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语   文 

本试卷共 22 题，共 150 分，共 10 页。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注意事项：1．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码填写清楚，将条形码准确粘贴在条形码区域内。 

2．答题时请按要求用笔。  

3．请按照题号顺序在答题卡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

纸、试卷上答题无效。 

4．作图可先使用铅笔画出，确定后必须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描黑。 

5．保持卡面清洁，不要折叠、不要弄破、弄皱，不准使用涂改液、修正带、刮纸刀。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

“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

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

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

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来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邓椿《画

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一天，

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说：“昔

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邓父

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

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因此，任

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

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

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

和空间有关。 

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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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

私人宅第。从功能说，它们从宣扬皇权的政治性作品转化为私家收藏中的纯粹山水画；从观赏方式上说，

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物质性”的转换并非是少数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轴画可能在它的流传和收

藏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盖上图章、写下题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

把这类操作全面系统化之后，即使是形状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 

那些表面上并没有被改换面貌的艺术品，因为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的变化，也会成为再造的历史实

体。一面原来悬挂在墓室天顶上代表光明的铜镜被移到了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和几十面其他同类器物一起

展示，以呈现铜镜的发展史。一幅“手卷”变成了一幅“长卷”，因为观众再不能真正用手触摸它，一段

一段地欣赏移动的场景……所有这些转化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

品的原始动机和创作，而是它的流传、收藏和陈列——它的持续的和变化中的生命。 

（摘编自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美术馆所收藏、陈列的部分艺术品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实物并不等同于原物。 

B．宋徽宗的美术趣味与神宗不同，这都是郭熙为宫廷创作的画流出皇宫的原因之一。 

C．历代藏家和帝王在古画上盖章、题跋，导致这些画作的原初状态已不可考。 

D．艺术品在流传中经历的各种转化和变化，使得它们获得了更有价值的生命。 

2．下列关于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明确反对美术史领域中将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并提供了新的理解和欣赏美术馆藏品的思路，

富有启发意义。 

B．文章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艺术品在历史流传中可能发生的形式、形态、功能、环境、组合和观看方式

等方面的变化。 

C．文章第二、三两段对《画继》所记掌故的讨论，是为了证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早春图》

并非“原物”。 

D．文章末尾一段举例阐明，一些外表没有发生变化的艺术品所经历的转化，也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关

注的课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一件艺术品的历史形态并不好自动地显现于它的现存状态，而是需要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加以重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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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郭熙的《早春图》很可能是北宋宫廷建筑画中的一幅，观看它时，只留意细部的笔墨技法，未必符

合其最初的创作状态。 

C．从寺庙、墓葬中发现的壁画、石刻等，在它们从原址移出转入美术馆陈列后，将不可避免地被赋予

新的属性和意义。 

D．考虑到艺术品普遍经历了“历史物质性”的转换，美术馆应当改变布展方式，还原它们本来的环境、

组合和观看方式。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材料一： 

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

治疗。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注

重抓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

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 

（摘自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在 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 

材料二：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共同责任，随着对贫困问题认识

的不断深入和反贫困实践的有效推进，贫困概念和反贫困的理论不断发展。精准扶贫是对世界反贫困理论

的发展和创新，体现了以人为本、赋权提能、参与合作的反贫困思想，并将该思想具体化、可操作化，初

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精准扶贫理论体系。 

（摘编自王介勇等《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 

材料三： 

贵州省江口县通过发掘本地资源与特色文化，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探索了一

条利于形成脱贫长效机制的新路。江口县以“天下名岳之宗”的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申遗为契机，创建区域品

牌，大早民族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梵净山地理标识。梵净山周边的自然村落风景优美，少数民族居多，

