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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海淀区高三二模

语 文

2019.5

一、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6 分。获取更多试题及答案，请搜索北京高考在线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7 题。

材料一

路遥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把目光投向变革中的现实生活，关注社会底层小

人物的情感与命运。他用生命所建构的文学世界，呈现了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也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路。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主要反映 1975 年到 1985 年城乡广阔的社会生活。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

中这样说:“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

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事件的

态度，看似是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

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方式，要求路遥一丝不苟、全方位地占有资料，熟悉所书写时代的特征与气质。路遥用 6

年左右的时间，潜心．．阅读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

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还翻阅过这十年间的各类报刊杂志，手指头翻烂了，就缠上胶布翻。他屡次．．重返陕北故

乡，深入到工矿企业、学校、集镇等地，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应该说，

路遥在动笔创作这部“宏大叙事”的作品前就做足了功课。但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当时被文学评

论界认为“过于陈旧”。

在新的文学潮流面前，路遥并没有选择迎合，而是坚定地固守传统。路遥所以执拗．．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按他的说法:“生活和题材决定了我应采用的表现手法，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

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在中国这种一貫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

重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

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

就这样，路遥以极大的艺术自信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抱病．．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198 年 12 月 30 日，

路遥给时任《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蔡葵的信中，再次明确地宣誓了自己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当别人用西式餐具

吃中国这盘莱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事实上，路遥用最在乎读者的创作方法为读者做出的“这盘菜”，果真赢得了大众的好评。《平凡的世界》

于 1991 年 3 月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其时的路遥仍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他强调“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

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大境界，应该是我们

毕生的追求”。

路遥是地道的陕北农民的儿子，陕北文化大气、包容、担当、进取、利他的特点给予其特殊的熏陶与滋养。

他懂得自己的艺术创作在本质上与父亲的劳动并无二致，并由此生发出许多至理名言:如“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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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奉献”“有耕种才有收获；即使没有收获，也不为此而终生遗憾”……这些具有农民哲思的人生箴言，是路

遥这位有着深刻农民情结与土地情结的作家人生体悟的真实流露，这也是他长期思考人生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由

此，他才有“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的响亮声音。

《平凡的世界》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大转型时期，承担了“历史书记官”的功能；小说所传达出的精神价值，

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传统的继承，提供了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小说中

的人物成为改革开放大潮下芸芸众生的缩影，人生充满挫折但自强不息，出身卑微但敢于追求爱情。《平凡的世

界》重构了中国社会的精神食粮，温暖了无数人心。它尊重了大众并引导了大众、提升了大众，让无数读者在其

间找到了精神寄寓。

(取材于梁向阳《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1. 下列词语在文中不能表现路遥“像牛一样劳动”的一项是(2 分)

A. 潜心 B.屡次 C.执拗 D.抱病

2.下列说法不属于路遥现实主义创作观的一项是(3 分)

A.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情感与命运 B.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社会生活

C.反映创造人类历史的劳动者的大境界 D.跟随新的文学浪潮描写“先进”生活

3.《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是“改革开放大潮下芸芸众生的缩影”，具有典型意义。请根据材料一的内容，以孙

少平或孙少安为例，分析其典型意义。(4 分)

4.作家梁向阳曾说:“作品是作家生命的存在方式，也是作家最好的纪念碑。”请根据材料一，为路遥《平凡的世

界》这一“纪念碑”式的作品拟写题词。不超过 20 字。(4 分)

材料二

对文艺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文艺创作这根本性问题，直接决

定创作者的出发点、格局和境界，也从根本上决定其将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开拓自己的艺术道路，甚而决定能走多

远。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文艺创作者必然不能与时代隔绝。然而，在创作实践中，对许多作家、艺术家而

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现象和表象并不难，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

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时代的根底，又是什么呢?实

去过夭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能背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

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

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碑文，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

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

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能看到历史发展的大势所在，也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个时

