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 2019-2020学年度高二下学期 6月份月考

语文试题

时间：90 分钟 命题人：滕吉庆

一、基础选择（10分）

1.下列句中词的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则光晖不赫 赫：显耀

B．大天而思之 思：思慕

C．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 隆：隆重

D．孰与应时而使之 孰：哪里

2.下列文化常识，解释错误的一项是（ ）

A．封人，是指镇守边界的官吏。

B．人牧，是指统治百姓的国君。

C．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累是一种盛土的工具。

D．因之以饥馑，蔬菜和野菜吃不上叫“饥”，五谷收成不好叫“馑”。

3．下列句子标点符号使用有错的是（ ）

A．修订组又编著了《〈标点符号〉解说》一书（语文出版社，1990年），对各个标点符号的用法尤其是误用的

情形做了详尽的说明。

B．总起来的分别是：一种是真正丰富的纯粹的语言——好的语言；一种是贫弱芜杂的语言——坏的语言。

C．“我也不知道这道题怎么解？你还是去问问郭老师吧。”小明鼓励他说：“郭老师对提问的同学从来都是很耐心

的。”
D．结合课文，说说作者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深入具体地阐述的，这些透辟的见解对你有何启发。

4．下面一首《沁园春》上阕打乱了顺序，排列顺序正确的一组是（ ）

① 蹭蹬归来，闭门独坐，赢得穷吟诗句清。

② 费十年灯火，读书读史，四方奔走，求利求名。

③ 夫诗者，皆吾侬平日，愁叹之声。

④ 一曲狂歌，有百余言，说尽一生。

A．②④①③ B．④②①③ C．③①②④ D．②③①④

5．下列各句中，表达不得体的一句是（ ）

A．祝贺亲友喜得千金：“闻有弄璋之喜，特备薄礼祝贺。”

B．收到贵单位的邀请，万分感谢，但恐才疏学浅，误人子弟，敬谢不敏！

C．某毕业生给老师的短信：“学生没让恩师失望！”

D．某患者送给主治医师的一副对联：“橘井泉甘霖行天下，杏林春暖惠及众生。”

二、现代文阅读（6分）

从 20 世纪初至今，我国乡土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无论是教育普及率、工业农业现代化，还是平均生活水

平、社会保障水准等均有显著提升。但是，乡土社会也存在一些沿袭已久的问题，如城乡差距日益增大，某些乡

风民俗中守旧落后,等等。这些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20 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以鲁迅为代

表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其思考融入艺术创作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乡

土文学传统。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了几代作家对重要文学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其中，作家的价值

立场尤为重要。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乡上文学作家有基本一致的价值立场。从鲁迅及其影响下的青年作家

群,到废名、沈从文等一批作家,都相信民主与科学,积极谋求大众福祉。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厚重的现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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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和强烈的现代性诉求。

小说是乡土文学的主要文类,但直到鲁迅的小说出现后，中国小说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等方面取得新的

突破。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乡上文学具有很强的魅力，是与其创作目的紧密相连的。鲁迅在概括现代乡土文学的

创作目的时说，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在为其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所作(自序)中，

鲁迅称他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是“改变(国人的)精神"。换言之，在鲁迅看来。“为人生”主要是将国人从旧文

化、旧思想的来缚中解放出来。这对于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而言，可谓振聋发聩，故而产生了很大影响。

坚守现代价值立场和“为人生”的创作目的,使现代乡土作家在处理文学与现实关系时,其有清醒的现实主

义精神。作为乡土文学传统的奠基者鲁迅提倡“睁了眼看”,反对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因而，其批判

锋芒，不仅指向外在世界，更指向当时国人普遍的心理和意识。《狂人日记》《药》《祝福》等小说，都是如此。

细细看来，其真正意图乃在于探究阿 Q、七斤们应有的、幸福的、合理的新生活。这也影响了许钦文、台静农等

后起的优秀乡土作家。

沈从文的风格虽然与鲁迅不同,较之于鲁迅的犀利与冷静，沈从文似乎要温馨、浪漫得多,但沈从文多次坦陈

其湘西小说是在鲁迅小说的启发下创作的。温馨、浪漫只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外衣，这层外衣包裹的是悲痛和忧

