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州市 2020学年第一学期高三年级期末质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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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渊3分冤 渊 冤

A. 春运期间袁一张小小的火车票承
·
载渊z伽i冤着归家的喜悦之情袁却也常常成为游子回家的野拦路虎冶遥 数

十亿人次的流动严峻考验着我们的交通袁春节已不
·
啻渊ch佻冤一场大考遥

B. 野养号冶行为通过不断发
·
帖渊ti侑冤增加活跃度袁提高账号权重袁便于为偶像控评遥 饭圈野养号冶起源于微

博并不断发
·
酵渊xi伽o冤袁已蔓延至豆瓣尧网易等各大社交平台遥

C. 洞庭湖中高高垒砌的野私人湖冶曾被各级政府数次严令拆除袁但依旧
·
岿渊ku侃冤然不动遥其背后蕴含真正

的利益纠
·
葛渊g佴冤是什么钥 相关利益过于盘根错结才是症结所在遥

D. 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袁有时候遇到
·
巉渊ch佗n冤岩前阻袁它愤激地奔腾起来袁怒吼着袁

·
挟渊xi佴冤卷着

滚滚的沙石袁直到冲倒了这危崖袁才心平气和地一泄千里遥
阅读下面的文字袁完成 2~3题遥 渊5分冤

野苏轼的字好看吗钥 冶
·
倘
·
或这样问你袁你一定会诧异院如此著名的书法家袁他的字还会不好看钥 但是你

看袁苏轼的字大多扁平袁左重右轻袁右上翘起袁似乎摇摇欲坠袁和一般人对汉字的审美
·
南
·
辕
·
北
·
辙遥 揖甲铱实际

上袁有人对苏轼的字做如此评价院石压蛤蟆遥着实令人
·
忍
·
俊
·
不
·
禁袁倒也贴切遥评者乃苏轼好友黄庭坚遥其实

是苏轼先开的口院野鲁直渊黄庭坚的字冤近字虽清劲袁而笔势有时太瘦袁几如树梢挂蛇遥 冶黄庭坚反唇相讥道院
野公之字固不敢轻议袁然间觉褊浅袁亦甚似石压蛤蟆遥 冶说罢两人大笑袁均认为对方切中了自己的弊病遥
此说源于王羲之的叶笔势论曳院野字之形势不宜伤长袁长则似死蛇挂树曰不宜伤短袁短则似踏死蛤蟆遥 冶由

此看来袁苏黄二人都是反野正道冶而行之遥 揖乙铱苏轼不懂王羲之吗钥绝非遥 故宫博物馆收藏的苏轼早年作品
野治平帖冶袁是他三十几岁时所书遥 揖丙铱你能从中看到与王羲之尧王献之神似的洒脱飘逸尧细腻

·
娟
·
秀袁元代书

法家赵孟頫赞誉其野字画风流韵胜冶遥
2. 文段中的加点词袁运用不正确的一项是渊3分冤 渊 冤

A. 倘或 B. 南辕北辙 C. 忍俊不禁 D. 娟秀
3. 文段中画线的甲尧乙尧丙句袁标点有误的一项是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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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促进区域流动袁牵引多元发展遥通州北运河如果能肩负起继承尧宣传运河文化的使命袁那么北运
河承载的时间记忆和奋斗精神就会得到保持遥

B. 桂林自古享有野山水甲天下冶之美誉袁景色优美袁气候适宜袁是国内旅游首选的休闲度假胜地遥 但最好
几月份去合适袁是自由行还是报团游袁很多人不清楚遥

C. 黄岩北宋戏曲砖中的儿童形象袁抬手疾行袁烂漫天真袁感受到孩童嬉笑滑稽的可爱袁说明野小儿班冶于
宋代早期就已在台州黄岩的野参军戏冶中出现遥

D. 推特公司周五证实袁无论特朗普是否承认败选袁明年 1月总统宣誓就职的那一刻袁美国总统的官方
推特号 @POTUS都将被自动转移给野当选总统冶拜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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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叶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曳遥如今袁日常生活