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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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上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

谁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认识生活、面对世界时，心中是不是有根，有没有可靠的、根基

牢固的看待世界与生活的立场和路径。

创作者心中的这个“根”，必然涉及其身份和情感认同。以文学为例，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

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 80 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

他们内心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和某一个村庄、某一个人群，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在各自的生命中，

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让他知道自己是谁，也时刻在提醒着他、告诉着他，他的生命和

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英国作家拉尔夫·福克斯说:“只要作者和他的群众隔离，忽视群众，或

者不了解他的群众，那么就很容易患贫血症，就很容易使得想象的化学中缺少某种重要的因素。这使得作者的思

想变得贫乏，或者使他失去了力量。”创作者和人民的关系，绝不等同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一个普普通通的劳

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

依据。

新时代为艺术提供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我们要倾力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把人民生

活和实践中最深刻、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理想和创造的部分提炼出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身为文艺工

作者，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对我们当下

时代的认同，是与时代同步伐、与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同频共振，将广大人民从精神上团结起来。

那些让人一见难忘、甘愿反复阅读的作品，一定蕴含着充沛的善与美的力量，给人以希望，鼓舞人的精神。

读这样的作品时，常会让人遥想作品背后站着的那个“人”。那个“人”一定有着崇高的理想、宽阔的心灵和对

未来坚定的信念。他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热烈赞颂劳动和创造的人们，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阔

征程。当读者或观众在心底为这样的作家、艺术家画像时，他同时也在雕塑自己，让真、善、美成为自己人生的

底色。

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说:“艺术具有影响人的智慧和心灵的强大力量。我想，那种把这一力量运用于创造人们

灵魂中的美和造福于人类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艺术家。”只有这样的作家、艺术家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

光芒的文学和艺术，才会像灯，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也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取材于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5.下列对材料一、材料二中作者引用资料的意图，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引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的话，说明路遥秉持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以承担“书记官”职能。

B.引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说明人民是艺术创作的主体，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根底。

C.引用拉尔夫·福克斯的话，说明创作者只有联系人民才能创造出有思想有力量的作品。

D.引用作家肖洛霍夫的话，说明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创作出塑造人的灵魂、照亮人心的作品。

6.材料二中写道:“读这样的作品时，常会让人遥想作品背后站着的那个‘人’。”请根据材料回答:作家怎样才

能成为作品背后站着的那个“人”?(4 分)

7.你阅读过的哪一部名著可以称得上是“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的作品?请以材料一、材料二为依据，说明

理由。(6 分)获取更多试题及答案，请搜索北京高考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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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8-13 题。

（一）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

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观其所书佛

《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初。”今君倚之书，盖诩云。

(取材于苏轼《跋钱君倚书〈遗教经〉》)

（二）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并．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

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释智永白”者，误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禅师书也。云“谨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

俗之语耳，而书亦不工。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

梧奇伟人也。”此非知书者。凡书象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

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

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

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

(取材于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

【注释】①永禅师:释智永，为王羲之七世孙，亦擅长书法。②欧阳率更:欧阳询，其楷书被称为“率更体”。③

柳少师:柳公权，书法家，曾为太子少师。④颜:即颜真卿，书法家。获取更多试题及答案，请搜索北京高考在线

8. 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书有工拙 工:精巧

B. 体并众妙 并:兼具

C. 率更貌寒 寝:丑陋

D. 正称其貌耳 称: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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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识其奇趣 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语耳

B.尤工于小楷 本出于颜

C.而能自出新意 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

D.其言心正则笔正者 则其人可知矣

9. 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

说话有能言善辩与口齿木讷之分，而君子、小人的气质是不能遮掩的



5 / 12

B.因得观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

于是得以观赏钱公之子书写的佛经《遗教经》的刻石

C.精能之至，反造疏淡

永禅师书法精妙到极致，反而达到疏朗清淡的境界

D.不知人情随想见

小人不懂得人的情绪会随着想法在所写的字上显现出来

11.下列评论书法的诗句，其评论角度不同于其他三项的是(3 分)