伤。《边城》中,悲剧的根源在于翠翠家一贫如洗。《长河》中，保安队进入乡村，强征各种钱款，甚至敲诈勒

索。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不温馨,也不浪漫。在本质上，他跟鲁迅一样,直面乡土社会的种种蒙昧、落后现象,为多

土社会民众应有的幸福、合理的生活而呼吁。

此后的几十年中，虽然中国社会历经种种变化，但乡土文学热却经久不衰。在一个世纪里,乡土文学一直是

最热门的题材领域之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加入其中。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建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进一步加强美丽

乡村建设,为广大农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中国当代乡上文学作家需继承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秉承“为人生”的创作目的和现实主义精神，创作出真实反映社会主义美丽乡村的发展变迁和新时代农民

精神面貌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余荣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6．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有着反映乡土文学作家对整个社会问题深入思考的传统。

B．鲁迅等作家的创作有现实关怀，因此他们相信民主与科学，为大众谋福社。

C．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作家要秉承“为人生”的创作目的，为新时代创作讴歌。

D．现代乡土作家直面现实的缺憾和不足，揭出病苦成为他们创作的最终目的。

7．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先揭出问题，然后从秉承为人生的创作目的和坚持现实主义精神角度论证。

B．文章使用大量例子进行论证，不仅增强了说服力，也使读者对乡土文学认识更具体。

C．文章结尾谈到美丽乡村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论证更有现实意义。

D．文章引用鲁迅《呐喊•自序》中的话，论证乡土文学以“为人生”为创作目的的影响。

8．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沈从文的作品虽然谈不上犀利与冷静,但在温馨、浪漫的色调与风格下，仍然是直面乡土社会的种种蒙味与

落后。

B．对艺术家而言，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既意味着巨大挑战，也能激发创作热情促使他们投身于沸腾的生活。

C．“为人生”这一创作目的，和时代需求相契合，成为现代乡土文学的灵魂，为一代代乡土文学作家所坚持。

D．在社会主义美丽乡村建设的语境下，乡土文学要继承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关注新时代农民精神面貌，出现优

秀作品。

三．古诗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6分）

游明根，字志远，广平任人也，父幼，冯跋假广平太守，和龙平，明根乃得归乡里。游雅称荐之，世祖擢为

中书学生，性贞慎寡欲，综习经典，及恭宗监国．．，与公孙睿俱为主书。高宗践祚．．，赐爵安乐男、宁远将军。高宗

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使于刘骏，前后三返，骏称其长者，迎送之礼，有加常使。显祖初，以本将军出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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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刺史，寻就拜东兖州刺史，改爵新泰侯。为政清平，新民乐附。高祖初，入为给事中，清约恭谨，号为称职。

诏以与萧赜绝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会议。尚书陆睿曰：“先以三吴不靖，荆梁有难，故权停之，将观衅而动。

今彼方既靖，宜还通使。”明根曰：“中绝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筑醴阳，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萧赜。我

今遣使，于理为长。”高祖从之。明根以年逾七十，表求致仕，诏不许。频表固请，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

勤累朝，历职内外，并著显绩，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礼任，迟能迂德，匡赞于朕。”明根

对曰：“臣桑榆之年钟鸣漏尽蒙陛下之泽首领获全待尽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愿也但犬马之恋不胜悲塞。”

因泣不自胜。高祖命之令进，言别殷勤，仍为流涕。其年，以明根为五更，行礼辟雍。语在《元传》。车驾．．幸邺，

明根朝于行宫．．。诏曰：“游五更光素蓬檐，归终衡里，可谓朝之旧德，国之老成。可赐帛五百匹、谷五百斛。”

