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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丰台区高三一模

语 文

2019. 03

本试卷满分共 150 分 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先将答题卡上的学校、年级、班级、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签字笔填写清楚，并认
真核对条形码上的准考证号、姓名，在答题卡的“条形码粘贴区”贴好条形码。

2. 本次考试所有答题均在答题卡上完成。选择题必须使用 2B 铅笔以正确填涂方式将各小题对应选项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除干净后再选涂其它选项。非选择题必须使用标准黑色字迹签字笔书写，要求字体工整、字
迹清楚。

3. 请严格按照答题卡上题号在相应答题区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试卷、草稿纸上答题无
效。

4. 请保持答题卡卡面清洁，不要装订、不要折叠、不要破损。

一、本大题共 7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7 题。

材料一

人们常说“太阳照常升起”。天天升起的太阳意味着一种周而复始、亘古不变．．．．的永恒。因此，绝大部分人从

未想过，有朝一日太阳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未来的某一天，太阳会不会突然衰老或膨胀，迫使地球踏上流浪

的漫漫旅途呢？

目前，太阳是一颗正值壮年的“黄矮星”，曾经的 46 亿年中，一直源源不断地为地球提供光照和热量。这些

能量源于太阳核心发生的氢元素聚变反应，即每 4 个氢原子核经过一些中间反应生成 1 个氦原子核，进而释放能

量，而绝大部分能量以光的形式散发。一秒钟之内，太阳可以把 6亿吨的氢原子转化为氦原子，生成的能量中，

仅有微小的一部分被地球吸收，不过，这一小部分能量就足以维持地球上的生命繁衍生息．．．．。

现如今，太阳聚变反应的速率和恒星的引力之间达成了一种精妙的平衡，若太阳要打破这一平衡状态且向外膨胀，

则中心受到的压迫会减少，聚变反应的速率会降低，因此，太阳中心的温度会逐步降低。这样一来，太阳中心向外膨

胀的力无法抗衡内向收缩的引力，其膨胀的过程就不能持续下去。反之，若太阳要打破这一平衡状态且向内收缩，则

聚变反应的速率会大幅飙升，产生更强大的外向推力，致使收缩的过程也无法持续下去。除了太阳之外，天文学家们

发现宇宙中的大部分恒星也处于这一平衡状态，他们把这一类恒星称为“主序恒星”。

不过，太阳进入“主序恒星”阶段之后，其整体亮度上升了 20%左右，这一变化对地球上的生命演化产生了深

重的影响。当然，对于存续时间仅仅百万年、千万年的某一物种而言，太阳的变化并不会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

但是，依照太阳的发展趋势，未来的 10 亿年里，它输出的能量会再上升 10%左右，这一变化可能导致地球上的温

室效应完全失控，那时，地球就只能另外寻找生存空间了。

（取材于公众号“品读百卷”）

1．根据材料一，下列有关太阳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太阳释放的能量源于其核心发生的氢元素聚变反应。

B．太阳以光的形式散发出的能量主要是被地球吸收的。

C．太阳进入“主序恒星”阶段后整体亮度会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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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太阳的变化对地球物种的影响需很长时间才能显著。

2．对于材料一提到的“精妙的平衡”，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这一精妙的平衡状态是太阳聚变反应速率和恒星的引力之间互相牵制的结果。

B．太阳聚变反应速率决定太阳中心温度，进而决定太阳向外膨胀的推力的大小。

C．太阳聚变反应速率和太阳向外膨胀程度成正比，与太阳向内收缩程度成反比。

D．当太阳向外膨胀推力与向内收缩引力大小相当时，太阳处于精妙的平衡状态。

材料二

春节期间，电影《流浪地球》刷进了很多人的朋友圈，因为作者刘慈欣，因为主演吴京，更因为这是一部以

大片标准呈现的中国原创硬核科幻电影。

所谓“硬核科幻”就是科幻情节尊重技术和理论推演，故事发展受规律制约。影片中，宇航服、强化外骨骼、

行星发动机等细节设定完全不输给《环太平洋》《地心引力》等海外大片。片中地球坠入木星时的大气流失逸散，

空间站中的重力变化，也都有相对严谨的表现。

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片，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需要参与者对科学有足够的理解，因此科幻电影往

往代表了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中国科幻的银幕呈现一度并不尽如人意，而今天，《流浪地球》用符合科学逻辑

