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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 2019.5

本试卷共 10 页,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

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纸一并交回。

一．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7 题。

材料一

20 世纪中国散文,其基本面貌与唐宋古文、晚明小品、桐城文章大不一样,最明显的特

征莫过于使用“白话”而不是“文言”。借“文白之争”来理解这个世纪文章风格的

嬗变,无疑是最直接也最简便的路径。从晚清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大大拓展了散

文驰骋的天地。可“白话”的成功,不等于“美文”的胜利,这中间虽不无联系,却仍

关山重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发难,照理说得益最大的该是诗文;

可革命的直接效果,却是“诗”的脱胎换骨,以及“文”的撤离中心。从梁启超提倡小

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胡适、鲁迅以小说为学术课题,都是借助西方文学观念来改变中

国原有的文类等级。伴随着小说的迅速崛起,散文明显失去昔日的辉煌。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散文的退居边缘,不一定是坏事,起码可以使得作家卸下替圣贤

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志”。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

——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己之悲欢。

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

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

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

脱离象征权力和责任的“中心”,走向寂寞淡泊的“边缘”,20 世纪中国散文不但没有

消沉,反更因其重个性、讲韵味、洒脱自然而突破明清之文的窠白。可以说,现代中国

散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完成了蜕变和转型,并重新获得了无限生机。

(取材于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

1.下列对材料一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嬗变:这里是蜕变、演变的意思。

B.关山重重:这里形容阻碍或困难众多。

C.正襟危坐:这里形容装腔作势的文风。

D.窠臼:这里比喻现成的格式或老套子

2.根据材料一,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五四”白话文运动对现代散文的发展有推进作用。

B.“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散文的地位退居边缘

C.20 世纪散文的功用从“载道”转变为“言志”。

D.20 世纪散文写作的固有体系和规则彻底瓦解。

材料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小说、诗歌的大红大紫、亢奋热闹相比,散文创作在大部分时间

里都是沉稳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较为冷落萧条的。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作

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善于在默默无闻中积蓄力量,在沉稳平静中奋起前进。



首先,是从“小美”到“大品”。“五四”时期那些著名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

色》《背影》,周作人的《乌蓬船》,以及冰心、徐志摩、钟敬文等人的散文,基本上

都是正宗的“美文”或小品”。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

沿袭的也是“美文》的路子。但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这种“以小

为美”,以抒情叙事、议论和文采取胜的格局逐渐被“大品”的散文取替。这里所谓

的“大品”,指的是这一类散文不仅篇幅长,结构大,而且作者思考的都是各种关于生

命、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大命题,且自始至终透出一种理性思辨的精神。自“五四”

以来我国散文中的理性精神一直相对比较薄弱,而在九十年代,史铁生、韩少功、张承

志、张炜、余秋雨等人的一些散文,却把这种理性精神的立足点上升到二十世纪现代

人文的哲学高度。

其次,是艺术思维的多元化和文体的解放。一方面是叙述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散文

中,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我”展开叙述,而且这个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我”具

有不容动摇的牢固地位。而现在不少散文中的“我”竟消失了;或者在一篇散文中,在

“我”之外又有其他叙述视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祝勇的、《永和九年的那

场醉等作品,就有这样的叙述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散文结构的开放性。九十年代以来

的散文已经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三段式”结构套路,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结构状态,如

周晓枫的《黑童话》、赵玖的《从这里到永恒》等散文,采用的都是以“情绪”、“意

象”为线索的结构方式。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散文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散文的这种

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不断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

(取材于陈剑晖《四十年散文:走向阔大和遥远》

3.根据材料二,不属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散文发展特点的是（ ）(3 分)

A.相对于小说和诗歌的火爆,散文发展偏于沉稳平静。

B.散文水平远超过“五四”时期的“美文”和“小品文”

C.散文格局更为宏大,且理性精神和思辨精神更为充沛。

D.散文的叙述方式变得更加灵活,结构方式也更加多样。

4.根据材料二,下列关于作家作品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朱自清散文多以抒情、叙事、议论和文采取胜。

B.杨朔散文“以小为美”,与“五四”时风格相似。

C.史铁生的散文均属于理性思辨的“大品散文”。

D.周晓枫的《黑童话》没有使用“三段式”结构。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台港澳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其中台湾当代散文既是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新文化现代散文

的延伸。它在中国当代散文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乡愁是台湾文学的一大母题。老一代作家如梁实秋、琦君、王鼎钧、余光中等人,