心正能教笔不欹，古来书法独公知。

B.浩然之气塞天地，书法悟入葡萄宫

C.儿童不识草书法，但见满纸鳅蛇结

D.铁画银钩藏雅韵，粗微浓淡漫馨香。

12.请根据上面两则材料中苏轼对书法的评论，谈谈你对中学生学习书法的认识。(5 分)

13.请用斜线“/”给下面短文断句。(3 分)

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

(取材于苏轼《跋欧阳文忠公书》)

三、 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 14-16 题。(共 13 分)

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苏轼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首

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

从归去，无泪与君倾。

【注释】这首词根据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一诗改写而成。获取更多试题及答案，请搜索北京高考在线

14. 本词上阕所写音乐变化倏忽、千回百转。请用四字词语概括音乐变化的特点，并依次填写在下面语段的横

线上。(3 分

乐声初发， _______ ________；转而骤然突变，___ ________继而由刚转柔，______ ______

15.明代卓人月《古今词统》中评价本词描写的音乐“可以目听”。请结合具体诗句，赏析特色。(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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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听琵琶曲，苏轼在本词中言“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叹“座中泣下谁最多?江

州司马青衫湿”。两位诗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请分别加以概括。(4 分)

17.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7 分)

（1） “崇清尚洁”自古就是贤者的精神守望。陶渊明不适俗韵，于山水田园间觅精神之“桃花源”；刘禹锡喜

爱“①____ __，草色入帘青”的清幽绿意，于一方“陋室”内求“无丝竹之乱耳，②_

__”的清雅心境；周敦颐偏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③____”的一池清逸芳姿，更渴慕品格似莲之高洁。

（2）“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生命应是一场潇洒而壮美的舞蹈:纵使不能像刘裕“④_

__ _，气吞万里如虎”般驰骋沙场；不能像周瑜“⑤_ __，谈笑间，⑥__ _”

般儒雅风流；但却可以像“⑦__ ，鱼翔浅底”，以最美的生命姿态，在追梦路上，绽放精彩的人生。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4 分。获取更多试题及答案，请搜索北京高考在线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8-22 题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节选）

曹雪芹

贾政命贾珍在前引导，自己扶了宝玉，逶迤进入山口。抬头忽见山上有镜面白石一块，正是迎面留题处。贾

政回头笑道:“诸公请看，此处题以何名方妙?”众人听说，也有说该题“叠翠”二字，也有说该题“锦嶂”的，

又有说“赛香炉”的，又有说“小终南”的，种种名色，不止几十个。原来众清客心中，早知贾政要试宝玉的功

业进益如何，只将些俗套来敷衍。宝玉亦料定此意。贾政听了，便回头命宝玉拟来。宝玉道:“尝闻古人有云:

‘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况此处并非主山正景，原无可题之处，不过是探景一进步耳。莫若直书‘曲径

通幽’这句旧诗在上，倒还大方气派。”众人听了，都赞道:“是极!二世兄天分高，才情远，不似我们读腐了书

的。”贾政笑．道:“不可谬奖。他年小，不过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罢了。再俟选拟。”

说着，进入石洞来。只见佳木茏葱，奇花闪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

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

栏，环抱池沿，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倚栏坐了，因问:“诸公以何题此?”诸

人都道:“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云:‘ 【甲】 ’，就名‘翼然’。”贾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

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方称。依我拙裁，欧阳公之‘ 【乙】 ’，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客道:“是

极，是极。竟是‘泻玉’二字妙。”贾政拈髯寻思，因抬头见宝玉侍侧，便笑命他也拟一个来。宝玉听说，连忙

回道:“老爷方才所议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

字，则觉不妥。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藉含

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若何?方才众人编新，你又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