以及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袁 淤 袁然而袁有不少老年人因此陷入智能化困境袁如湖北秭归一位独自
冒大雨去交医保的老人袁被柜台工作人员回复野不收现金冶遥不过袁老年人陷入野数字困局冶袁 于 袁实
质上是部分公共服务单位或商业机构出于各种利益考量袁有五花八门的所谓野创新冶袁唯独缺少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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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这一视角遥 老年人遇到的智能化困境袁与平时常见的野办证难冶等现象袁其实同出一源遥 无论是权力
部门还是企事业机构袁 盂 袁一味沿袭高高在上的管理思维袁那么袁这次是老年人的野数字困局冶袁下
次还会出现其他野坑冶遥

6. 阅读下面文字袁完成题目遥 渊6分冤
12月 1日起袁新修订的叶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曳将正式实施遥 其中新增了禁止手机等电子设备

声音外放的条款遥禁止电子设备外放并非新鲜事袁近年来袁北京尧广州尧天津尧长沙尧武汉等地均出台过类
似规定遥 上海地铁方面表示袁对于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的行为袁工作人员会进行劝阻遥
渊1冤请为上述新规拟一条公益广告语遥 要求主题鲜明袁至少使用一种修辞袁不超过 15个字遥 渊2分冤
渊2冤针对上述新规袁你有何看法钥 写一段评述性文字遥 渊不超过 100个字冤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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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院剪纸是一种民间艺术袁它来源于生活袁所以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遥 陕西的剪纸朴素

豪放袁山西的剪纸精细秀美袁宜兴的剪纸繁复整齐遥 因为剪纸多出自民间袁材料又多为纸张袁所以难以保
存遥 剪纸确切的出现时间只能通过剪纸所用的材料尧工具和史料的记载来推测袁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叶木兰
辞曳中就有野对镜贴花黄冶的诗句遥 到了明清时期袁剪纸工艺走向鼎盛袁不论皇宫贵族还是平民百姓袁人人的
生活都离不开剪纸遥

剪纸是一种装饰艺术袁是通过镂空的方式来呈现的遥 为了加强装饰性袁剪纸作品上会添加一些花朵尧
纹样袁比如在人物的衣服上添加繁复的纹路袁将人物的头发剪成一丝一丝的镂空状袁把动物的羽毛夸张成
连续的锯齿状等遥 叶金色的海螺曳中树木的树叶采用了镂空的处理方式袁这巧妙地表现出树叶随风飘动的
轻盈袁将树叶和树干的质感区分出来袁更好地体现了事物的特点遥 仙女海螺的衣服上布满了花纹袁裙子上
采用一层一层线性镂空的拼接袁表现出女子纱裙的轻盈飘逸遥 用密集的规整的纹路代替了一片式的服饰袁
使得整个角色更加通透灵动袁有着中国古代女子的柔美与细致遥

渊摘编自杨洋叶剪纸艺术的文化传承曳袁今传媒冤
材料二院剪纸的制作工艺主要有两种袁一种是用剪刀剪袁一种是用刻刀刻袁统称为野剪纸冶遥 剪纸有着非

常浓厚的装饰性袁由于是在平面上用剪渊或刻冤刀进行造型袁所剪出的花草尧虫鱼尧鸟禽和人物袁均带有一种
朴素而夸张的美感遥其所独有的野剪刀味冶是剪纸艺术的主要特征遥剪纸经过无数劳动者和艺人的创造袁在
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袁已形成了单色剪纸尧折叠剪纸尧套色剪纸尧填色剪纸尧分色剪纸尧衬色剪纸尧拼色剪纸尧
点彩剪纸尧勾绘剪纸尧木印剪纸等多种表现手法遥 民间剪纸的题材内容非常丰富袁不仅表现了群众所熟悉
的事物袁也反映了他们丰富的艺术想象力遥 从这些美丽的剪纸中袁人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吉祥图案袁看到有
趣的动物尧植物袁看到历史传说中的英雄好汉袁看到戏曲和神话故事袁看到人们对生命的礼赞袁看到劳动者
们对生活和劳动的热爱之情遥

