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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九中高二上学期 9 月月考语文学科试题
考试时间：120 分钟 总分：150 分

一、现代文阅读（21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家国情怀已经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炼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

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知识分子素来强调“内圣外王”的致世理念和“以身许国”的救世情怀，

自觉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家国情怀是滋养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必然素质。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

之言”，回应所处时代最宏大最重要的问题，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我价值。这就需要深厚的家国情怀为知识分子社会

价值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人类历史的实践也证明，那些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璀璨印记和光辉形象的知识分子，无不胸

怀国家、兼济天下、心系苍生，甚至是为了家国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我们矗立起了一座座广为传颂的精神丰碑。

因此，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深遂渊博的学识素养、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更加需要将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

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

家国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职业精神的内在要求。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具有新的内涵。毋庸置疑，价值观

念的多元化、精神追求的差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其他职业群体一样，知识分子是现代职业分工体系的一部

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逐渐内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时代课题的转换也为知识分子的家国

情怀注入了新的价值元素。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应单纯追求个人利益，不应置社会

影响于不顾，而应该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

家国情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厚精神养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发

挥建设性作用。钱学森、邓稼先，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事迹已经表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发

扬甘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时代精神。支撑起这种精神气质的强大动力在于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

使得知识分子始终与国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相向而行。家国情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是一种强烈的责

任感与使命感，是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涵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知识分子有责任拒绝精致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有义务为科技创新、理论创造、学术繁荣贡献

力量，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

（摘编自《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中国知识分子强调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的致世理念和“以身许国”的救世情怀及彰显内在品格的家国情怀。

B.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追求，自觉地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C. 深厚的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实现社会价值的精神动力，将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便可以实现人生价值。

D.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要求知识分子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应追求个人利益。

2.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 文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其中第二段主要论述了家国情怀与知识分子实现社会价值的密切关系。

B. 文章分四层论述了拥有家国情怀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每层的第一句话都是全段的中心句。

C. 文章最后一段从是什么，怎么样等方面论证了家国情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厚精神养分的观点。

D.文章观点鲜明，论证有力，运用了举例论证、引用论证、正反对比论证等论证方法，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 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璀璨印记和光辉形象的知识分子，都是胸怀国家、兼济天下、心系苍生，拥有深厚家国情怀的人。

B. 社会的发展赋予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以新的内涵，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将逐渐取代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C.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治理十分重要，具备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更是知识分子始终与国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相向而行的保障。

D.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应认识家国情怀的新内涵，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题。

高手 吴宏庆

帅子跟着大师学了几年后，自己也成了鉴定古玩的高手。帅子出师后，大师要留他下来做帮手，帅子心不在此，婉言

谢绝了。

帅子的家乡是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县。几百年前，这里商贾云集，府宅遍地，现在败落了，但那些文物却是不会消

失的。

就有人来找他鉴定古玩。来人自报姓名，叫李士方。此人矮壮结实，十指粗糙，肤色黝黑，农民打扮。帅子知道，这

种人手中往往有好货。

李士方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来，恭恭敬敬地交给帅子。帅子打开，里面是只青铜酒杯。帅子没看两眼，就

顺手扔在桌子上。李士方心痛地拿起来，埋怨地说：“我说你干吗用这么大的力？”

帅子冷笑道：“什么玩意儿！民间仿造的，十块钱一个！”

李士方愣了愣，不甘心地又掏出一个纸包来。这次是块玉佩，帅子眼就亮了，连连细看，口中赞道：“好东西！好东

西！”李士方见他这样，欢喜地问：“值多少钱？”帅子轻轻地把玉佩放下，说：“这是汉代的蓝田玉。上面的八条龙栩

栩如生，堪称绝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汉代哪位王公的爱物。”

李士方呼吸也急促起来：“卖给你怎么样？”

帅子摇头：“买不起。这是无价之宝！”

“我等钱急用，亏一点卖给你？”

“亏一点也买不起。我劝你还是把它收好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卖它。”

李士方感激地说：“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如果你蒙我，随便给两个我也会卖给你的。可是你既然说出这样

的话，就证明你心肠好，值得信赖。我还有几件东西，过几天拿来请你鉴定一下。”

有朋友知道了此事，说帅子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帅子不置可否，神秘地笑了。

几天后，李士方又来了。他一进门，就神神秘秘地将门窗关上。帅子知道他等待的东西要出现了。

李士方哆哆嗦嗦地从包里掏出个东西来，帅子一看，脑袋嗡一声响开了，我的老天爷，竟是玉玺！

帅子的手不可抑制地哆嗦起来，接过。玉玺高二十公分，长宽各十五公分。印面阴文刻着“广德王国，永享天恩”八

个字。帅子定了定心，幸好不是失踪已久的传国玉玺，否则心脏怕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玉玺的把手是一条独角龙，形态

