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华十校 2020年 4月高三模拟考试
语 文

一尧语言文字运用渊共 20分冤
1. 下列各句中袁没有错别字且加点字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渊3分冤 渊 冤

A. 屈原由于没有实现自己的报负袁变法改革失败袁遭贵族排挤诽
·
谤渊b伽ng冤袁被先后流放至汉

北和沅湘流域袁于是在被流放的过程中袁心中极度苦闷绝望袁最后选择了投
·
汨渊m佻冤罗江自尽遥

B. 短视频博主李子柒野火冶到了国外袁她用心呈现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工艺袁无论是
桃花酒尧琵琶

·
酥渊s俦冤等美食袁还是

·
缫渊s佟o冤丝尧刺绣等工艺袁都按古法流程袁步步精心制作遥

C. 在落日余辉里袁城市里的人们在深秋中显得有点匆忙袁各自走向属于自己的那个熟悉的
地方袁慢慢

·
笼渊l侬ng冤罩的暮色中袁夕阳努力地染红着天地袁却也阻挡不了夜色降

·
临渊l侏ng冤的

步伐遥
D. 2019年袁我国信息消费规模持续扩大袁前三季度规

·
模渊m佼冤已近 4万亿元袁今后袁通过相关

部门鳞选诸多示范项目尧开展信息消费馆建设等举措袁信息消费的
·
潜渊qi佗n冤力将持续释放遥

阅读下面的文字袁完成 2~3题遥
在中国传统学术里袁史学的地位非常重要遥 揖甲铱它不但渊源甚早袁而且各类史籍

·
卷
·
帙
·
浩
·
繁遥

相较于世界各地其他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袁史学的发达堪称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遥
揖乙铱野夫史书之作袁鉴往所以训今遥冶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袁将其视为传承文明的载体尧提供

经验教训的宝库遥 历代史籍体现着中国人
·
对
·
于各种社会实践的记录与思考袁历史故事往往影响

后世的政治行为袁甚至成为制度与政策合法性的主要来源遥
在叶中华文明的经脉曳一书里袁姜义华教授

·
继
·
续了出版于 2012年的叶中华文明的根柢曳一书

中的基本思路袁从宏观的理论视角出发袁深入思考中华文明为什么是有机的整体尧中华文明的价
值体系尧中华文明的实践体系尧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尧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等具有重要历史与现
实意义的问题遥揖丙铱他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袁

·
丰
·
赡
·
翔
·
实的中华文明整体画卷袁提供了许多值得史

学工作者进行进一步细致探讨的重要课题遥
2. 文段中加点的词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渊3分冤 渊 冤

A. 卷帙浩繁 B. 对于 C. 继续 D. 丰赡翔实
3. 文段中划线的甲尧乙尧丙句袁标点使用有误的一项是渊2分冤 渊 冤

A. 甲 B. 乙 C. 丙
4. 下列各句中袁没有语病的一项是渊3分冤 渊 冤

A. 天气转暖袁疫情向好袁户外活动的人多了遥 不仅适当的户外活动能放松心情袁还有利于提
高免疫力遥 当然袁在回归大自然的同时袁也不能掉以轻心遥

B. 截至 4月 2日袁全国共有 60名公安民警和 35名辅警牺牲在抗击疫情和维护安全稳定第
一线袁他们用宝贵生命谱写了一曲曲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英雄遥

C. 我国每年因食用农药污染的食品而导致中毒的人数达到 20万以上袁 约占食物中毒人数
的三分之一袁长期摄入过量农药会对人的多个系统造成危害遥

D. 华为的野天才少年冶项目是任正非发起的一个用顶级的挑战和顶级的薪酬吸引顶尖人才
的项目袁旨在用更高更强的技术来支持华为后面的持续发展遥

5. 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袁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袁内容贴切袁逻辑严密遥 每
处不超过 15个字遥 渊3分冤

不良网络媒体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袁往往容易盲目迎合受众主观心理袁
淤 袁反而用添油加醋甚至是无中生有来制造吸引眼球的新闻遥 在这种不正常的网络舆