这里保留了丰富的人文和自然资源，因此江口县引进多家旅游企业，创建景区、中国传统古村落和乡村旅

游示范点，形成了旅游产业群。另一方面，江口县发展规模化生态农业，重点扶持生态茶和冷水鱼等项目。

江口县引进了专业的企业，由企业负责研发、技术指导、标准认证、茶叶深加工和市场开拓，同时在景区

周边删去开发茶园，实现“茶旅”互动，促进产业发展良性循环。 

（摘编自谢玉梅《脱贫攻坚背景下的设计参与扶贫——基于江口的考察》，《光明日报》2019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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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四： 

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云南是国际公认的世界茶树原产地之一。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脉的澜沧江

在云南省境内长达 1200 多公里，这条大河流经云南两岸的山区正是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里拥有成片的古

茶园，其中不乏树龄在数百年至上千年的古茶树。居住在这一流域的布朗族、傣族、基诺族、拉祜族、佤

族等少数民族世代以茶为生，创造出了灿烂丰富的民族茶文化，近年来，云南省把茶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来

抓，对以普洱茶为代表的茶产业引导扶持，将其视为促进农村脱贫攻坚、茶农增收的重要途径，在政策扶

持方面，重点茶产区各级政府对茶产业发展给予政策倾斜，各级财政加大对茶产业的投入扶持力度，重点

打造区域品牌，做大做强普洱茶、滇红茶、滇绿茶三个品牌。与此同时，为解决云南茶叶销路不畅、困扰

茶农与消费者的卖难买难问题，云南从省里到市、县都在努力搭建多种销售平台，通过走出去、请进来，

助力茶产业成长壮大。 

（摘编自《茶产业托起云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梦》，《光明日报》2020 年 2 月 21 日） 

4．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精准扶贫方略是我国目前扶贫攻坚工作的重要举措，它通过对贫困对象的精准帮扶，争取拔除“贫根”，

实现脱贫致富。 

B．贵州省江口县把产品研发、标准认证等工作交给专业的企业进行运作，这种做法推进了产业规模化，

促进了产业良性发展。 

C．近年来，云南省充分发挥其生态资源、地理资源、劳动力资源和交通资源的优势，把茶产业作为当

地重点产业来抓。 

D．云南省古茶园区域拥有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结合这两种资源可以设计出更为精准

的扶贫方案。 

5．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材料一和材料二介绍了精准扶贫的具体内容、作用和价值，据此可知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是解决我国

当前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 

B．材料三中，贵州省江口县通过打造民族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梵净山地理标识两项举措，探索出了

一条利于形成脱贫长效机制的新路。 

C．材料四中，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茶产业、推进精准扶贫、带动茶农增收，云南省各级财政加大了对茶

产业的投入扶持力度。 

D．通过材料三、四的对比可以发现，云南古茶园如果发挥自身优势，做好“茶旅”互动的文章，可能会

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6．贵州省江口县与云南省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内容有哪些共通之处？请结合材料概括说明。（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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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1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 题。 

书匠（节选）     葛亮 

秋天的时候，父亲接到了小龙的电话。 

小龙说，毛羽，这个老董，差点没把我气死。 

父亲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馆里昨天开了一个古籍修复的研讨会，请了许多业界有声望的学者。我好心让老董列席，他竟

然和那些权威叫起了板。说起来，还是因为馆里来了本清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很稀见。可是书皮烧毁

了一多半，给修复带来很大难度。省外的专家，都主张将整页书皮换掉。没承想老董跟人家轴上了，说什

么“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弄得几个专家都下不了台。其中一个，当时就站起身要走，说，我倒要看看，