的故事讲述，补上了此前原创科幻“硬度”不足的短板。

比技术上“可以为之”更重要的是“如何而为”。《流浪地球》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硬科幻表现的亲情

观念、英雄观念、故土家国情怀非常中国。

影片中，因为太阳加速老化将要吞没地球，于是人们在地球上建起了许多行星发动机，将地球加速到逃逸速

度，试图飞出太阳系。无论是原著中的对白，还是现实里海外电影人的提问，“为什么不建造飞船飞离地球”这

个问题既关乎科学设定，也能看出中国文化中对家园的理解。导演郭帆说，“带着家园流浪”的想法表现了中国

人对故土的情感。正是这样的人文内核，撑起了与好莱坞科幻大片不一样的中国式科幻电影。

观众会发现，影片中平时含蓄内敛的家庭成员之间有着东方式亲情的默契。他们彼此依赖却并不表现出来，

小心地保有着一份温度，这样的温度激发了他们在家国责任面前的热度。灾难面前，没有超级英雄，但每个平凡

人都是英雄。如倔强的航天员父亲和叛逆的儿子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却在最后完成了两代人对家园希望的

交接。

对于科幻片而言，《流浪地球》是资金和技术基础充实之后，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投石问路．．．．。它的走红为中

国科幻电影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维度——以硬科幻为核，用本土文化意义讲述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展

现我们对未来和世界的思考。唯其如此，才能突破好莱坞式的科幻审美，才能以中国气派打开新的科幻空间。

（取材于王磊的文章）

3．根据材料二，下列对影片《流浪地球》是“硬核科幻”的原因，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科幻情节尊重技术推演 B．故事讲述符合科学逻辑

C．细节设定媲美科幻大片 D．作品主题表现家国情怀

4．根据材料二，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科幻电影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因此往往代表了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

B．《流浪地球》中人们在地球上建起许多行星发动机，成功逃离了太阳系。

C．“带着家园流浪”的想法是中国科幻电影区别于好莱坞大片的根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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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流浪地球》中家庭成员间东方式亲情的默契激发了强烈的家国责任感。

材料三

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科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脱口而答“预言未来”。但预测具体事件和技术，并非科幻的目的。尽管早期科幻

作品中提到的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已逐步变成现实，但即使是重量级的科幻作品，对未来的想象也多半没有实现。

也许有人会回答“激发想象力”或者“激励人类探索未知”。的确，在这些方面，科幻的作用堪称显赫．．．．。早

在公元 2 世纪，被认为是第一部科幻作品的古希腊语小说《真实的故事》中，就已出现关于星际旅行、外星生命、

星际殖民等内容。美国“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坦言，正是经典科幻小说激发自己去探索未知世界。但科幻的

作用又不仅如此，好的科幻作品仍然聚焦于“人”。

在西方，科幻作品开始盛行的年代，正是人类最初进入太空的时代，也是人类开始逐渐意识到地球正面临环

境、资源等种种严峻挑战的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品开始提出一系列“如果”的问题。比

如，如果人类或者你本人在真实世界面临这样的境况，会如何选择？也因此，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帕梅拉·萨金特

将科幻定义为“思想文学”。《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电影《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讲述一

个“拯救人类免于灭亡的奋力一搏”的故事。

尽管东方和西方关注的议题不同，但不少科幻名作拥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思，对人类情

感的描摹。

该如何避免陷入“我们会一直如此生存”的盲目乐观，或者“反正灾难终将到来”的盲目消极；人工智能、

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改变和挑战……这些都是科幻探讨的重要议题。

科幻的“硬核”，并非预言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而是帮助人们以全新角度审视自身环境和处境，警示人类在技

术、文化、伦理等众多领域可能面临问题，并提出“另类”解决方案。而从荧幕回归现实，科幻同样提醒人们用另一

种视角去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选择和挑战。

（取材于新华社的文章）

5．下列对三则材料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亘古不变：指从古至今永远也不会改变。亘，gèn，延续不断。

B．繁衍生息：指繁殖后代，以延续血脉。息，滋息、生长的意思。

C．投石问路：原指用投石子的方式来探测情况，后比喻进行试探。

D．堪称显赫：指作用很明显，堪，能的意思。可改为“显赫一时”。

6．根据材料三，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预测具体事件和技术、激励人类探索未知就是科幻的作用和意义。