论观念下袁 于 袁从而忽略向网民传达事实和道理袁事实真相的重要性让位于情绪和态
度遥 这种不良网络媒体袁不仅需要优良网络媒体对其进行道德示范袁 盂 袁只有双管齐
下袁才能还网络舆论生态以健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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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阅读下面的文字袁根据要求袁完成题目遥 渊6分冤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渊CNNIC冤发布的第 44 次叶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曳袁截至 2019年 6月袁我国网民规模为 8.54亿袁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亿遥 其中袁短视频用户
规模达 6.48亿袁占网民整体的 75.8%遥

由于短视频的碎片化尧互动性尧丰富性尧嵌入性等特征很好地迎合了网民的网络娱乐尧社
交购物等需要袁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小孩尧青少年尧成人尧老人等不同年龄层的人埋头刷着短视
频袁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一种颇具争议的社会现象遥
渊1冤用一句话概括上述消息的主要内容袁不超过 20个字遥 渊2分冤
渊2冤针对上述消息所反映的社会现象袁写一段评述性文字袁不超过 80个字遥 渊4分冤

二尧现代文阅读渊共 30分冤
渊一冤阅读下面的文字袁完成 7~9题遥 渊10分冤

材料一院近日袁野远程办公冶彻底火了遥 虽然远程办公这个概念早有企业在推广袁但真正获得
如此大规模应用的机会袁恐怕尚属首次遥

虽然是一种应急手段袁但远程办公已显示出最直接的好处要要要突破了空间限制遥在此之前袁
野人人足不出户袁企业单位也能正常运转冶简直不可想象遥但远程办公软件的出现袁让许多原先组
织生产时必不可少的野前提冶袁如今都变成了野选项冶遥 其次袁远程办公还将释放出一波野人才红
利冶遥人才是决定企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遥 但在现有模式下袁人们在择业时考虑的不只是自己与
岗位的匹配度袁还要忧心房租贵不贵尧交通堵不堵尧家人能否适应噎噎这些与职业本身无关的因
素袁造成许多人才与企业失之交臂的遗憾遥而远程办公则可以解除这些野包袱冶袁让人才在最适宜
自己的环境中从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曰让企业对人才的吸纳突破地域和国界袁真正做到野广招天
下英才而用之冶遥 渊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材料二院

渊叶2020年中国新春远程办公认知调查曳冤
材料三院疫情的突然爆发打乱了原有稳定的商业结构袁全民居家尧开工开学延后袁引发了一

系列消费场景从线下到线上的转移要要要纷纷开启线上问诊尧远程办公和网络教学模式遥
多平台数据显示在线咨询激增遥网上问诊袁不仅解决了线下的不便袁避免交叉感染问题的风

险袁同时也有效缓解了紧张的医疗资源遥 平安好医生称疫情期间平台累计访问人次达 11.1亿袁
APP新注册用户量增 10倍袁APP新增用户日均问诊量是平时的 9倍袁 相关视频累计播放量超
9800万遥

表二院2020年中国新春远程办公劣势认知调查

依赖远程办公软件袁易受硬件条件影响

其他

工作精神状态较差

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低

对员工工作自律要求高

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界限袁工作时间长
工作连续性差袁易受干扰

沟通协作受到影响

9.3%
8.3%

20.8%
27.3%

28.7%
29.2%

36.6%
44.0%

表一院2020年中国新春远程办公优势认知调查

工作地点灵活自由

其他

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低碳环保

利于平衡工作与生活关系

节省通勤时间与花费

7.4%
25.0%
25.5%

41.2%
57.4%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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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工作岗位的时间表被推迟了袁而家庭办公模式又为之前不温不火的在线办公室注入了
活力遥 钉钉数据显示袁自 2月 3日以来袁全国有超过上万家企业和近两亿人在家工作袁以降低集
中办公室传播疾病的风险遥企业微信平台也在一天内涌入了百万家企业袁是去年同期的三倍遥钉
钉尧企业微信尧字节跳动野飞书冶等办公软件纷纷进入战备状态袁协助企业进行远程办公遥

教育部宣布 2020年春季将开学延期袁并提倡野停课不停学冶袁阿里钉钉尧科大讯飞尧腾讯课堂
等平台都被纳入了野停课不停学冶计划袁众多师生野被迫冶接受线上授课的教学模式遥 仅在 1月 29
日袁数十家知名的在线教育机构袁向全国用户提供免费直播课袁同时还与各地学校展开合作袁开
启线上教学遥 渊新浪网叶青峰财经曳冤