说你的来我听。”宝玉道:“用‘泻玉’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髯点头不语。众人都忙

迎合，赞宝玉才情不凡。贾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对联来。”宝玉听说，立于亭上，四顾一望，便

机上心来，乃念道：

， 。

贾政听了，点头微笑．．。众人先称赞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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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出亭过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观览。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

翠竹遮映。众人都道:“好个所在!”于是大家进入，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两三

间房舍，一明两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从里间房内又得一小门，出去则是后院，有大株梨花兼着

芭蕉。又有两间小小退步。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

出。

贾政笑道:“这一处还罢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说毕，看着宝玉，唬的宝玉忙垂了头。

众客拦用话开释，又说道:“此处的匾该题四个字。”贾政笑问:“那四字?”一个道是“淇水遗风”。贾政道:

“俗。”又一个是“睢园雅迹”。贾政道:“也俗。”贾珍笑道:“还是宝兄弟拟一个来。”贾政道:“他未曾作，

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可见就是个轻薄人。”众客道:“议论的极是，其奈他何。”贾政忙道:“休如此纵了他。”

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为乱道，先设议论来，然后方许你作。方才众人说的，可有使得的?”宝玉见问，答道:

“都似不妥。”贾政冷笑．．道“怎么不妥?”宝玉道:“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

古人现成的，何必再作。”贾政道:“难道‘淇水’‘睢园’不是古人的?”宝玉道:“这太板腐了。莫若‘有凤来

仪’四字。”众人都哄然叫妙。贾政点头道:“畜生，畜生，可谓‘管窥蠡测’矣。”因命:“再题联来。”宝玉

便念道：

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

贾政摇头说道:“也未见长。”说毕，引众人出来。

一面走，一面说，倏尔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

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

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莱花，漫然无际。

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时一见，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我们且进去歇息歇

息。”说毕，方欲进篱门去，忽见路旁有一石碣，亦为留题之备。众人笑道:“更妙更妙!此处若悬匾待题，则田

舍家风一洗尽矣。立此一碣，又觉生色许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贾政道:“诸公请题。”众人云:

“方才世兄有云，编新不如述旧’，此处古人已道尽矣，莫若直书‘杏花村’妙极。”贾政听了，向众人道:“杏

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请名方可。”众客都道:“是呀。如今虚的，便是什么字样好?”

大家想着，宝玉却等不得了，也不等贾政的命，便说道:“旧诗有云:‘红杏梢头挂酒旗’。如今莫若‘杏帘

在望’四字。”众人都道:“好个‘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宝玉冷笑道:名若用‘杏花’二字，则俗陋不

堪了。又有古人诗云:柴门临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众人听了，亦发哄声拍手道:“妙!”贾政一

声断喝:“无知的业障!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熟诗，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你方才那些胡说的，不过是试

你的清浊，取笑而已，你就认真了！”

说着，引人步入茆堂，里面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贾政心中自是欢喜，却瞅宝玉道此处如何?”众人

见问，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说好。宝玉不听人言，便应声道:“不及‘有凤来仪’多矣。”贾政听了道:“无

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宝玉忙答道:“老爷教训的

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

众人见宝玉牛心，都怪他呆痴不改。今见问“天然”二字，众人忙道:“哥儿别的都明白，为何连‘天然’不

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却又来!此处置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

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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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

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未及说完，贾政气的喝命:“又出去!”刚出去，又喝命:“回来!”命

再题一联“若不通，一并打嘴!”宝玉只得念道：

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

贾政听了，摇头说:“更不好。”一面引人出来。

（节选自《红楼梦》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8.贾政与众人化用《醉翁亭记》中的语句，给大观园中桥上之亭拟名为“翼然”“泻玉”。请在文中【甲】【乙】

两处写出相关语句。(2 分)

19.根据大观园“沁芳亭”周围景物的特点，选出贾宝玉为“沁芳亭”撰写的对联。（ ）(3 分)