缅怀故乡故土,营造精神家园、对台湾乡土散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飘萍游牧的都

市生活和异乡羁旅,催生了一批作家敏感心灵的寻根意识。文化乡愁作为台湾散文民

族情感的核心内容,几经变迁和发展。它也折射出台湾作家从怀乡思亲到终于重回故

土,乡情得以慰藉的心灵历程。

此外,从自我感悟出发,通过对人生和自然的观察思索,表达深刻、隽永的情思,这种饱

含诗情和哲理的散文,是台湾当代散文创作的主体。不少散文名家的作品多是充满了



对现实人生的悉心体察和卓越见地。而这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林清玄。他在艺术追求

上熔铸了更为丰厚的东方美学,正由于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念,使灵与肉、历史与现

实、瞬间与永恒,在其作品中得到清晰、有机的辩证统一。

杂文也是台湾当代散文中很活跃的类型。这种集议论、说理、思辨为一体的随笔、小

品散文,非常令人瞩目。作家们承续并进一步发挥了鲁迅杂文的特色,针砭社会弊端,

揭示人生百态,平和中带有辛辣,令人思味。

海峡两岸的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发扬光大包括散文在内的民族

文化传统,两岸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取材于许剑铭《台湾当代散文透视》)

5.根据材料三,下列关于台湾散文特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台湾当代散文的精神内核与“五四”时期的散文相同。

B.文化乡愁是梁实秋等老一代作家创作的不变主题。

C.诗情哲理类散文是台湾散文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D.台湾杂文承袭了“五四”杂文特别是鲁迅杂文的创作特色。

6.根据材料三,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 分)

A.台港澳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热潮是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

B.余光中的散文,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了对故土的思念和缅怀之情。

C.林清玄散文中瞬间与永恒的辩证统一培养了他的东方美学观念。

D.从根本上来讲,台湾散文与大陆散文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

7.根据上述三个材料,请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现当代散文发展的影响。(5 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两则文言文,完成 8-13 题。

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铜川府君,讳隆,文中子之父也。开皇九年江东

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愧色日夏、

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

川府君异之。

开皇十八年,铜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问夫子之志何

谓也?”铜川府君曰:“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资友而成者也。在三之义,师居一焉,道

丧已来,斯废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之,翔而后集。”文中子于是有四方之志。盖受

《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碘,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

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

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

《太平策》小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曰:

“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

征之歌》而归。帝闻而再征之,不至。四年,帝崩。

大业元年,一征又不至,辞以疾。谓所亲曰:“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

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

自远而至。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

大业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曰:归休乎?殆夫

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龄?吾不起矣。”寝疾七日而终。门弟子数百人会议曰:“吾师其



至人乎?自仲尼已来,未之有也。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请谥曰文中子。”丝麻设位,

哀以送之。

(取材于《中说·文中子世家》)

8.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铜川府君宴居 宴:安闲

B.稽今验古 稽:计较

C.九年而六经大就 就:完成

D.殆夫子召我也 殆：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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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 学《诗》于会稽夏瑛

B.铜川府君异之 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

C.不解衣者六岁 如往来受业者,不可

胜数

D.作《东征之歌》而归 帝闻而再征之

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

王道仁政还没有推行,隋朝为何能统一天下呢

B.道丧已来,斯废久矣,然何常之有

道义不被尊奉以来,这种风尚也被废弃很久了,然而局势不会恒定不变啊

C.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

我与先生相见恨晚哪,上天是要赐给我一条生路啊

D.道之不行,欲安之乎

王道得不到推行,就想天下安定太平吗

11.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5 分)

①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2 分)

②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3 分)

12.下列对文意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中子年纪轻轻就见识不凡,能从父亲的叹息中解读其心思。

B.文中子广泛拜师,发奋求学,以至于忙碌得来不及换装休息。

C.文中子从朝廷公卿对自己的态度预感到实现自己理想的渺茫。

D.文中子退而编撰先秦六经,广收门人弟子,终成为一代宗师。

13.“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已来,未之有也”,王通的学生认为王通是自孔子以来学问

道德最完美的人,请根据文意,概述王通的弟子认为王通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的依据

有哪些。(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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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谒文山祠【1】



[明]边贡【2】

丞相英灵魂未消,绛帷灯火飒寒飙。

乾坤浩荡身难寄,道路间关梦且遥。

花外子规燕市月,水边精卫浙江潮。

祠堂亦有西湖树【3】,不遣南枝向北朝。

【1】文天祥号文山,官至右丞相,南宋末率军抗元,兵败被执,终死不屈。【2】边贡:

字廷实,明代诗人,倡导文学复古运动,遵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创作原则。【3】

西湖树:杭州西湖岳飞墓边的树。

14.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绛帷”句:丞相祠内帷幔被寒风刮起,灯火飘摇,景中含情。

B.“乾坤”句:时局动荡风雨飘摇,作者深感自己全无容身之所。

C.“精卫”句:含蓄写出了文天祥虽抗元失败却矢志不渝的品格。

D.全诗情感深挚,悲慨苍凉之中不失开阔与雄浑,颇具唐诗气象

15.“子规”也即“杜鹃”,这一意象在不同诗词中所营造的氛围也各不相同下列诗词

中与本诗中的“子规”所营造的氛围差异最大的一项是（ ）(3 分)

A.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白居易《琵琶行》)

B.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王令《春晚》)

C.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翁卷《乡村四月》)

D.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

16.本诗尾联云:“祠堂亦有西湖树,不遣南枝向北朝。”文天祥诗“臣心一片磁针石,

不指南方不肯体”电表达了类似的情感。你认为两者的抒情方式是否相同?请结合具

体诗句简要分析。(6 分)

17.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①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深刻检讨了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对统治者的贪婪与奢靡进

行了指斥:“秦爱纷奢,人亦念其

家。 ， ？”

②荀子常用类比的方法来说明道理。比如《劝学》中的句子:“故木受绳则

直， ，

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③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追慕古代英雄刘裕的辉煌业

绩,感慨万千。用“想当

年, ， ,”来表达自己的

赞美。

④同样是写秋景,词人的风格却有所不同,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用一句

“ ”

来概括秋天万物的生机勃勃,词风磅礴而大气。而李清照在《声声慢》中却刻画了“

，到黄昏,点点滴滴”的景象,词风婉约而伤感。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8—22 题。



十八岁的旷野

小师傅叫细刻,只有十八,和我同岁,而我得叫他师傅。在知道他的实际年龄后,我喊师

傅就不大情愿了。我跟在他身后,看他将漆熟练地刷在门框上,刷子翻飞,漆薄而匀。

刷完后他扭回头,脸上有得意之色。我撇嘴,有什么好得意的,不就是刷漆吗,用不了两

天我就会刷得比你好!

看我不服,又领我走到另一个房间。一扇未完工的木门架在工作台上。他拿起刨子,闭

上一只眼。刨子在木门上轻快地滑翔,刨花像浪花一样翻卷,木头的清香塞满了我的鼻

孔。他吹着口哨将刨子交给我。我整个身子俯在木门上方,双手端平刨子,然后向前推

进,刚推了不足二十公分,卡住,拿起刨子再推,再卡住。我满头大汗地抬起头他眉梢眼

角里满是挑衅,好像在说,怎么样?服不服?

我从背包里拿出素描纸,对着他刷刷几笔,一幅肖像出现在纸上。他瞄了眼,不屑地说,

怎么把我画成这样?

后来,他刨木门,我就在旁边看书,看《诗潮》,看《十月》。他偶尔看一眼封皮,嘴撇

得能跨过鸭绿江。他指着窗外的梧桐树说,诗人,你能为它做首诗吗?我瞧一眼那棵梧

桐树,一棵破树有什么妤写的?既没开花,也没落叶。我涨红了脸说,你也知道诗?

这叫实习吗?考进这个学校,而且学习装饰设计专业,刚入校两个月,学校就将我们扔

到这个工地,美其名曰:初步感知。

日子就像窗外无精打米的梧桐。

小师傅今天对着块小木料雕刻。我坐在旁边的一块木板上,大声朗读海子的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小师傅的刻刀上下翻飞,偶尔他会将那块惨遭蹂躏的木块举到眼前,反复地看。他当我