中国民间的吉祥剪纸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遥 从贴在窗棂上的野窗花冶和贴在门楣上的野门笺冶袁到祭神
祀祖的野供花冶和婚嫁喜庆时的野喜花冶尧野礼花冶曰从美化环境的野炕围花冶尧野顶棚花冶袁到用作刺绣花样的野鞋
花冶尧野荷包花冶袁寓意吉祥的剪纸袁深深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思想和情感遥 剪纸中常见的吉祥题材有
福尧禄尧寿尧喜尧如意尧鹤寿双全尧长命富贵尧连年有余尧岁寒三友尧四君子花尧鲤鱼跳龙门等遥 随着时代的发
展袁人们在继续应用这些吉祥图案的剪纸时袁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也随之有所升华遥

渊摘编自孙建君叶重新发现剪纸的文化意义曳袁叶光明日报曳冤
材料三院中国民间剪纸是普通人生活的写照袁也是期望幸福美好的思想寄托遥 它的题材包罗万象袁以

野生产尧生活尧生命冶为主要内容袁具有鲜明的大众化尧民俗化特点袁眼里看到尧手中做到尧心中想到的都可以
剪成寓意丰富尧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遥 通过淳朴活泼的表现手法袁在看似不相干尧不合理的形象中袁包含深
刻的思想内涵袁表达普通人对生活的美好期盼遥 民间剪纸通过艺术手段呈现意象之美袁如叶麻姑献寿曳叶福
禄寿曳等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尧祝福健康长寿的意象主题曰叶金玉满堂曳叶五谷丰登曳等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渴
望尧祈愿生活富足的意象主题遥 剪纸是使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完美统一遥

台州市 2020学年第一学期高三年级期末质量评估窑语文 第 2页渊共 6页冤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传统艺术追求情景交融尧虚实相生的意境之美袁作为传统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剪纸同样不例外遥
剪纸创作通过对作品形象进行艺术加工袁将意象共同构成优美的意境袁使观者不仅直观地看到作品本身
表现的完美形态袁而且能体会画面之外的意象之美遥 如叶春江花月夜曳这幅剪纸作品中袁画面描绘了人们荡
舟江面的美景并引发联想院夕阳西下月亮升起袁春江两岸层峦叠嶂袁花枝异影袁水面波心荡月袁桨橹添声袁
人们驾着轻舟在江中漫游袁是何等的诗情画意遥 优秀的剪纸作品是融意境与形象于一体的袁不仅有形的意
境之美袁而且蕴含着无形的生动意蕴遥 民间剪纸通常采用谐音表意尧指事会意等手法袁表达美好的愿望和
渴求遥谐音表意是通过画面中形象的读音所产生的谐音来表达美好祝福的意图遥如野鸡冶与野吉冶谐音袁构成
了野室上大吉冶曰野蝠冶与野福冶谐音袁蝙蝠的形象就成了福运的象征遥 指事会意是指将人们的美好愿望与某些
事物的形象联系起来袁赋予这些形象以吉祥的意味遥如龟鹤尧灵芝等象征长寿袁鸳鸯象征爱情遥人们看到这
些形象就会联想到它们所代表的美好寓意袁这种含蓄优美的表达方式袁使民间剪纸的意象更加丰富多彩遥

渊摘编自郭云月叶民间剪纸艺术的文化意象之美曳冤
7. 下列对材料中野中国剪纸冶的相关理解袁正确的一项是渊3分冤 渊 冤

A. 中国剪纸历史悠久袁南北朝时期就有相关记载袁明清时期剪纸工艺走向鼎盛遥 但由于材料多为纸张袁
又出自民间袁所以难以保存遥

B. 中国民间剪纸是普通人生活的写照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袁如山西的剪纸朴素豪放袁深深
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思想和情感遥

C. 中国剪纸有着非常浓厚的装饰性袁带有朴素而夸张的美感袁因而在平面上用剪渊或刻冤刀进行造型的
野剪刀味冶是剪纸艺术的主要特征遥

D. 剪纸具有鲜明的大众化尧民俗化特点袁常常通过淳朴活泼的表现手法呈现寓意丰富尧生动优美的艺
术形象袁表达美好的意象主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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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衣物上添加花纹袁将人物的头发剪成镂空状袁把动物的羽毛夸张成锯齿状袁这些细节更好地表现
了剪纸对象的特点袁也强化了剪纸的装饰艺术遥