到哪里找这么个“良工”。老董也站起来，说，好，给我一个月，我把这书皮补上。不然，我就从馆里走人，

永远离开修书行。你说说看，仪器做了电子配比都没辙。你一个肉眼凡胎，却要跟自己过不去，还立了军

令状。毛羽，再想保他，我怕是有心无力了。 

父亲找到老董，说，董哥，你怎么应承我的？ 

老董不说话，闷着头，不吱声。 

父亲说，你回头想想，当年你和夏主任那梁子，是怎么结下的。你能回来不容易，为了一本书，值得

吗？ 

老董将手中那把乌黑发亮的竹起子，用一块绒布擦了擦，说，值得。 

后来，父亲托了丝绸研究所的朋友，在库房里搜寻，找到了一块绢。这块绢的质地和经纬，都很接近

内府绢。但可惜的是，绢是米色的。 

老董摸一摸说，毛羽，你是帮了我大忙。剩下的交给我。我把这蓝绢染出来。 

父亲说，谈何容易，这染蓝的工艺已经失传了。 

老董笑笑，凡蓝五种，皆可为靛。《天工开物》里写着呢，无非“菘、蓼、马、吴、苋”。这造靛的老

法子，是师父教会的。我总能将它试出来。 

此后很久，没见着老董，听说这蓝染得并不顺利。老董家里，沙发套和桌布、窗帘，都变成了靛蓝色。

这是让老董拿去当了实验品。 

中秋后，我照旧去老董家练书法。父亲拎了一笼螃蟹给他家。老董说，毛羽，今天放个假。我带孩子

出去玩玩。 

老董穿了一件卡其布的工作服，肩膀上挎了个军挎。父亲笑笑，也没有多问，只是让我听伯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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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董就踩着一辆二十八型的自行车，带着我，穿过了整个校园。老董踩得不快不慢，中间经过了夫子

庙，停下来，给我买了一串糖葫芦。我问老董，伯伯，我们去哪里啊？ 

老董说，咱们看秋去。 

也不知骑了多久，我们在东郊一处颓败的城墙处停住了。 

这里是我所不熟悉的南京。萧瑟、空阔，人烟稀少，但是似乎充满了野趣。沿着水塘，生着许多高大

的树。枝叶生长蔓延，彼此相接，树冠于是像伞一样张开来。我问，这是什么树？ 

老董抬着头，也静静地看着，说，橡树。 

老董说，这么多年了。这是寿数长的树啊。 

老董说，我刚刚到南京的时候，老师傅们就带我到这里来。后来，我每年都来，有时候自己来，有时

和人结伴。有一次，我和你爷爷一起来。 

你爷爷那次带了画架，就支在那里。老董抬起胳膊，指了指一个地方。那里是一人高的芦苇丛，在微

风中摇荡。 

你爷爷说，这是个好地方，有难得的风景啊。 

他说这个话，已经是三十年前了。 

老董的目光，渐渐变得肃穆。他抬起头，喃喃说，老馆长，我带您的后人来了。 

我问，伯伯，我们来做什么呢？ 

老董俯下身，从地上捡起一个东西，放在我手里。那东西浑身毛刺刺的，像个海胆。老董说，收橡碗

啊。 

我问，橡碗是什么呢？ 

老董用大拇指，在手里揉捏一下，说，你瞧，橡树结的橡子，熟透了，就掉到地上，壳也爆开了。这

壳子就是橡碗。 

这时候，忽然从树上跳下来个毛茸茸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松鼠。它落到了地上，竟像人一

样站起了身，前爪紧紧擒着一颗橡子。看到我们，便慌慌张张地跑远了。 

老董说，它也识得宝呢。 

我问，橡碗有什么用呢？ 

老董这才回过神，说，捡回去洗洗干净，在锅里煮到咕嘟响，那汤就是好染料啊。哪朝哪代的旧书，

可都补得赢喽。我们这些人啊，一年也盼中秋，不求分月饼吃螃蟹，就盼橡碗熟呢。 

我听了恍然大悟，说，原来是为了修书啊，那咱们赶快捡吧。 

老董到底把那块蓝绢染出来了。据说送去做光谱检测，色温、光泽度与成分配比率，和古书的原书皮

相似度接近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基本完美地将雍正年间的官刻品复制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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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地一家媒体的报道，老董成了修书界的英雄。图书馆要给老董转正，请他参与主持修复文澜阁

《四库全书》的工作，老董摇摇头，说，本来，还是原来那样吧，挺好。 

（有删改） 

7．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龙与“我”父亲毛羽的电话，既介绍了本文故事发生的起因，表现了书匠老董的性格，也为情节