材料四院野COVID-19冶疫情下袁教育部于 1月 27日下发通知袁要求 2020年春季延期开学袁学
生在家不外出尧不聚会尧不举办和不参加集中性活动遥

那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下袁在线教育的发展概况如何呢钥
在疫情影响下袁线下机构纷纷取消课程袁但学生的学习需求依然存在袁在线教育则很好地解

决这一问题遥 在线教育不受时空限制袁可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袁方便快捷曰学生可通过直播课程与
教师进行实时互动交流袁及时查漏补缺以获得最佳学习效果遥 在线教育机构受到众多学生和家
长青睐袁优势进一步凸显袁将迎来重大发展遥同时袁随着线下课程取消袁大量学习需求涌入在线教
育平台袁头部企业积累了海量优质教师资源尧完整课程体系和先进教学方法袁具有品牌优势和口
碑优势袁更容易受到用户青睐遥 用户优先选择头部企业袁将进一步拓展头部企业市场份额袁加速
马太效应袁促进巨头企业崛起遥另外袁传统线下机构线下课程取消袁现金流可能受到影响袁而线上
课程转型缺乏经验及技术袁面临较大挑战袁中小企业线下机构或难以度过疫情寒冬遥随着在线教
育行业发展袁在线教师需求将进一步扩大袁愈加得到家长和学生认可袁在线教师地位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遥 渊艾媒网冤
7. 下列对材料中野远程办公冶的相关理解袁正确的一项是渊3分冤 渊 冤

A. 远程办公能够摒除与职业本身无关的因素袁让人才在择业时袁能够选择在最适宜自己的
环境中从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遥

B. 受工作地点影响小尧办公安排较为灵活尧节省了通勤时间与交通费用尧方便快捷袁这些是当
下人们选择远程办公的主要原因遥

C. 依赖软件尧易受硬件条件影响尧办公环境不佳易受干扰和协作对象难以协同等客观外力因
素袁成为影响人们远程办公体验的重要因素遥

D. 在疫情影响下袁阿里钉钉尧科大讯飞尧腾讯课堂等平台都被纳入了野停课不停学冶计划袁学
生开始接受线上授课的教学模式遥

8.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袁不正确的一项是渊3分冤 渊 冤
A. 由于突破了空间限制袁办公场地尧办公设备等不再成为组织生产时的必要前提袁因此远程
办公对企业有一定的吸引力遥

B. 对工作效率尧工作质量的差异性感受袁是当下人们被迫接受远程办公的客观体现袁也说明
人们对远程办公还需适应和磨合遥

C. 各类远程办公的企业宜提升远程办公产品的服务能力袁贴合用户需求袁培养用户习惯袁帮
助传统企业办公模式等进行转变遥

D. 网上问诊袁解决了线下的不便袁避免了交叉感染的风险袁有效舒缓了医疗资源的问题袁让
用户体验到了互联网医疗的免费尧安全和便捷遥

9. 根据上述材料袁概括在疫情影响下我国在线教育的发展情况遥 渊4分冤
渊二冤阅读下面的文字袁完成 10~13题遥 渊20分冤

驮 马
施蛰存

我第一次看见驮马队是在贵州袁但熟悉驮马的生活则在云南遥 那据说是所谓野果下马冶的矮
小的马袁成为一长行列地逶迤于山谷里袁就是西南诸省在公路出现以前唯一的交通和运输工具
了遥当我乘坐汽车袁从贵州公路上行过袁第一次看见这些驮马队在一个山谷里行进的时候袁我想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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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网的完成袁将使这古老的运输队不久就消灭了罢遥 但是袁在抗战三年后的今日袁因为液体燃
料供应不足袁这古老的运输工具还得建立它的最后功业袁这是料想不到的遥

西北有二万匹骆驼袁西南有十万匹驮马袁我们试设想袁我们的抗战乃是用这样古旧的牲口运
输法去抵抗人家的飞机汽车快艇袁然而还能支持到今日的局面袁这场面能说不是伟大的吗钥 因
此袁当我们看见一队驮马袁负着它们的重荷袁在一个峻坡上翻过山岭去的时候袁不能不沉默地有
所感动了遥