A.前门绿柳垂金锁 后户青山列锦屏

B.麝兰芳霭斜阳院 杜若香飘明月洲

C.绕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脉香

D.三径香风飘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兰

20.小说多次描写贾政的“笑”，阅读相关内容，完成(1)(2)题。(8 分)

(1)解说加点处“笑”所蕴含的不同意味。(3 分)

(2)以贾政的“笑”为例，赏析曹雪芹刻画人物的独到之处。(5 分)

21.贾政率众人游览大观园，一见“潇湘馆”，众人都道:“好个所在!”请根据小说内容，概括¨潇湘馆”是个怎

样“好”的所在。曹雪芹如此描写“潇湘馆”的匠心何在?(6 分)

22.《红楼梦》第三回中写道:后人有《西江月》词批宝玉“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节选部分众人“赞

宝玉才情不凡”。请结合节选部分的相关内容，说说你对宝玉这一人物的评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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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字左右。

①如果能邀请《论语》《红楼梦》《呐喊》中的人物来到当代，请你选择一位，并根据其特点向他(她)介绍我们

这个新时代。要求:时代特点具体，与人物相关。

②有位诗人说，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请从《论语》《红岩》《老人与海》中选择一个你认为富有青春气息

的人物，并说明其芳华长存、青春永驻的理由。要求:符合原著，理由充分。

③经典名著常如春风一般，令人心生温暖。请就《论语》《边城》《平凡的世界》中的任意部作品，写一段抒情

性文字或一首小诗，抒写它带给你的美好感受。要求:感情真切，富有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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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作文(50 分)获取更多试题及答案，请搜索北京高考在线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

①在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有学者劝诫人们，应拒绝与自然失联、与群体失联、与信仰失联……拒绝成为“空

心人”；也有诗人劝勉人们，让我们把心“清空”。

以上文字，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联系现实，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自定文体，写篇文章。

②路遥曾给《平凡的世界》取名为《走向大世界》，希望以此书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其实，现实中

的人们都在不断地“走向大世界”。

以上文字，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以“走向大世界”为题，联系现实，自选角度，自定文体，写一篇

文章。

语文试题答案

一、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6 分。获取更多试题及答案，请搜索北京高考在线

1.（2 分）C

2.（3 分）D

3.（4 分）评分要点：明确孙少平或孙少安所代表的人物类型，概括这类人物在特定时代的重要人生经历及其对待

自身命运的态度，点明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每点 1分，意思对即可。完全照抄文本，对内容不加整合，酌

情扣分）

4.（4分）评分要点：准确评价作品或抒发对作家作品的真切情感（亦可兼而有之）（3 分），语言精炼（1分）。

5.（3分）B

6.（4 分）作家要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1 分），生命和创作与广大人民休戚相关（1 分），创作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新期待的作品（1 分），将广大人民从精神上团结起来（1 分）。（意思对即可）

7.（6分）评分要点：明确判断依据，结合作品内容恰当，说明理由合理。（每点 2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0 分。

8.（3分）D

9.（3 分）D

10.（3 分）B

11.（3 分）C

12.（5 分）评分要点：准确理解苏轼观点（2 分），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1 分），并加以分析（2 分）。

13.（3 分）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

（每断错一处扣 0.5 分，断错五处扣 3分）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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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书写端方大气的字，（字）神采焕发，俊逸不群，笔墨饱满润泽。后人观赏他的字，

如同看到了他明亮的双眸、丰满的面颊，从容自如的举止。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14.（3 分）示例：轻柔哀怨 高亢激昂 缥缈悠远（每空 1分，意思对即可）