的发展做了铺垫。 

B．“老董穿了一件卡其色的工作服，肩膀上挎了个军挎”，“踩着一辆二八型的自行车”，是老董生活现

状、职业习惯的表现。 

C．小松鼠跳到地上，“像人一样站起了身，前爪紧紧擒着一颗橡子”，渲染了此处的生机与野趣，烘托

了老董的童心与快乐。 

D．“仪器做了电子配比都没辙”，老董却用传统工艺修复了罕见典籍，说明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传统技

艺仍有用武之地。 

8．本文画线部分表达了老董怎样的心情？请结合本文简要分析。（6 分） 

9．老董的匠人精神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本文简要分析。（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4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4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0～13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阳曲人。进士及第，历秘书省著作郎。政和间，天下争言瑞应，廷臣辄笺表贺，

徽宗观所作，称为奇才。他日，特出制诏三题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后批：“可中书舍人。”未几，自秘书

少监除中书舍人，擢御史中丞。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

诬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时上方乡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术见，朝臣戚里寅缘

关通。安中疏请自今招延山林道术之士，当责所属保任．．；并言京欺君僣上、蠹国害民数事。上悚然纳之。

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宁节，俟过此，当为卿罢京。”京伺知之，大惧，其子攸日

夕侍禁中．．，泣拜恳祈。上为迁安中翰林学士，又迁承旨。宣和元年，拜尚书右丞；三年，为左丞。金人来

归燕，谋帅臣，安中请行。王黼赞于上，授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辽降将

郭药师同知府事。药师跋扈，府事皆专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药师愈骄。靖康初，言者论其缔

合王黼、童贯及不几察郭药师叛命，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又责授朝议大夫、秘书少监、

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又贬单州团练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内徙道州，寻放自便。绍兴初，复左中

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几卒，年五十九。安中为文丰润敏拔，尤工四六之制．．．．。徽宗尝宴睿谟

殿，命安中赋诗百韵以纪其事。诗成，赏叹不已，令大书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赐之。其见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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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宋史·王安中传》）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中廉知之/按

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B． 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中廉知之/按

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C． 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中廉知之/按

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D． 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中廉知之/按

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方士，又称方术士，指中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从事巫祝术数活动的人。 

B．保任，意思是担保或担保者，文中特指因向朝廷推荐人才而负担保责任。 

C．禁中，又称禁内，指皇室宗族所居之处，因所居宫室严禁随便进出得名。 

D．四六之制，即骈文，因在发展中逐渐成为相对整齐的四六句式而由此称。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王安中进士出身，具有敏捷才思。他随众向朝廷表贺瑞应，徽宗称他为奇才，又出题专门考查，随

即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不久又擢升为御史中丞。 

B．王安中弹劾蔡京，得到皇上采纳。蔡京投皇上所好，引荐道术之士，扰乱朝廷，他陈奏蔡京之罪，

要求惩治，蔡京恐惧，其子蔡攸也哭请皇上宽恕。 

C．王安中外放任职，仕途屡遭坎坷。金人前来归顺，他自请燕山府任职，与辽降将郭药师共事；靖康

初，因此前的行事备受指责，仕途随之沉浮不定。 

D．王安中诗文兼擅。受到皇上器重。他极有文采，为文厚实脱俗，曾受命赋诗百韵以纪盛宴，徽宗高

度赞扬，下令书于大殿屏风，将副本赐给侍臣。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并言京欺君僣上、蠹国害民数事。上悚然纳之。 

（2）药师跋扈，府事皆专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药师愈骄。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14~15 题。 

读  史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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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注】①黮闇：蒙昧，糊涂。②糟粕：这里用来指代典籍，也作“糟魄”，《庄子·天道》：“然则君之所读

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14．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这首诗从大处着眼，并非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而作。 