不存在可以,怎么可以漠视海子?小师傅只会背《咏鹅》,他也许根本不知道海子这个

人。

百无聊赖,我又拿出素描纸,细细端详他,擦了又改。发现他正盯着我看,我长舒一口气,

师傅,没把你画丑吧?他点了点头说,太俊了,这还不是我。到底哪里不像了?他慢声细

语地说,你画的人在想什么?我一愣,我怎么知道?他说,你都不知道他想什么,怎么能

画得像呢?我把嘴张得老大。这好像应该叫神韵,教画的老师曾说过。

与此同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条龙的龙爪正努力张开着伸向我。龙鳞片片都

微张着,龙头高昂,龙目奋睁,龙尾遒劲。底座是朵朵祥云。云的线条柔和,龙则恣肆张

扬。龙嘴里还含着一颗龙珠。我看呆了,小心地伸出手指,拔转那颗木珠。木珠轻盈地

旋转起来,像踮着脚尖跳舞的少女。我心拖怒放,搂过那条龙细细抚弄。他说,大小姐,

慢着点,我还得打磨呢。我有些疑惑,这还用打磨?小师傅说,不仅要打磨,还要上漆。

我结结巴巴地问,师傅,你能雕小的吗?项链坠那么小。

再后来,我马不停蹄地跟在他后面刷漆,打排钉,弹线,创木板,忙得不亦乐乎。他总是

表现得一本正经,说,你得动脑子想想如果是你,这儿你想怎么设计,那儿你又想怎么

设计,知道了吧?我说,我学是因为你,我以后断然是不干这个的。他说,如果有一天我

再接到一套图纸,设计师的名字是你,你说会怎么样?说完,他好像还充满了遐想似的

咂咂嘴。

工地外面是大片的旷野,绿草新鲜逼人。此后的很多天,他常常在旷野里独坐,或者看

天,或者叹气。

春节将至,工地还没放假,小师傅竟提前走了,连个招呼也没打。有人说,他走前在工地

前的旷野里,一个人坐了半夜。



春节过后,我拿出小师傅的肖像,左看不像,右看不像。果真不像小师傅。有股热血直

冲脑门,我支起画板开始重画。小师傅紧锁的眉头,抽动的嘴角,偷偷的笑,不屑,羞,

窘。小师傅恨铁不成钢的苛责。小师傅轻快的口哨,躲避的眼神,…我拿笔的手颤抖不

止,我决定去找小师傅,当面将这幅画交给他,问问他,现在像他了吗。

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五个小时的大巴,再转乘一辆当地蹦蹦车。蹦蹦车将我甩

在大山的脚下,扬长而去。

“姑娘,你是想进山吗?”我走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我们是一个寨子的一细刻他师父的女儿,叫精雕,和她爸闹翻了。她不同意嫁给细刻

了,说怕耽误他。她爸一着急,得了场大病,接着瘫痪了。细刻这孩子,跟师父亲着呢。

也是,他亲爹娘也够狠心的,把这孩子扔山上,要不是他师父,细刻早就冻死了,要不就

被狼吃了》听说细刻灵光得很,什么都一学就会,城里人都看重他呢。他骨头里可能就

是城里人!”

我找到了小师傅家,精雕不在,小师傅正在喂鸡。这个院子和别的院子一样,都是石头

屋子木栅栏,还有个木匠的工作台。

小师傅看见我,一脸的惊喜。他局促地用毛巾擦净凳子递给我,把水杯烫了一遍又一

遍。我对细刻说,这小院真温馨,要是再有两个孩子,就更温馨了。床上的老人眼神复

杂地望着我说,你看看,这个家就这个样儿。

我说,这个家挺好呀,放心吧老师傅,有细刻在,这个家会越来越好!

我要走了。

我说,再见,小师傅。

小师傅的喉节动了动,并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冲我挥挥手。

开学后不久,我收到个包裹,打开层层包装,最后是一个小锦盒,红色绒面上静卧着一

只精巧的小龙。这只龙晶莹剔透,它的眼睛有些无奈,似乎在看着我。我的眼睛潮湿起

来。我的手指无法伸进去拨弄龙珠了,我用针拨弄它,它旋转起来,像快乐的木马。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小师傅细刻,记忆中,常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在旷野里安静地

坐着。

(取材于冯彩霞《十八岁的旷野》,有删改)

18.下列对文中加点字的读音标注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肖像:xiāo B.遒劲:jìng C.颤抖:chànD.剔透:tī

19.下列对小说内容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小说开头写“我”与小师傅细刻比拼各自的“手艺”,两个充满好胜心互相看不上

的少男少女形象跃然纸上。

B.小师傅虽然不懂诗歌,但能在短时间内将手里的木头雕刻成一条精美无比极具神韵

的龙,让“我”非常嫉妒。

C.春节过后,当“我”支起画板重画小师傅时,才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关注与思念,并决

定前往其家乡寻找他。

D.小说以“我”对细刻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展开叙述,充分运用细节描写去塑造人物,语

言质朴有感染力。

20.根据内容概括小师傅细刻的形象特征。(6 分)



21.作品中有两次对细刻所雕之龙的特写,说说这两处描写背后蕴含着细刻怎样的感

情?这种写法有什么好处?(6 分)