B．经典科幻小说《真实的故事》激发了埃隆•马斯克探索未知的热情。

C．好的科幻作品聚焦人类在可能发生的严峻挑战面前如何选择的话题。

D．所有的科幻作品都有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思以及对人类情感的描摹。

7．根据三则材料，简要概括影片《流浪地球》的创作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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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友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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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铨

上方侧席高人，起左史福唐李公弥逊于钓筑间
[1]
。将大用，会．告饥，而庐陵特甚，诏公作牧，以字．罢瘵

[2]
。既至，

栉垢爬痒
[3]
，民获苏，郡以．大理。则求所以慰惫懑者，于是视庐之偏，得古松蔚然，对植以．竹，开轩其下，榜曰“二

友”，且为松竹主人，命郡人胡铨志之。

仆曰：“公山林十有三年，穷崖怪壑，家猿狖而．宫鱼龙，宜于林木饱闻而厌观者，岂少此二物哉？是盖有说焉。

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夫能牧养小民，惠于鳏寡，必刚毅不回之士，盖刚则不夺于．欲。故曰：‘枨也欲，

焉．得刚！’而《书》则曰：‘刚而无虐。’惟无虐为无欲，惟不欲可以言刚，惟刚故能行仁。公独有取于松竹焉．者，

非以其德全于刚邪？

“方公闲于．簿书，日哦其间，见夫檀栾胶葛
[4]
，泠风薄．人，清阴澡虑，则思所以大庇我民，以浣以濯。见夫落

落高标，陵轹
[5]
霜雪，有不可犯之色，则思所以上列利病，与当途要人争可否而不折；见夫幽姿劲质，鸾鹄对峙而

不受燕雀，则思所以击奸尚贤，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卒之雨旸以时，物物得职，威令神行，惠泽以流，

仁周乎骫
[6]
桑，义高乎偃柏，曾不旬岁而民和年丰，是岂巧言令色、四体若无骨者所能乎？

“至若心远地偏，境与意合，万事不到胸次，听号钟之松风，挹寒塘之竹露，道历物表
[7]
，便有濠濮间趣。回

视轩冕[8]，所谓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是故可友而不可屈。

“虽然，公将羽仪天朝，固．不能屈之使卑。卓然特立，临大节而不可夺，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则岂惟无愧

二友，实丘壑夔龙之友。”

（取材于《澹庵文集》卷三）

注释：【1】钓筑间：指隐居生活。【2】罢瘵：困苦穷乏之民；罢，通“疲”。【3】栉垢爬痒：清除弊政，

理顺民心。【4】檀栾胶葛：林木秀美错杂。【5】陵轹：压倒。【6】骫：盘曲。【7】道历物表：思想超越客观

事物之外。【8】轩冕：指官位爵禄。

8．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会．告饥，而庐陵特甚 会：恰逢

B．以字．罢瘵 字：使……休养生息

C．泠风薄．人 薄：浅薄

D．固．不能屈之使卑 固：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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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以．大理 对植以．竹

B．家猿狖而．宫鱼龙 而．小人有所畏

C．枨也欲，焉．得刚 公独有取于松竹焉．者

D．盖刚则不夺于．欲 方公闲于．簿书

10．下列对文意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二友堂主为李弥逊，二友堂中的“二友”指的是松和竹，为二友堂主撰写这篇记

的是他的同郡人胡铨。

B．文章对刚毅不回的气节之士表达了赞赏和推崇之意，但也指出了他们在进取和隐逸之间取舍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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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文章阐述了无虐、无欲、刚三者与行仁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D．作者认为，二友堂主与有风骨精神的松竹为邻是以物寄托志趣，目的在于培养和激励自己的浩然正气。

11．将下面句子译为现代汉语。（4 分）

①宜于林木饱闻而厌观者，岂少此二物哉？

②临大节而不可夺，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

12．有人评价本文“善以化用表己之意”，即将他人作品中的语句转化，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以表达自己的意

思。请找出两个这样的例子并解说“己意”。（6 分）

13．松竹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请综合文中相关信息和下面的补充资料，概述“古人松竹梅崇

尚”的表现及原因。（5分）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 ——《论语·子罕》

古之君子，行无友，则友松竹；居无友，则友云山。余无友，则友古之友松竹，友云山者。

——明·陈继儒《小窗幽记》

到深秋之后，百花皆谢，惟有松竹梅花，岁寒三友。——明·无名氏《渔樵闲话》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 14—16 题。