一队驮马袁通常是八匹十匹或十二匹袁虽然有多到十六或二十匹的袁但那是很少的遥 每一队
的第一匹马袁是一个领袖遥它是比较高大的一匹遥 它额上有一个特别的装饰袁常常是一面反射阳
光的小圆镜子和一丛红绿色的流苏遥它的项颈下挂着一串大马铃遥 当它昂然地在前面带路的时
候袁铃声咚咙咚咙地响着袁头上的流苏跟着它的头部一起一落地耸动着袁后边的马便跟着它行
进遥或是看着它头顶上的标帜袁或是听着它的铃声遥因为后面的马队中袁常常混杂着聋的或盲的遥
倘若马数多了袁则走在太后面的马就不容易望到它们的领袖袁你知道袁驮马的行进袁差不多永远
是排列着单行的遥

管理马队的人叫做马哥头袁他常常管理着四五个小队的驮马遥 这所谓管理袁实在不很费事遥
他老是抽着一根烟杆袁在马队旁边遥或前或后地行走遥他们用简单的袁一两个字要要要或者还不如
说是一两个声音要要要的吆喝指挥着那匹领队的马遥 与其说他的责任是管理马队袁还不如说是管
理着那些领队的马遥马哥头也有女的遥倘若是女的袁则当这一长列辛苦的驮马行过一个美丽的高
原的时候袁应合着那些马铃声袁她的忧郁的山歌袁虽然你不会懂得他们的意义要要要因为那些马哥
头常常是夷人要要要会使你觉得何等感动啊浴

马店常常是一所两层的大屋子袁三开间的或五开间的遥 底下是马厩袁楼上是马哥头的宿处遥
但是那所谓楼是非常低矮的遥没有窗户袁没有家具袁实在只是一个阁楼罢了遥马店里的伙计们帮
同那些马哥头抬下了马背上的驮鞍袁洗刷了马袁喂过马料袁他们的职务就完了遥 马哥头也正如一
切的西南夷人一样袁虽然赶了一天路袁很少有人需要洗脸洗脚甚至沐浴的遥他们的晚饭也不由马
店里供给袁他们都随身带着一个布袋袁袋里装着包谷粉袁歇了店袁侍候好了马匹袁他们便自己去拿
一副碗筷袁斟上一点开水袁把那些包谷粉吃了遥这就是他们的晚餐遥 至于那些高兴到小饭店里去
吃一杯升酒袁叫一个炒菜下饭的袁便是非常殷实的阔老了遥在抗战以前袁这情形是没有的袁但在这
一两年来袁这样豪阔的马哥头已经不是稀有的了遥

行走于迤西一带原始山林中的马队袁 常常有必须赶四五百里路才能到达一个小村子的情
况遥于是袁他们不得不在森林里露宿了遥用他们的名词说起来袁这叫做野开夜冶遥要开夜的马队袁规
模比较的大袁而且要随带着炊具遥 差不多在日落的时候袁他们就得在森林中寻找一块平坦的草
地遥在那里卸下了驮鞍袁把马拴在树上袁打成一围遥于是马哥头们安锅煮饭烧水遥天色黑了袁山里
常常有虎豹或象群袁所以他们必须捡拾许多枯枝袁烧起火来袁做成一个火圈袁使野兽不敢进前遥然
而即使如此警戒袁有时还会有猛兽在半夜里忽然袭来袁咬死几匹马袁等那些马哥头听见马的惊嘶
声而醒起开枪的时候袁它早已不知去向了遥所以袁有的马队还得带一只猴子袁在临要睡觉的时候袁
把猴子拴缚在一株高树上遥 猴子最为敏感袁到半夜里袁倘若它看见或闻到远处有猛兽在行近来袁
它便会尖锐地啼起来袁同时那些马也会得跟着惊嘶袁于是睡熟的人也都醒了遥

二万匹运盐运米运茶叶的驮马袁现在都在西南三省的崎岖的山路上袁辛苦地走上一个坡袁翻
下一个坡袁又走上一个坡袁在那无穷尽的山坡上袁运输着比盐米茶更重要的国防材物袁我们看着
那些矮小而矫健的马身上的热汗袁和它们口中喷出来的白沫袁心里会感到怎样沉重啊浴

一九三九年六月渊原文略有删改冤
10. 本文作者曾写过五律叶驮马曳袁首联是野巴滇果下马袁款段耐登山冶袁野款段冶形容马行动迟缓袁
从本文中找出依据加以说明遥 渊4分冤