22.对小说结尾处,细刻作出回家照顾师父的选择,你怎么看?请依据作品,结合阅读积

累或现实生活,谈谈你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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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弟学妹向你请教阅读经典名著的经验,请你以《平凡的世界》《呐喊》《红楼梦》

中任意一部为例,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给他们提供一些阅读建议。要求:条理清楚,建

议具体可操作。150 字左右。

(2)请你以“ 中的温暖”为题写一段抒情文字。要求:横线上只

能填写《老人与海》《红岩》《边城》中的一部。150 字左右。

(3)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你从孔子下面这些言论中读出了什么教育思想?请谈谈

你

的观点并简要分析。要求:可任选一条,也可针对下面多条来谈。对所选内容的理解准

确,观点明确,条理清晰。150 字左右。

①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②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

③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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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

①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一些文化作品的生产与传播出现了如下情态:发表

作品相当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音乐家；

产品被广泛共享,甚至免费欣赏,人们可以从中各取所需,尽情吸纳；

很多文学奖、音乐奖不再受到大家过分关注,海量的作品中,没有几部小说、几首歌曲

能在全民中流行；

一位歌手说,尽管在网络海洋中我的声音不一定会被很多人听到和喜爱,但我依然要

创作与歌唱。

以上文字,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

文体不限,自拟标题,写一篇文章。

②请以“距离”为题,写一篇记叙文。要求:可写实,可想象,有叙述,有描写。

(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西城区高三模拟测试

语文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2019.5

一、（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3 分）

1.（3 分）【答案】C 2.（3 分）【答案】D 3.（3 分）【答案】B

4.（3 分）【答案】C 5.（3 分）【答案】D 6.（3 分）【答案】C

7.（5 分）【答案示例】①“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将散文创作形式由文言转为白

话，大大拓展了散文的创作空间。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推动下，散文逐渐

撤离出文坛的中心地位，明显失去昔日的辉煌。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

现代散文由“载道”转为“言志”，变得更加自由活跃、洒脱自然。④“五四”时期

的美文和小品文对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散文家产生了重要影响。⑤“五四”新文化散文

传统，在台湾当代散文中得以承续和发展。

【评分标准】 本题 5 分，每点 1 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8.（3 分）【答案】B（考核，验证）

9.（3 分）【答案】D（皆为承接关系）

10.（3 分）【答案】C（“天以生赐朕”理解有误）

11.①文中子二十岁的时候，慷慨激昂，有帮助天下苍生的志向。

【评分要求】本小题 2 分。（“冠”“慨然”各 1 分）

②仲尼去世之后，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不正在师父手里吗？（仲尼去世之后，儒家文

化是靠师父来发扬光大的）

【评分要求】本小题 3 分。（“既没”“文”“兹”各 1 分）

12.（3 分）【答案】D（编撰 有问题，文中“续、正、著、赞”不能统一为“编撰”，

另文中“六经”亦非“先秦六经”，其中《元经》为王通撰写。）

13.（6 分）【答案示例】①勤奋好学，钻研文化：未成年时即广拜名家，废寝忘食学

习儒家经典；②退而编书，整理典籍：续《诗》《书》正《礼》《乐》等，九年而六

经大就；③广收门徒，延续文脉：弟子上千，学问影响深远。（如答：刚成年即有大

济苍生之志，主张尊奉王道，推行尊王称霸的谋略。亦可给分）

【评分要求】本题 6 分。每条 2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14.（3 分）【答案】B 15.（3 分）【答案】C

16.（6 分）【答案示例】

①两者抒情方式相同，都是借助某个特定的意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感，都属于间接抒情。

（1 分）②《谒文山祠》尾联借“西湖树”朝南生长之景（1 分），暗示了文天祥顾

念南宋朝廷、誓不降元的志向，表达了作者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2 分）。③文天祥

诗借“磁针石”“指南”的特性（1 分），暗示了自己心系南宋朝廷、誓不降元的志

向（1 分）。（如回答抒情方式不同，自圆其说亦可）

17.（8 分）【答案】

①奈何取之尽锱铢 用之如泥沙

②金就砺则利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③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④万类霜天竞自由 梧桐更兼细雨