B. 无论是贴在窗棂上的野窗花冶袁还是祭神祀祖的野供花冶袁或者刺绣花样的野荷包花冶袁都具有深刻的文
化内涵袁体现了吉祥剪纸使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完美统一遥

C. 优秀的民间剪纸和传统艺术都追求情景交融尧虚实相生的意境之美遥 如剪纸作品叶春江花月夜曳兼具
有形的意境之美和无形的生动意蕴袁与张若虚的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遥

D. 民间剪纸通常采用野室上大吉冶谐音表意和野鸳鸯冶指事会意等手法袁表达美好祝福的意图遥 这种含蓄
优美的表达方式袁使民间剪纸的意象更加丰富多彩遥

9. 根据上述材料袁概括中国剪纸的意象特点和文化内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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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 子 灯

汪曾祺

这里的风俗袁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袁娘家要送灯遥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遥元宵节前几天袁街
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遥 几个女佣人袁穿了干净的衣服袁头梳得光光的袁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袁一人手
里提着一盏灯院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遥远远听到送灯的箫笛袁很多人家的门就开了遥姑娘尧媳妇走出
来袁倚门而看袁且指指点点袁悄悄评论遥 这也是一年的元宵节景遥

一堂灯一般是六盏遥 四盏较小袁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遥 一盏是麒麟送
子院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遥 还有一盏是珠子灯院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
的宫灯遥 灯体是八扇玻璃袁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袁其余部分都是珠子袁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袁凤嘴里
衔着珠子的小幡袁下缀珠子的流苏遥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袁送来的时候袁得两个人用一根小扁担抬着遥这是
一盏主灯袁挂在房间的正中遥 旁边是麒麟送子袁玻璃泡子挂在四角遥

台州市 2020学年第一学期高三年级期末质量评估窑语文 第 3页渊共 6页冤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到了野灯节冶的晚上袁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遥点亮了遥从十三野上灯冶到十八野落灯冶袁接连点几个晚上遥
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遥
屋里点了灯袁气氛就很不一样了遥 这些灯都不怎么亮渊点灯的目的原不是为了照明冤袁但很柔和遥 尤其

是那盏珠子灯袁洒下一片淡绿的光袁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袁如梦如水袁显得异常安静遥 元宵的灯光
扩散着吉祥尧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遥
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遥 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遥 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

一次遥
王常生在南京读书袁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袁思想很新遥 订婚以后袁他请媒人捎话过去院请孙小姐把脚放

了遥 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袁放得很好袁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遥
孙小姐是个才女遥 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袁教女儿读诗词遥 除了叶长恨歌曳叶琵琶行曳袁孙小姐能背全

本叶西厢记曳遥 嫁过来以后袁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叶日本国志曳和林译小说叶迦茵小传曳叶茶花女遗
事曳噎噎
两口子琴瑟和谐袁感情很好遥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袁抬回来不到半个月袁就死了遥
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院野不要守节遥 冶
但是说了也无用遥 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袁从无再婚之女遥 改嫁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

出现过遥 这是绝不可能的事遥
从此袁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遥 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遥
她变得有点古怪了袁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遥 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袁永远是什么样子袁不

许挪动一点遥 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尧座钟尧文具袁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袁都放在原来的位置遥 孙小姐原是个
爱洁成癖的人袁屋里的桌子椅子尧茶壶茶杯袁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遥 自从王常生死后袁除了过年之前袁她
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袁平常不许擦拭遥 里屋炕几上有一套茶具院一个白
瓷的茶盘袁一把茶壶袁四个茶杯遥 茶杯倒扣着袁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遥 茶壶是荸荠形的扁圆的袁茶壶的鼓肚
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袁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遥
她病了袁说不清是什么病遥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袁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袁整天地躺着遥除了那个

女佣人袁没有人上她屋里去遥
她就这么躺着袁也不看书袁也很少说话袁屋里一点声音没有遥 她躺着袁听着天上的风筝响袁斑鸠在远远

的树上叫着双声袁野鹁鸪鸪要要要咕袁鹁鸪鸪要要要咕冶袁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袁听着一个大蜻蜒振动着透明的
翅膀袁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袁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袁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袁珠子落
在地上了遥

女佣人在扫地时袁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遥
她这样躺了十年遥
她死了遥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遥
从锁着的房间里袁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遥