江城子
[1]

苏 轼

前瞻马耳九仙山
[2]
。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

[3]
，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今夜里，月婵娟。

小溪鸥鹭静联拳
[4]
。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

[5]
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

注释: 【1】词人有自注云“丙辰十月，晚登超然台望月作”。当时苏轼已在密州为官两年，即将离官别任。

【2】马耳九仙山：马耳、九仙山均为山名。【3】高台：超然台，旧称北台。【4】联拳：（鸥鹭）群聚的样子。

【5】使君：此作者自指。

14．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本词开头“前瞻”三句描写的是眼中实景，写作者登台远望，马耳山、九仙山连绵起伏，耸入云间。

B．本词下片“小溪”三句写了这样的场景：溪畔鸥鹭安静地聚在一起，偶或翩翩飞离，犹如点点轻烟。

C．词的结尾“垂柳下，矮槐前”两句描写的是作者曾经娱乐歌笑之处，含蓄地表达了虚度光阴的懊恼。

D．本词抒发了作者在即将离官别任时对密州山水的眷恋之情，同时也融入了些许人世沧桑的喟叹感慨。

15．下列词句中“回首”的含义与本词中“回首便他年”不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B．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C．无因转还泛，回首眷前贤。 （鲍泉《江上望月》）

D．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李煜《虞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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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本词下片表现手法多样。请任选其一，结合具体词句简要赏析。（6 分）

17．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①苏轼一生坎坷，但心胸旷达。他留下的著名诗篇《定风波》中，开头两句“ ，

”形象地写出了自己不惧风雨，舒徐行步的从容镇定。

②水天相连相映的美景常出现在文人笔下。如《苏幕遮》中的“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又如

《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起飞， ”。

③“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常用铺陈和排比的手法来摹写事物。如《阿房宫赋》中的“使负栋之柱，

多于南亩之农夫； ， ”。

④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它不仅体现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大任担当中，也体现在陆游《书愤》颈联“ ， ”的欲报国而不得的悲愤里。

四、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2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8—22 题。

人在山水间

一

①我的第一次富有生命意义的山行，是在下乡的路上。那时刚刚从高中生变身为下乡知青，下乡的地点是二

十公里开外的村子。因为交通落后，只能步行前往，在距离那个村子的几公里处，必须翻越一座有近千个石阶的

高山，站在山脚举目仰望，逐级上扬的石阶就仿佛是一架通往太空深处的天梯。历经了几个小时的跋涉，拾级而

上的每一步都异乎寻常的艰难，感觉整个生命几乎达到崩溃的极限。而很多年后，当我在批阅一个学生的散文习

作，看到文中细述他上初中后便每周都要两度翻越三座壁立千仞、陡峭险峻的高山才能抵达那所乡镇中学时，才

顿觉惭怍---我的那次所谓的艰难山行，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②我灵魂意义上的第一次山行，则源于那次偶然的听山经历。那是在大学读书时一个孟春的黄昏，淅沥的春

雨刚刚停歇，平时叽叽喳喳的鸟儿仿佛被雨水严重洇湿得噤声了，整个山间脱透出一片安详和宁静。那时正值青

春，思想的目光总是朝着无尽的远方眺望．．，一次的听山经历便以为山不过是一群哑然的孤独者，不过是一种寂静

生命的缩写。

③大学毕业后，我所分配的工作单位在远郊并建于山上，被崇山峻岭围绕。经年累月地在山中来来回回、上

上下下，久而久之便滋生出听山的嗜好。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一个中秋深夜的听山。当深重的夜幕降临，鸟儿纷

纷归巢，人们徐徐入梦，整个世界都仿佛陷入一片宁谧。如果不是远方的城市上空被一束束强力的灯光映照着，

人的感觉就像是被置入一种黑暗的时光隧道。在越来越浓厚的秋凉的包裹下，人的整个身体在缓缓地收缩，但大

脑深处似乎有一股力量在如潮般地涌动，至于这股力量能够喷发出什么，其实自己并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却是了