B．历代高人贤士一世奔忙，建功立业，但无法避免身后湮没无闻的可能。 

C．历史人物在其所处的时代已经难免被误解，在世俗的传言中更会失真。 

D．颈联的上下两句反复陈说，表明诗人的观点，堪称这首诗的警策之语。 

15．这首诗阐述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对我们有何启示？（6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1）《荀子·劝学》中举例说，笔直的木材如果“___________”，就会弯曲到符合圆规的标准；即使

再经暴晒也不会挺直，因为“___________”。 

（2）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称出游时的食物都可来自山间，肥美的鱼从溪水中捕捞出，所谓“______

_____，___________”；而用泉水酿制的美酒，口味甘洌。 

（3）苏轼在《赤壁赋》中发议论说，江水不停地流去，“___________”；月亮时圆时缺，“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9 题。 

1899 年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是近代中国史料“四大发现”之一。殷墟甲骨文内容丰富，甲骨刻辞大多

是占卜的记录，但占卜的范围很广，涉及祭祀、征伐、农业，田猎、气象、疾病等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商代的社会生活。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甲骨文不止出现在殷墟，在北京、山西、陕西、山东、湖北，

______________宁夏都发现了刻有卜辞的甲骨。殷墟甲骨文年代最早，数量最多。但它不是当时唯一的文

字。《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有“典”“册” “聿(笔)”这样的文字，说明

殷人祖先常规的书写材料是简册，书写工具是毛笔。只是用竹木做成的简册___________腐烂，似乎无法在

北方的地下长期保存，所以至今___________没有发现商代的竹简。从出土材料看，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

武丁以后才出现的，而商代早期、中期的青铜器上已有少量铭文。（  ），甲骨文字体简化较多。对于文字

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基本都已出现，已经说明它是成熟的文字。文字本质

上是记录语言的，___________受书写材质和体裁所限，甲骨文不能全面记录当时的语言现象，但是已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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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反映汉语的基本语法、词汇系统， 

17．依次填入文中機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以及   容易   尚且   然而 

B．乃至   容易   仍然   虽然 

C．以及   易于   仍然   然而 

D．乃至   易于   尚且   虽然 

18．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由于相较于铸造的青铜器铭文，用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比较困难 

B．用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比较困难，这是相较于铸造青铜器铭文而言的 

C．由于用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比较困难，所以相较于铸造的青铜器铭文 

D．用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相较于铸造青铜器铭文而言，比较困难 

19．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就文字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基本都已出现，已经说明它是成熟的文

字。  

B．对于文字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中基本都已出现，已经说明它是成熟的文

字。 

C．对于文字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基本都已出现，说明它已经是成熟的

文字。 

D．就文字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中基本都已出现，说明它已经是成熟的文字。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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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生产、生活还是娱乐，当人暴露在噪声环境中时，健康就会受到威胁。暴露时间短，会产生焦虑

与精神压力;基露时间长，___①____，甚至失聪。 听力损失程度与音量和暴露时长相关。然而，当噪声级

达到一定高度时，   ②   ， 均会产生水久性听力损害。而单从听力保护角度来说，即使是乐音，   ③   ，

时间过久，也会对听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21．请对下面这段新闻报道的文字进行压缩。要求保留关键信息，句子简洁流畅，不超过 75 个字。(5 分) 

2020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建设

海南自贸港做了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海南自贸港建设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方案》明确海南自贸

港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方案》提出，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目标是，到 2025 年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

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 2035 年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到本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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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面建成具有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方案》的公布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入全面实施

阶段。 

四、写作（60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说：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同气连枝，共盼春来。”……2020 年的春天，这些寄言印在国

际社会援助中国的物资上，表达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 

“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这些话语印在中国援助

其他国家的物资上，寄托着中国人民对世界的祝福。 

“世界青年与社会发展论坛”邀请你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参会，发表以“携手同一世界，青年共创未来”

为主题的中文演讲。请完成一篇演讲稿。 

要求：结合材料内容及含意完成写作任务；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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