的

刑法。

（2）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我认为（在国家）乱离之后，社会风气

很难（在短时间内）变好。近来看到官员百姓逐渐懂得了廉耻，能遵守法纪，盗贼一天比一

天少，因此（我才）知道民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习俗，只是施政的效果有好坏罢了。因此治国

之道，必须用仁义抚慰百姓，把威严和诚信展示给百姓看，顺应民心，废除那些严刑酷法，

不做违背道义的事情，（社会）自然会平定安静。你们应该共同来做好这件事！”

贞观四年，房玄龄上奏说：“如今（我）检查武器库里的铠甲兵器，（发现）已远远超

过隋朝了。”唐太宗说：“整顿军队防御敌寇虽然是紧要的事情，但我只希望你们留心治国

的策略，一定要竭尽忠贞，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便是我的铠甲兵器。隋炀帝哪里因为

铠甲兵器不足而到灭亡（的地步），正是因为不施行仁义，而群臣百姓怨恨背叛（他）啊。

（你们）应该理解我的想法。”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树林广袤就有飞鸟栖息，水域深广就有鱼

儿游弋，仁义积累（得深厚）百姓就自然归顺君王。人们都知道害怕躲避灾害，（却）不知

施行仁义就不会产生灾害。仁义之道，应当在心中牢记，让它长久不断，如有片刻懈怠，距

离仁义之道就已经远了。”王珪叩头说：“陛下能知道这个道理，天下百姓很幸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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