然于心的：虽然夜色笼盖的天空没有溶溶月华的照耀，人的内心却有了一种宽阔的澄澈；尽管远方被黑幕阻挡得

模糊不清，人的灵魂却有了一种透明的洞见。于是，一座座已然熟知的和非常陌生的、躬身力行的和尚未涉足的、

声名远播的和湮没无闻的、生命高扬的和灵魂低调的山纷至沓来，令人顿觉抵达了世界上所有的山，也悟出了山

的特有的内涵和品格：沉默不过是外表，内在的丰盈和激情才是本性。从沉沉的深夜中抽身出来，整个身心仿佛

已被彻底地洗濯．．了一遍。

二

④第一次领略到迥异于一般江河并富于多元形态的水美和水的魂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被人们盛

赞为人间瑶池的黄龙寺和童话世界的九寨沟。登上黄龙之巅，散发出冷意的展阔坦然的五彩池便夺眶而入，突兀．．

的刺激不仅使人的眼睛一阵错愕，内心更是迸射出一声惊呼：简直就是水美的绝唱，是最为璀璨的水的精魂。九

寨沟里的五彩池，显得没有那么冷艳，更多了些许柔美和梦幻的韵致。高原的阳光穿过浓密的树丛一束束地投射

在由碧蓝、天蓝、橄榄绿、橙红合成的池中，光影、水影、色影、树影融为一体，盈盈地闪烁出极为梦幻的水的

美感，令人仿佛置身于水的仙境一般。

⑤作为水的色彩美的一种经典存在，无论是黄龙寺的还是九寨沟的五彩池，无疑都是最吸引游人聚集和生发

惊叹与赞美的所在。除此而外，就是这两个自然风景区所呈现出的那种由海子、瀑布、溪流、水滩共构的多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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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美特质和水魂内涵，或是张扬出宽阔与深邃，或是挥洒出豪迈与激情，或者是流溢着宁静与温婉，或者是蕴

含着庄重与冷傲。然而，有一种水美或者水的灵魂，却在我们的有意无意之中被忽略或漠视。在原始森林下面的

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水潭，一群身体几近透明的鱼在里面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我将手伸入水中，试图

同这些小生灵做一个小小的游戏，彻骨的寒冷便迅疾地浸透了整条胳膊。一个当地人说：只需再有几分钟，你的

这只手就可能报废了。内心顿生几分莫名的恐惧，看来人是必须有所惧怕的，有惧怕的人才会生长出敬畏之心。

注视着小水潭，脑海里禁不住闪出这样的生命憬悟．．：极寒是另一种水美的高度，也是其灵魂抵达的深度。

三

⑥饮水而生是人类的第一选择，人类自其诞生以来就无法抗拒水的巨大诱惑，所以人类只能臣服于水的定律。

正是因为有了水的这个无时无刻不在的重要角色，以及有了同水的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本质关联，人类才具有了

存活的可能及其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才最终一步步地实现了人丁的愈发兴旺、族群的更加壮大，以及对于人

类生命历史进程的文明缔造。逐水而居是人类的又一重大选择，大凡具有丰沛水资源的地方，常常是人类社会早

期文明开始的所在，许许多多的古代城郭和古代村落，莫不是因为有了水的缘故才固定下来，并在漫长历史岁月

的反复洗礼后成为现代意义的都市文明和乡村文明。

⑦作为与水同在也与水同行的山，是人类社会的另一种重要依附。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初的人类大多是山民，

他们不仅选择山上的洞穴居身，而且以山里的林木果实为食。或许是为了彻底摆脱猛兽们的袭扰和威胁，也或许

是因为山上有限的食物不足以供养生命的存在，不知从何时何地开始，人类主动选择了对于山的群体性撤离。人

类的身体虽然离开了山，但他们的内心仍然常常牵挂着山，并怀揣着不同的情感和心理重回山中，或者是探访那

些隐藏在深山的自然秘境，或者是展开一段寻找内心宁静的旅程。

⑧步山水而幽远，枕山水以抵达，我缱绻这种幸福。

（取材于冯源的同名散文）

18．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思想的目光总是朝着无尽的远方眺望．． 眺望：探寻，追求。

B．整个身心仿佛已被彻底地洗濯．．了一遍 洗濯：净化，滋润。

C．突兀．．的刺激不仅使人的眼睛一阵错愕 突兀：突然，出乎意外。

D．脑海里禁不住闪出这样的生命憬悟．． 憬悟：憧憬，向往。

19．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第①段的“逐级上扬的石阶就仿佛是一架通往太空深处的天梯”，形象地突出作者面对高山的畏难心