11. 赏析文章第二段画线的句子袁说说作者是怎样抒发心中的野感动冶之情的遥 渊4分冤
12. 试分析文中马哥头的形象遥 渊6分冤
13. 野驮马冶在文中有多重意蕴袁试作简要分析遥 渊6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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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古代诗文阅读渊共 40分冤
渊一冤阅读下面的文言文袁完成 14~18题遥 渊20分冤

点校叶虞初志曳序
[明]汤显祖

昔李太白不读非圣
·
之书袁国朝李献吉淤亦劝人弗读唐以后书遥 语非不高袁然未足以

·
绳旷览之

士也遥何者钥盖神丘火穴袁无害山川岳渎之大观曰飞墓秀萼袁无害豫章竹箭之美殖曰飞鹰立鹘袁无害
祥麟威凤之游栖遥

然则稗官小说袁奚害于经传子史钥 游戏墨花袁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钥东方曼倩于以岁星入汉袁
当其极谏袁时杂滑稽曰马季长盂不拘儒者之节袁鼓琴吹笛袁设绛纱帐袁前授生徒袁后列女乐曰石曼卿榆

野饮狂呼袁巫医皂隶徒之游遥之三子袁曷尝以调笑损气节袁奢乐堕儒行袁任诞妨贤达哉浴读书可譬
已遥 太白故颓然自放袁有而不取袁此天授袁无假人力曰若献吉者袁诚

·
陋矣浴

叶虞初曳一书袁罗唐人传记百十家袁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袁以奇僻荒诞袁若灭若没袁可喜可愕之
事袁读之使人心开神释袁骨飞眉舞遥 虽雄高不如叶史曳叶汉曳袁简澹不如叶世说曳袁

·
而婉缛流丽袁

·
洵小说

家之珍珠船也遥 其述飞仙盗贼袁则曼倩之滑稽曰
·
志佳冶窈窕袁则季长之绛纱曰一切花妖木魅袁牛鬼

蛇神袁则曼卿之野饮遥意有所荡激袁语有所托归袁律之风流之罪人袁彼固歉
·
然不辞矣遥使咄咄读古

而不知此味即日垂衣执笏陈宝列俎终是三馆画手一堂木偶耳何所讨真趣哉浴
余暇日特为点校之袁以借世之奇雋沈丽

·
者遥

揖注铱淤李献吉院李梦阳袁字献吉袁与何景明等六人合称明代野前七子冶袁倡导野文必秦汉袁诗必盛唐冶的文学复古
运动遥 于东方曼倩院西汉文学家东方朔遥 盂马季长院东汉经学家尧文学家马融遥 榆石曼卿院北宋文学家石延年遥
14.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袁不正确的一项是渊3分冤 渊 冤

A. 然未足以
·
绳旷览之士也 绳院说明

B. 若献吉者袁诚
·
陋矣 陋院浅薄

C.
·
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 洵院确实

D.
·
志佳冶窈窕 志院记载

15. 下列各组句子中袁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渊3分冤 渊 冤
A. 昔李太白不读非圣

·
之书 哀吾生

·
之须臾

B.
·
而婉缛流丽 穷山之高

·
而止

C. 彼固歉
·
然不辞矣 沛公默

·
然

D. 以借世之奇雋沈丽
·
者 所以遣将守关

·
者

16.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与赏析袁不正确的一项是渊3分冤 渊 冤
A. 作者积极肯定了小说应有的地位袁认为人们多读小说跟读经传子史一样袁可以增进自身
的道德修养遥

B. 李梦阳作为复古派代表袁从守旧的原则出发袁劝人不读唐代以后的书遥 作者并不赞同李
梦阳的观点遥

C. 叶虞初志曳一书收录唐人传奇袁内容丰富袁题材广阔袁包罗万象袁其不同类型的作品大都能
给人启发和审美愉悦遥

D. 本文笔势纵横袁思维开阔袁论述严密袁举例丰赡袁同时也可以看出汤显祖对浪漫主义审美
风格的向往遥

17. 用野/冶给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遥 渊3分冤
使 咄 咄 读 古 而 不 知 此 味 即 日 垂 衣 执 笏 陈 宝 列
俎 终 是 三 馆 画 手 一 堂 木 偶 耳 何 所 讨 真 趣 哉