敕太官备送珍羞。后车驾幸邺，又朝行宫，赐谷帛如前，为造甲第。国有大事，恒玺书访之。旧疹发动，手诏问

疾，太医送药。太和二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一。高祖初，明根与高闾以儒老学业，物被礼遇，公私出入，每相

追随，世号高、游焉。

（节选自《魏书·游明根传》）

9．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臣桑榆之年/钟鸣漏/尽蒙陛下之泽/首领获全/待尽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愿也/但犬马之恋/不胜悲塞

B．臣桑榆之年/钟鸣漏尽/蒙陛下之泽/首领获全/待尽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愿也/但犬马之恋/不胜悲塞

C．臣桑榆之年/钟鸣漏/尽蒙陛下之泽/首领获全待尽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愿也但犬马之恋/不胜悲塞

D．臣桑榆之年/钟鸣漏尽/蒙陛下之泽/首领获全待尽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愿也/但犬马之恋/不胜悲塞

10．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监国，通常指君主外出时，太子留守代管国事也指有时君主因故不能亲政，由近亲代行职务。

B．行宫，古代帝王出行时居住的宫室，可能由其他建筑改造而成。也指帝王出京后临时寓居的场所。

C．车驾，文中指帝王所乘的车，代指帝王。古文中“御驾”也有此含义，也是用皇帝的车马代指皇帝。

D．践祚，指皇帝即位。类似的词语还有登基、封禅等，纪年一般改元，以示万象一新。

11．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游明根办事谨慎、为政称职。魏高宗时，他小心恭顺、谨慎办事，得到称赞。魏高祖时，任给事中，人们都

称赞他称职。

B．游明根得到赏赐、深受倚重。他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即使退休了，皇帝还常咨询他的意见，在他生病时亲自

去询问病情。

C．游明根尊重事实、理性分析。在是否和萧赜互派使者问题上，他分析事实提出主动派遣使者通好的建议，得

到采纳。

D．游明根公正清廉、获得民心。魏显祖时，他担任东兖州刺史，处理政务公正清廉，当时新归顺的百姓都乐于

归心于他。

阅读下面的唐诗，完成下列小题。（6 分）

送别

高适

昨夜离心正郁陶，三更白露西风高。

萤飞木落何淅沥，此时梦见西归客。

曙钟寥亮三四声，东邻嘶马使人惊。

揽衣出户一相送，唯见归云纵复横。

别董大

高适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2．下列对第一首诗《送别》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诗人送友人远行，内心惆怅郁结，夜已三更，难以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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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报晓的钟声从远处传来，声声马嘶，把诗人从睡梦中惊醒。

C．夜晚萤虫飞舞、秋叶飞落，秋雨连绵，诗人梦中又见友人。

D．诗人匆忙出门想送别友人，但驻足遥望，却不见友人身影。

13．《送别》与《别董大》都是送别诗，这两首诗最后两句抒发的情感及抒情方式有所不同。请结合诗句，具体

分析。（4 分）

四、名句默写

14．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6分）

（1）韩愈在《师说》中阐述择师的标准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赤壁赋》中，苏轼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两句概括了曹操的军队在攻破荆州后顺

流而下的军容之盛。

（3）在《离骚》中，屈原感叹众多奸佞小人在楚王面前谗毁自己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语言表达与运用

15．仿照示例，任选一位名人写几句话。（4分）

示例：

鲁迅

批判，是你冷峻的目光，

似匕首投向大众。

狠狠割开，

阿 Q 和鲁四老爷都无颜相对。

仿写：

16．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4 分）

据了解，2019 年 11 月 1 日，郑州市兴东市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环卫工人，在熙地港区域进行日常清扫保洁

工作时，用高压水枪促使树叶加速落下，被路人用手机拍下后发至网络并迅速传播。

11 月 6日，针对“环卫工人使用水枪冲落树叶”一事，郑东新区管委会作出回应：虚心接受广大市民和媒

体的批评和合理建议，立即叫停市政环卫管养公司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加强培训，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道