理。

B．文章第②段的“灵魂意义”，在这里指对自然世界中的一座座高山生发出的作者独有的审美理解和精神领

悟。

C．文章第④段中的“错愕”“惊呼”等反应，源于黄龙之巅的五彩池彻底颠覆了作者对于水的柔美的惯性认

知。

D．文章第⑥段中的“饮水而生”“逐水而居”表明，人的生命离不开水，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人与水的亲近

史。

20．作者行走在山水间，对山水的认知及感悟发生了哪些变化？请结合本文第一、二部分简要概括。（6 分）

21．本文结尾写道：步山水而幽远，枕山水以抵达，我缱绻这种幸福。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4分）

22．本文分为三部分，请从谋篇布局的角度分析这三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6分）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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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150—200 字。

①“笔底小人物，社会大主题”。优秀作家往往将目光投注到社会底层或边缘的人物身上，通过描述这些小

人物的平凡生活，体现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请从《呐喊》《边城》中选择一个小人物加以解说。要求：符合人

物特征，条理清晰。

②英雄是小说里的一种人物类型，常常带给读者心灵的震撼。请从《红岩》《老人与海》中选择一位英雄，

写一段抒情文字，表达你对他（她）的敬仰之情。要求：符合人物特征，感情真挚。

③学生勤学好问，老师循循善诱，这是教学过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请从《红楼梦》《论语》《平凡的世界》

中选取一对师生，描述他们彼此交流、共同探讨的场景。要求：符合原著内容，想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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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

①“超燃”“燃爆了”“燃曲”“燃文”“燃片”“燃创意”……不知不觉间，“燃”成为流行词。什么是

“燃”？雄浑激越的音乐、紧张刺激的赛事、硬核科幻的大片、振奋人心的演讲……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令人热

血沸腾、激情澎湃都可喻之为“燃”。

对“燃”成为流行词这种现象，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请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要求：观点明确，论

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

②“长江云”热烈憧憬：2019，正在输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五四运动 100 周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有关部门振奋披露：“5G 手机有望明年上市，你想不到的便利、智慧生活即将来临。”

“红网”留下来年期待：过去的一年很多公共事件一遍遍拷问我们的良知，让我们一起少犯一些“车闹”

“机闹”“高铁霸座”等道德伦理规则方面的常识性错误。

……

2018 年岁末，人们这样献词、推送。

假如现在是 2019 年岁末，人们又会怎样回首、总结、期望、畅想呢？请自拟题目，并以“2019 年最后一天的

早晨，我打开电脑，一条信息蹦弹而出……”为开头语，写一篇记叙文。要求：立意积极向上，想象合理，有细

节，有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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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试题答案

一、 本大题共 7 小题， 共 24 分。

1．（3 分）B【仅有微小部分被地球吸收】。

2．（3 分）C【此项中的正反比颠倒了】。

3．（3 分）D【此项是“硬核科幻”的原因】。

4．（3 分）D【A 项错在“因此”， B项错在“成功逃离了太阳系”，C项错在“根本之处”】。

5．（3 分）D【不能改为“显赫一时”】。

6．（3 分）C【A 项错在“预测具体事件和技术”，它不是科幻的作用和意义。B 项错在“经典科幻小说《真实的

故事》激发了”，这部小说没有激发埃隆•马斯克探索未知的热情。D 项错在“都有”】。

7.（6分）答案示例：

○1 引发人们对太阳、地球及人类命运的关注；

○2 为中国科幻电影发展提供了范本：以硬科幻为核，用本土文化意义表现自己的思想价值观以及对未来和世界

的思考；

○3 以全新角度审视自身环境和处境，警示人类在技术、文化、伦理等众多领域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另类”

解决方案；

○4 提醒人们用另一种视角去思考日常生活中的选择和挑战。

【评分标准：每答对一点得 2 分，答对 3 点即可得满分；意思符合即可】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4 分。

8．（3分）C 【薄：迫近，袭】

9．（3分）B 【均为并列】

10．（3 分）B【没有矛盾】

11．（4 分）答案示例：

①作为（早就）适宜偏僻山林（生活，对林木）熟悉极了的人，难道还缺少（松竹）这两样东西吗？

②面临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却不能改变自己的意志，把天下安置得如同泰山一样安稳。

【评分标准：每翻译对一句得 2 分，意思符合即可】

12．（6 分）答案示例：

○1 “鸾鹄对峙而不受燕雀”，“鸾鹄”“燕雀”来自《史记·陈涉世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里是志