【评分标准】每空 1 分。错一处则该空无分。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4 分）

18.（3 分）【答案】A

19.（3 分）【答案】B

20.（6 分）【答案示例】年纪轻轻，却手艺高超，技术全面（2 分）；没有念过多少

书，却很灵光，领悟力强，有自己的独到认识（2 分）；善良淳厚，知恩图报，为照

顾师父而放弃“自我”，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家乡。（2 分）

【评分标准】每点 2 分，合计 6 分。

21.（6 分）【答案示例】第一次将所雕之龙描写得恣肆张扬，洋溢着动感与美丽（1
分），蕴含着细刻对生活对前途甚至对个人感情的热情向往（1 分）。第二次将所雕

之龙描写得沉静安详、小巧精致（1 分），蕴含着细刻对生活的些许无奈和接受这种

生活的无悔（1 分）。这两处描写，寓情于物，生动形象（1 分），含蓄地表现出人

物的性格特征，微妙细腻（1 分）。

【评分标准】描写的特点与蕴含情感，各 1 分；两点妙处，各 1 分。合计 6 分。

22.（6 分）【答案要点及评分要求】

观点明确，并能依据文本分析原因（3 分）。结合阅读积累或现实生活分析 3 分。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参考译文】

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铜川府君，名隆，是文中子的父亲。隋开皇九年，江

东得以平定。铜川府君叹息着说：“王道仁政还没有推行，隋朝为何能统一天下呢？”

文中子侍奉在父亲身边已有十年了，听了这话，就面有忧色地回应说：“夏商两朝以

后的几百年，常常是天下一统的。魏晋以后的几百年，天下没有固定的主人。为政者

不实行王道，老百姓流离失散已经很久了。一时那样，一时又这样，局势哪里有固定

不变的时候呢？父亲您的叹息，大概是忧虑朝廷所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得不到整顿，百

姓为朝廷的横征暴敛所苦，因而将导致天下大乱的局面吧？”铜川府君对儿子的见识

感到惊异。

开皇十八年，铜川府君闲居在家，吟诵《伐木》篇，请人召唤文中子前来。文中子来

后，见状急忙隆重下拜，问：“敢问父亲大人的志向是什么呢？”铜川府君说：“上

自天子下至平民，没有谁不是靠着朋友的帮助而能立业成事的。古人讲做人有礼敬君、

父、师的道义，尊师居其一，道义不被尊奉以来，从师而学的风尚也被废弃很久了，

然而局势不会恒定不变啊？你要努力求学，详察泛采啊！”文中子从此有了求学四方

的志向。先后向东海李育学习《尚书》，向会稽夏琠学习《诗经》，向河东关子明问

《礼记》，跟北平霍汲研讨《乐经》，向族父仲华考正《易经》，以至于忙到多年不

解衣而眠。他聚精会神研究学问，到了如此地步。

仁寿三年，文中子刚刚成年的时候，慨然有大济苍生的心愿，于是向西游历长安，受

到隋文帝的接见。隋文帝坐于太极殿上召见了他，于是进献《太平策》十二卷，主张

尊奉王道，推行尊王称霸的谋略，借助古代的事验证当朝的事，游刃有余地把天下之

事分析的头头是道。隋文帝高兴地说：“我与先生相见恨晚哪，上天是要把先生赐给

我啊！”把他的建议下发给朝廷公卿们讨论，公卿们却不高兴，文中子知道自己的谋

略谏言不会被采纳，于是写了《东征之歌》就回去了。隋文帝听说后再次征召他，他

也没有应召。仁寿四年，隋文帝驾崩。



隋炀帝大业元年，朝廷又一次征召文中子，他又没应召而至，以自己生病为理由推辞。

对自己亲近的人说：“王道得不到推行，就想天下安定太平吗？我只是退隐阐发我自

己领悟的儒家之道罢了。”于是续作《诗经》《尚书》，校正《礼记》《乐经》，修

撰《元经》，增补《易经》，历时九年而六经得以增补完成。门人弟子从很远的地方

来拜师求学。来往向他学习的人，不计其数，大概有一千多人。隋朝时代，文中子的

教育思想从河汾兴起，一时蔚为大观。

大业十三年，江都大难发生。文中子生病，召弟子薛收前来，对他说：“我梦见颜回

传达孔子的命令说：该回家了吧？大概是孔夫子要叫我回去了。何必要求活到高龄

呢？我将要一病不起了。”生病七日而死。门人弟子几百人聚会商议说：“我们的师

父恐怕是世上难得的学问道德完美的人吧？自孔圣人以来，还没有这样的人呢。仲尼

去世之后，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不正在师父手里吗？请求给师父取谥号叫文中子。”

于是弟子们为其披麻戴孝，给文中子送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