路保洁。

经调查，负责郑东新区环卫管养的兴东市政公司，未结合当前气候特点，违反自然规律，对道路保洁要求标

准过高，在清扫落叶时使用高压水枪打落白蜡树叶，造成了市民的误解。郑东新区管委会市政园林局获悉后，第

一时间叫停这种行为，要求兴东市政公司加强培训，指导环卫工人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道路保洁。

目前，郑东新区全区行道树超过 10 万棵，绿化面积超过 2000 万平方米，时值深秋，落叶增多，也给环卫工

作带来一定的压力。郑东新区管委会市政园林局将举一反三，增加机械清扫力度，提高工作效率，减轻环卫工人

的工作强度和压力。

用一句话归纳上述消息中郑东新区管委会针对“水枪冲落树叶”事件的做法，不超过 20 个字。

17．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完成题目。（4 分）

近日，国内外教育系统开始把 AI 打分应用在作文打分上，仅国内就已经有超过 1.2 亿人次被 AI 批改过作文。

有人认为，学生用心去写的每一篇文章却被没有感情的机器去评阅，其中的错别字、语法、句式可能会被死板地

点评出来，但是学生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却无法评判。

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却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据了解，目前 AI 改作文，主要运用在第二语言学习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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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众所用知，作文批改的人力成本非常高，不仅费时，而且对批改者专业素养有要求，而致力于学习外语

的人工智能批改不仅及时、成本低廉，而且可以得到持续的、积极的反馈，对于外语学习者有很大的帮助，而这

种批改没有地理空间的限制，被批改作业的人可能散布于各地，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请给上述新闻拟个标题。不超过 10 个字。

18．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10

个字。（6 分）

共享单车在给人们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如何呵护共享单车，①____________________，

更考验着企业和主管部门的智慧。对骑车人来说，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也要树立起规则意识，珍惜共享

成果；对企业平台来说，不能只投车不管理，把积累的风险和问题转嫁给社会；对管理部门来说，既要加强对共

享平台的管理，③___________________。唯有如此，共享单车行业才能发展得更好。

19．从下列材料中选取必要的信息，整合成一个单句，为“疫苗”下定义。（不超过 60 个字）（4分）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面对烈性传染病，人类一直显得非常孱弱，直到 200 余年前疫苗诞生，人类才有了对付

传染病的利器。人们提取病原微生物，经过一系列医学和生物手段使其不具有伤害力，但仍保留着病原微生物刺

激动物体免疫系统的特性。 这样改造后的病原微生物就成为一种自动免疫制剂，即疫苗。动物体接种这种免疫

制剂后，免疫系统便被激发产生一定的保护物质，如免疫激素、活性生理物质、特殊抗体等，来阻止病原细菌、

病毒的伤害，从而实现对传染病的预防。

20.下面文段有三处推断存在问题，请参照①的方式式，说明另外两处推断问题。（4分）

诗人修辞立其诚，吐露真性情，读者阅读其诗，必定为其人格及人生境界所感动，而心向往之：而现代的中

学生用大数据分析古诗词也一定能培养其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但这与诗词的教育旨趣相异。拿苏轼诗词来

说，中学生只要认真品读其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就能从具体作品中感受到苏轼的悲欢离合、开朗豁

达与家国情怀，不是比把诗词作为大数据视野下的客观对象而得出粗浅认知，要更有意义吗？

①读者阅读诗歌，不一定会被作者的人格及人生境界所感动。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写作

21．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600 字的文章。（40 分）

①2020 年 4 月 21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考察调研。在镇中心小学，习近平走进五年级

一班的课堂，亲切询问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习近平说：“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我的隐忧。还有身体

的健康程度，由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

②2020 年 5 月，王洪军主任在给全学年同学做“强基计划”政策解读时强调，未来大学会格外重视学生的体育

水平，甚至会对体能不过关的学生采取一票否决的做法。

②黑龙江省实验中学高二学年开展学生居家体育锻炼活动，男生练习俯卧撑，女生练习平板支撑。

请根据以上材料的内容及含意，写一篇文章表达你的看法，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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