15.（6 分）评分要点：理解“目听”的意思（2分），结合、理解诗句合理（2分），分析表达效果（2 分）。

16.（4 分）苏轼被变化多端、起伏抑扬的琵琶曲触动（1分），心生对人世沉浮的慨叹（1 分）；白居易为婉转动

人的琵琶曲所打动（1分），感伤于琵琶女天涯沦落的遭际，心生同情与共鸣，自伤贬谪之痛（1 分）。（意思

对即可）

17.（7 分）

（1）①苔痕上阶绿 ②无案牍之劳形 ③濯清涟而不妖

（2）④金戈铁马 ⑤羽扇纶巾 ⑥樯橹灰飞烟灭 ⑦鹰击长空

（每句 1 分，有错别字、多字、少字，该句不得分）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4 分。

18.（2 分）甲：有亭翼然 乙：泻出于两峰之间 （每空 1分，多写且正确不扣分）

19.（3 分）C

20.（8 分）

（1）（3分）示例：第一处“笑”，贾政以客套示人，而内心对宝玉题“曲径通幽”颇为满意，还因众人夸赞

宝玉而得意，也有敲打宝玉不要自得的意味；第二处“微笑”，贾政对宝玉的“沁芳”题名及题对看似未置可否，

实则非常满意；第三处“冷笑”，贾政对宝玉评价众客拟题“都似不妥”的轻狂似乎颇为不满，内心实则无太多

责备。（每处 1分，意思对即可）

（2）（5分）评分要点：观点明确（1 分），有理有据（2分），分析合理（2 分）。

21.（6 分）特点：翠竹掩映，清幽雅致；泉水绕竹，自然灵动；布局讲究，精巧不俗（3分）。匠心：营造幽静

清雅的氛围，映衬人物清高孤傲的性格、自然脱俗的高雅品味（3分）（意思对即可）

22.（5 分）评分要点：观点明确（1 分），理由充分（2分），分析合理（2 分）。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3.微写作（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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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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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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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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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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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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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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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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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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没有抄写题目，扣 2 分。每 3 个错别字减 1 分，重复的不计。字数不足，每少 50 个字减 1 分。

附录：文言文参考译文获取更多试题及答案，请搜索北京高考在线

（一）

人的相貌有美丑之分，但君子、小人的神态是无法掩饰的。说话有能言善辩与口齿木讷之分，而君子、小人

的气质是不能遮掩的。书写有精巧、拙劣之分，而（观其字可见的）君子、小人之心是不能混淆的。钱公虽然没

学过书法，但看他的字，可知他是挺拔特立、忠诚守信、知礼明义之人。我在杭州，与他的儿子世雄是同僚，于

是得以观赏钱公书写的佛经《遗教经》的刻石，（石上的字）有遒劲峭拔的气势。孔子说：“仁者出言谨慎。”

现在观君倚的书法，大概就能见出其为仁者吧。

（二）

释智永的字，笔力深沉稳健，字体兼具众体之妙，精妙到了极致，反而达到疏朗清淡的境界。如同读陶渊明

的诗，初读好似平淡无奇，反复吟诵，才能品出它的奇妙意趣。现在法帖中有道“不具释智永白”的，误收在了

王羲之部中，但也并非释智永的字。说“谨此代申”，这是唐末五代流行之语罢了，而且字也不精巧。欧阳询的

字，美观紧严超出众人，（他）尤其擅写小楷，朝鲜派使臣求购他的字，高祖感叹说：“他们看欧阳询的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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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是身材健壮高大之人。”这就是不懂书法的缘故。大凡字如其人，欧阳询相貌丑陋，聪明过人，现在看他的

字，刚硬峭拔规矩严谨，这正与他的相貌相符。

柳公权的字，本承袭颜真卿，却又能自出新意，一字可价值百金，此话不假。他说为人正直写字就端正，并

非只是一句委婉的规劝，道理本就如此。世上的小人，字虽然写得精美，但其神情终不免会有逢迎谄媚之态，不

懂得人的情绪会随着想法在所写的字上显现出来，就像韩非子所说的“邻人疑斧”，或许真就是这样？但到让人

看见他所写的字还是会厌恶他的地步，那么其人品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