大才高之辈不会容纳才短志浅之流并不与之同伍的意思。

○2 “心远地偏”来自陶渊明《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里是要表

示远离世俗之意。

○3 “濠濮间趣”，出自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又庄子钓于濮水，却楚王之聘，故此句为化用。这里是借以

表现一种不受约束的高人雅趣。

○4 “所谓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化用《庄子·逍遥游》“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

风斯在下矣”句。这里表现那种弃轩冕如敝屣的高蹈超越的境界和情怀。

○5 “临大节而不可夺”，暗引《论语·泰伯》“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

夺。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这里是面临安危存亡的紧急关头而不动摇屈服的意思。

【评分标准：任选其中的两处例子，每一处 3 分；意思符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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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分）答案示例：

○1 原因：松竹梅具有坚韧耐寒的共同品性，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象征着坚贞高洁的品格，故古人视之为有益

心志之物，乐于相伴共处。

○2 表现：松竹梅被古人称作“岁寒三友”，常于亭阁台榭、房前屋后种植，以寄托志趣，激励节操。孔子的言

论给了这一文化符号得名的来源，历代诗文不断地推崇、唱和、咏叹、阐释，使这种风尚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传

统。

【评分标准：原因 2 分，表现 3 分；意思符合即可】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 分。

14. （3 分）C【不懊恼，而是留恋眷恋】 15. （3 分）A

16.（6 分）答案示例：

下片开头巧用动静结合的手法，描绘出静谧美好的画面。首先，苏轼化用杜甫名句“沙头宿鹭联拳静”，形

象描写了鸥鹭小溪聚集栖息的静谧画面；接着又以动衬静，写鸥鹭偶或翩翩飞离，犹如点点轻烟。尤其是鸥鹭的

翩然飞离，似乎又暗喻作者的即将离去，含蓄地抒写出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整个画面动静结合，极富有诗情画

意。

【评分标准：点明具体手法 1分，结合具体词句分析 4 分，语言表达 1分；言之成理即可】。

17.（8 分）

①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②山映斜阳天接水 秋水共长天一色

③架梁之椽 多于机上之工女

④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

【评分标准：写对一句得 1 分。句中有错别字、添字、漏字现象之一，不得分】。

四、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3 分。

18．（3 分）D【醒悟】

19．（3 分）C【“柔美”错，应是“色彩”】

20．（6 分）答案示例：

山：①生活路途上的山行，有时感觉最艰难，其实艰难是相对的，自己所亲历的和体验到的未必就是最艰难

的。②先是以为山只是哑然、寂静, 后感悟到沉默外表下有着内在的丰盈和激情；山的这种品质深深地影响了

“我”的身心。

水：先是认识到，水美和水的魂灵在于多元形态（多样态），如色彩、柔美和梦幻的韵致以及宽阔与深邃、

豪迈与激情、宁静与温婉、庄重与冷傲等，这最吸引游人聚集和生发惊叹与赞美；后醒悟到被忽略或漠视的单一

的“极寒”是另一种水美的高度，这种美往往深深地影响人的灵魂。

【评分标准：6分，山、水各占 3分；意思符合即可】

21．（4 分）答案示例：

行走在山水间，“我”会开阔视野，引发对山水深远的思考，获得深远的认知；沉浸在山水间，“我”的灵

魂会与山的内涵、品质，水的美丽、精魂融为一体。“我”与山水难舍难分，“我”沉迷于这种幸福中。

【评分标准：4分，每答出一点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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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分）答案示例：

①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是并列关系。第一部分写山行，第二部分写对水的探寻。②第三部分是对第一、二部

分的拓展与深化。第一、二部分写我“在山水间”，第三部分写人类“在山水间”。由个体到整个人类，丰富了

文章内容，深化了文章主题。③第一、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相互呼应，是有机的整体。第三部分说人类早期“在山

水间”是为基本的生存，是物质层面的依附；现在“在山水间”是内心、精神的需要，而第一、二部分正是这种

重返山水、寻找内心宁静的具体展示。

【评分标准：6 分。每条 2分；意思符合即可】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0 分。

23.（10 分）

参考评分标准：

一类卷（8—10 分），符合题意，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表达流畅，较有文采。

二类卷（5—7 分）， 基本符合题意，内容较充实，结构基本完整，语言通顺。

三类卷（1—4 分）， 偏离题意，内容空洞，结构不完整，语病较多。

24.（50 分）

参考评分标准：

第①题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

论据充实、论证合理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

方面突出的作文可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

论据较充实、论证合理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

方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得 39分以

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论点基本明确

论据较充实、论证基本合理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

方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 分以上。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以 24 分为基准分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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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卷