10. 汪曾祺的语言淡而有味袁请赏析文中两处画线语句遥 渊4分冤
渊1冤尤其是那盏珠子灯袁洒下一片淡绿的光遥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袁如梦如水袁显得异常安静遥
渊2冤她这样躺了十年遥
她死了遥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遥

11. 分析文章前三个自然段的作用遥 渊4分冤
12. 试比较这篇小说中的孙淑芸与叶祝福曳里的祥林嫂两位人物的异同遥 渊6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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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人认为袁本文在倒数第二段野她的房门锁了起来冶处收尾即可遥你认为作者为何要添上最后一段作为
结尾钥 渊6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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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夷门淤墓志铭
咱清暂袁枚

余自沭移
·
知江宁袁客贺曰院野江宁有侯丞袁槃槃大才袁佐公袁公必喜遥 冶问其名袁故予

·
狎也遥余壬子乡试袁见

有野
·
而古者袁危冠高履袁口傒音袁目睒睒斜视袁如深山怪松袁磊砢自异遥 识者曰院野此天台侯嘉繙也遥 冶予窃已

奇之遥 与订交袁廓落无町畦袁益相爱遥 号夷门子袁字元经遥 诗文迅疾袁始于笔染袁终于纸尽袁挥霍睥睨袁瞬息百
变遥 每裹袖泼墨袁数十人环而拥之遥 丞抽思乙乙袁十指雨下袁字迹旁行斜上袁如长河坚冰袁风裂成文袁莫知条
理袁而天趣可爱遥 又如成相佹诗袁穷劫野曲袁可解不解袁而俶诡独绝遥
先受知

·
于督学帅公袁贡于乡袁连试不售袁出为主簿袁调江宁丞遥 曹进曹退袁温温无所试遥 既不得志于时袁

愈自纵遥
一日大醉袁登报恩寺殿袁摩古佛罗汉数百尊袁各赠诗万余言袁书其顶袁箕坐大呶遥 窗外风雨暴至袁电光

·
烛

其手袁益喜袁奋笔不能休遥 且吐且书袁取殿旁石臼戴头上袁折旋舞如风遥 众僧疑为鬼神异物袁不敢逼视袁又疑
病狂易袁妄笑语昏乱遥 酒既醒袁雷雨亦息遥 观其诗袁奇字奥句袁不能读也遥 举其臼袁重千二百斤遥 运饷至京袁
以己所坐舆辇其妻秦氏袁己策驴从之遥 妻免乳于旅店中袁丞徒步长吟数千里遥 判事喝笞数袁辄睨抱牍吏院野决
当否钥 冶吏曰院野

·
是也遥 冶丞大喜袁号于众曰院野何如钥 冶

镇江黄太守慕其才袁招至署遥 未浃旬盂袁早起不见袁觅之袁赫然死厕旁遥 年五十二遥 其子某至自天台
·
以柩

归袁卜葬毕袁来问铭于余遥 余既奇君之才袁而尤奇君之死袁乃亦
·
为奇语遥 遣抱磨者陷其石袁以质君遥

铭曰院文星炽炽袁龙啮其系遥拗怒坠地袁无所吐气遥以儒为戏袁嵚崎如是遥执不律袁如执鬼中袁可以极无极袁
穷无穷遥 而卒不声于崖公遥 一笑去袁泠然风曰留委蛇袁受机封遥

渊选自叶小仓山房文集曳冤
揖注铱淤侯嘉繙渊1698耀1746年冤袁字元经袁号夷门袁台州临海人袁清代文人曰于免乳院分娩曰盂浃旬院一旬袁十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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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自沭移

·
知江宁 知院授予官职 B. 问其名袁故予

·
狎也 狎院熟识

C. 电光
·
烛其手 烛院照袁照亮 D. 吏曰院野

·
是也遥 冶 是院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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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有野

·
而古者 扣舷

·
而歌之 B. 先受知

·
于督学帅公 圣人不凝滞

·
于物

C. 其子某至自天台
·
以柩归 敛赀财

·
以送其行 D. 乃亦

·
为奇语 齐彭殇

·
为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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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段以野客贺冶尧作者野奇之冶及泼墨时野数十人环而拥之冶等叙述袁从侧面写出侯嘉繙在当时有一定
的名声遥