18. 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遥 渊8分冤
渊1冤然则稗官小说袁奚害于经传子史钥 游戏墨花袁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钥 渊4分冤
渊2冤之三子袁曷尝以调笑损气节袁奢乐堕儒行袁任诞妨贤达哉浴 渊4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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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阅读下面这首诗袁完成 19~20题遥 渊8分冤
杭州春望
[唐]白居易

望海楼明照曙霞袁护江堤白踏晴沙遥
涛声夜入伍员淤庙袁柳色春藏苏小家遥
红袖织绫夸柿蒂袁青旗沽酒趁梨花遥
谁开湖寺西南路袁草绿裙腰一道斜遥

揖注铱淤伍员院伍子胥遥
19. 全诗紧扣诗题中一个野 冶字袁展现出杭州春日迷人的风光袁既有 袁也有风俗
人情遥 渊2分冤

20. 叶唐诗笺注曳说院野涛声夜入袁何等悲壮浴 柳色春藏袁何等妩媚浴 有此妩媚袁不可无此悲壮曰有此
悲壮袁不可无此妩媚遥若一味悲壮袁或一味妩媚袁吾不欲观之矣遥 冶对此你如何理解袁请结合诗
句分析遥 渊6分冤

渊三冤阅读下面的材料袁完成 21~22题遥 渊6分冤
子曰院野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袁不可以长处乐遥 仁者安仁袁知者利仁遥 冶 渊叶论语窑里仁曳冤
居逆境中袁周身皆针砭药石袁砥节砺行而不觉曰处顺境内袁眼前尽兵刃戈矛袁销膏靡骨而不

知遥 洪应明渊叶菜根谭窑概论曳冤
21. 野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冶一句袁野约冶在句中的意思是 遥 有了仁袁就能像 一
样袁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遥 渊2分冤

22. 孔子认为不仁者不可久处约袁但洪应明认为在逆境中可以培养品行袁两者说法是否矛盾遥 根
据材料袁简述孔子尧洪应明这么说的原因遥 渊4分冤

渊四冤古诗文默写遥 渊6分冤
23. 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的空缺部分遥 渊只选 3小题冤渊6分冤

渊1冤弟子袁入则孝袁 袁 袁泛爱众而亲仁遥 渊叶论语曳冤
渊2冤驾一叶之扁舟袁 遥 袁渺沧海之一粟遥 渊苏轼叶赤壁
赋曳冤

渊3冤恨相见得迟袁 遥 柳丝长玉骢难系袁 遥 渊王实甫叶长
亭送别曳冤

渊4冤 袁 遥 叶上初阳干宿雨袁水面清圆袁一一风荷举遥
渊周邦彦叶苏幕遮曳冤

渊5冤叶蜀道难曳中袁野青泥何盘盘袁百步九折萦岩峦遥 袁 遥冶
寥寥数语袁便把行人步履的艰难尧神情的惶悚袁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来了遥

四尧作文渊60分冤
24. 阅读下面文字袁根据要求作文遥 渊60分冤

2020年 1月 22日袁网传野武汉市卫健委副主任刘庆香为躲避疫情擅离职守袁到上海和
女儿过年冶遥武汉市卫健委称袁网传消息为不实谣言袁请网友不信谣尧不传谣遥事实上袁刘庆香
并没有女儿袁自去年 12月底以来袁一直坚守在武汉市疫情防控一线袁平均每天休息不足四
个小时遥 3月 3日袁武汉市委组织部拟提拔刘庆香等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表现优秀尧成绩突
出尧群众公认的干部遥

2020年 4月 5日袁作为武汉首对接种新冠疫苗试验志愿者夫妇袁张晶和赵威结束医学
隔离观察遥对这次参加新冠疫苗志愿者袁丈夫笑着说院野难道你真不怕钥万一我们俩都没噎噎
那就只剩小朋友一人了浴 冶张晶回复院野不怕袁我相信祖国袁相信陈薇院士的科研团队遥 冶

在信与不信之间袁既有理智与情感的纠结袁也有人性与灵魂的拷问遥 请综合上述材料的
含意袁联系实际袁写一篇文章袁谈谈你的看法遥

揖注意铱不少于 800字袁不得脱离材料的含意和范围袁不得抄袭或套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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