（24—0 分）

论点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第②题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描写充分、细节典型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意、有

文采的作文可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描写较充分、细节能表现主题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

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主题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描写不充分、细节较少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

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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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描写、没有细节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4 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没有题目，扣 2 分。错别字 3 个扣 1分，重复的不计；扣满 3 分为止。

附录

《二友堂记》参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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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需要侧身以待的超脱世俗、见识高明的人，从赋闲隐居中起用左史福唐人李弥逊先生。将要重用他，恰

好遇上饥荒，而庐陵又特别严重，于是皇上下诏书让李弥逊去担任这个地方的治官，来让困苦穷乏的老百姓（得

以）休养生息。李弥逊到了以后，清除弊政，理顺人心，老百姓的生机获得复苏，整个州郡治理得很好。李弥逊

先生于是想寻求一处可以宽慰纾解困顿烦闷的地方，于是观察住处的旁边，发现一棵枝叶茂密的古松，就在古松

的对面种上竹子，（然后）在古松的下面开辟一块土地建起一座书房，在匾额上题写“二友”两字，并且自视为

松竹二友的主人，嘱令同郡人我胡铨写篇记来记载这件事。

我说：“李弥逊先生隐居山林十三年，在偏僻奇险的崖谷中，与猿猴鱼龙比邻为家，作为（早就）适宜偏僻

山林（生活，对林木）熟悉得都看够了的人，难道还缺少（松竹）这两样东西吗？这大概是（因为）有说法的啊。

孔子说：‘花言巧语，面目伪善的人，很少有仁德之心。’要是能做到治理和养育百姓，施恩惠于无依无靠的鳏

寡老人，一定是意志坚强、百折不回的人，大概是因为刚强的人就不会被欲望迷惑。所以说：“申枨欲望太多，

哪里能够刚毅不屈！”而《尚书》还说：“刚毅而不粗暴。”只有不粗暴的人才不会被欲望迷惑，只有不被欲望

迷惑的人才可以谈得上刚毅，只有刚毅的人才能施行仁德。李先生唯独从（体现着刚毅高洁的）松竹上有所选取，

难道不是从刚毅中成全了仁德吗？

“每当李公在处理文书之外腾出空闲时间，每天在松竹之间吟哦，看到那秀美的松竹缠绕错杂，和风袭人，

清爽阴凉，洗涤思虑，就会去冥思苦想用来庇佑百姓的方法，就像洗去衣服污垢那样除去（为政弊端）。看到

（松竹）那高耸不凡的风姿，压倒霜雪，有凛然不可侵犯神色，就会激励自己向朝廷列举直陈时政利弊，去跟朝

廷执掌大权的人物争辩是非而不屈服；看到（松竹）那闲雅沉静的姿态，坚强有力的品质，就与凤凰天鹅那样的

贤士同列而不与燕雀一般的小人为伍，就会想尽办法去抨击奸佞而褒扬贤臣，让君子有所依靠，使小人有所畏惧。

最后达到雨水和阳光都适合时令，万物各司其职，政令能够神速地推行，恩泽得以迅速流布，仁义周遍蟠曲的桑

树，德义高出倒偃的柏树，（李先生来此治理）竟然不到一年就使这里政通人和、五谷丰登，这难道是那种花言

巧语、面目伪善周身就像没有骨头的人所能做得到的吗？”

至于李公心远地偏，所设环境与自己的心意相合，什么事都不会老挂在心里，倾听如钟一般号鸣的松风，舀

起清凉的池塘竹间的雨露，思想超越客观事物之外，就有了（像庄周那样不受约束的）高人雅趣。（带着这样的

心态）再回过头来看看（所谓的）官位爵禄，（内心）就有一种仿佛让风吹上九万里高空的逍遥感，因此也就做

到与松竹为友而不会屈从世俗。

“即便是这样，李公将要成为朝廷的为官表率，本来就不能他让屈服低头。（李公人格）卓异，特立独行，

面临安危存亡的紧急关头而不会动摇屈服，把天下安置得如同泰山一样安稳。那么，李公岂止无愧于松竹二友呢，

实则是丘壑夔龙一样的人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