B. 侯嘉繙一生无心于仕途袁曾在不同的地方当掾吏袁后来应黄太守征召而来到镇江袁不料那里竟成为
他人生的终点遥

C. 侯嘉繙可称得上是位奇人袁下笔有神袁才思敏捷袁书法不拘绳尺袁异于常体遥 他行事率性任诞袁有魏
晋名士遗风遥

D. 作者在评价侯嘉繙时袁把他比作一条咬断绳索的龙袁肯定他的不俗才华袁欣赏他的放达不拘袁也对
他的一生有所感喟遥

17. 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遥 渊8分冤
渊1冤运饷至京袁以己所坐舆辇其妻秦氏袁己策驴从之遥 渊4分冤
渊2冤判事喝笞数袁辄睨抱牍吏院野决当否钥 冶渊4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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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用野/冶给下文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遥 渊3分冤
老 年 之 诗 多 简 练 者 皆 由 博 返 约 之 功 如 陈 年 之 酒 风 霜

之 木 非 枯 槁 简 寂 之 谓 然 必 须 力 学 苦 思 衰 年 不 倦袁 如南齐
之沈麟士袁年过八旬袁手写三千纸袁然后可以压倒少年遥

渊袁枚叶随园诗话曳冤
渊二冤阅读下面的诗歌袁完成 19~20题遥 渊8分冤

清 明淤

咱宋暂黄庭坚
佳节清明桃李笑袁野田荒冢只生愁遥
雷惊天地龙蛇蛰袁雨足郊原草木柔遥
人乞祭余骄妾妇于袁士盂甘焚死不公侯遥
贤愚千载知谁是袁满眼蓬蒿共一丘遥

揖注铱淤此诗作于诗人被贬宜州期间曰于野人乞冶句院叶孟子曳寓言袁齐国有一人每天出外向扫墓者乞讨祭祀后留
下的酒饭袁回家后却向妻妾夸耀是别人请自己吃饭曰盂士院指介之推袁春秋时晋人遥 从晋文公出亡十九年袁功成后
拒绝为官袁隐居绵山被烧死遥
19. 从全诗看袁 字点明了情感基调袁其中首联第一句运用了 手法遥 渊2分冤
20. 这首诗对比手法特点鲜明袁试作赏析遥 渊6分冤
渊三冤阅读下面材料袁完成 21~22题遥 渊6分冤

材料一院棘子成曰院野君子质而已矣袁何以文为钥冶子贡曰院野惜乎袁夫子之说君子也浴驷不及舌遥文犹质也袁
质犹文也遥 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遥 冶渊叶论语窑颜渊篇曳冤
材料二院史淤乃祝史之史袁知其文而不知其文之实袁叶礼记窑郊特牲曳所谓野失其义袁陈其数袁祝史之事也遥

故其数可陈也袁其义难知也冶遥 渊叶四书驳异曳冤
揖注铱淤史院指宗庙中的祝史渊古代掌理祝祷的官冤袁以及负责掌管文书者袁多有闻见遥

21. 材料一中野文冶的意思是 袁材料二中的 字的意思也近于此遥 渊2分冤
22. 比较两则材料质文观的异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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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袁 袁 袁欲罢不能遥 渊叶论语曳冤
渊2冤 袁申之以孝悌之义袁 遥 渊孟子叶寡人之于国也曳冤
渊3冤青泥何盘盘袁 遥 袁以手抚膺坐长叹遥 渊李白叶蜀道难曳冤
渊4冤哀吾生之须臾袁 遥 袁抱明月而长终遥 渊苏轼叶赤壁赋曳冤
渊5冤 袁两朝开济老臣心遥 出师未捷身先死袁 遥 渊杜甫叶蜀相曳冤

四尧作文渊共 60分冤
24. 阅读下面文字袁根据要求作文遥 渊60分冤

小米掌门人雷军在一次交流中说院野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遥 创业袁其实试错的成本并不高袁而错过
的成本非常高遥 冶试错是尝试与反思的结合袁是人类探索未知领域的一种基本方法遥 试错的过程也是
野找对冶的过程遥
对此袁你有怎样的体验与思考钥 写一篇文章袁谈谈自己的看法遥
揖注意铱淤角度自选袁立意自定袁题目自拟曰于明确文体袁不得写成诗歌曰盂不少于 800字曰榆不得抄

袭尧套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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