怪异，造型古朴，隐约可见帝王之气。

一千三百年前，这一带曾出现过一个少数民族国家，史称“广德王国”，三代而亡。广德国的图腾就是独角龙。这个

玉玺就是广德国的玉玺。这可是一件真正的宝贝，帅子也难以鉴定它真正的价值。

“还有什么东西？”

李士方又掏出一件东西，是个小小的金鼎，看到它，帅子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李士方一定是找到了广德国王的葬地。

金鼎上刻着“夏王三年”，也就是这年广德亡国的。“这玩意儿你想怎么卖？”帅子眼盯着金鼎问。

“那这个呢？”李士方指着玉玺问。

“不管那个，我是问这个！”

“这个嘛，我用秤称了称，有一斤二两重，十万元怎么样？”

帅子笑了：“这是包金而不是赤金，哪有用秤称的道理？最多两万元！”

李士方颇难为情地笑了，一跺脚：“好，两万就两万吧！这个呢？”他又指着玉玺。

帅子不回答，从屋里拿出两万元，就要送客。

“别别！有话好说，价钱可以商量嘛，你说清楚，这玉玺到底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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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子重新坐下来，吸了根烟说：“这玩意真是个古董，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但古董就一定值钱吗？我看未必。实话

对你说，这玉质不算太好。你看，上面还有瑕垢疵洼的。”帅子又对李士方说了一大通专业术语。李士方听得头都大了。

最后帅子伸出手掌晃了晃：“你要出这个价，我就收下了，否则，另请高明！”

“五十万？”

“五万！”

李士方犹豫起来，半天才说：“你是个公道人，不会太骗我。这样吧，二十万！如果你不答应，我只好走了。”

帅子就用二十万买回了玉玺。第二天，他就带着玉玺赶了几千里路到了大师那里。大师用放大镜足足端详了半个小时，

最后开口说：“这东西你用多少钱弄来的？”

“三十万。”帅子撒了个谎。他想卖给大师。大师完全有能力吃下。

“好眼力！”大师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准备卖多少？”

“您是我的恩人，您看着给！”

大师伸出一个巴掌晃了晃。

“五十万？”大师笑了：“五千元。我说的是这假玉玺的手艺，而这玉玺本身大约也就两百元左右。”

“什么？”帅子跳了起来。

大师将他按下，说：“鉴定古玩必先要懂赝品。你跟我学了几年，只学会了怎样鉴定真品，而没有学会怎样鉴别赝品。

当初我要你留下来，为的就是要教你这一招，只是你太急于自立门户了，学艺不精，吃亏上当是迟早的事。”大师又拿起

“玉玺”，感慨地摇摇头，“玉是老玉，字是新刻的。这造赝人真是高手，想不到现在还有这样的高手！连我也几乎被骗

了！”

李士方，高手？帅子瘫倒在地。

4．下列对小说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3分）

A．小说的题目很有特点，一语双关。“高手”既指小说中的帅子，又指李士方，而前者在后者面前相形见绌，自愧不如。

B．小说中“李士方哆哆嗦嗦地从包里掏出个东西来”，这里的“哆哆嗦嗦”运用了细节描写，细致地刻画出李士方当时

紧张的心理。

C．帅子故意不买李士方的玉佩，是他用的一计。他是想让李士方拿出更好的宝物，而这也正中李士方的下怀。

D．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全部运用了正面描写的方法，通过人物的语言、神态、动作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

5．小说第一段内容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6 分）

6．小说中的李士方是怎样的形象？请结合文本分析。（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60 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7-10 题。（8分）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饶人。幼颖悟，诵书日数千言，每冥思精索。闻陈文蔚讲书铅山，实朱熹门人，往师之。

后师事真德秀。绍定五年，进士及第。淳祐元年差知南剑州会峡阳寇作擒渠魁八人斩之余释不问父老或相语曰侯不来我辈

鱼肉矣郡有延平书院，率郡博士会诸生亲为讲说。民讼，率．呼至以理化诲，多感悦而去。输苗听其自概，闺郡德．之。丁母

忧去官，众遮道跪留。既免丧，授侍左郎官。言敌国外患，乞以宗社为心。言钱塘驻跸，骄奢莫尚，宜抑文尚质。兼崇政

殿说书，每入讲，必先期斋戒。丞相史嵩之丁父忧，有诏起复，中外莫敢言，元杰时适轮对，言：“臣前日晋侍经筵，亲

承圣问以大臣史嵩之起复，臣奏陛下出命太轻，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尽陛下之礼，大臣自尽大臣之礼，玉音赐俞，臣又

何所容喙。且大臣读圣贤之书，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变，哀戚终事，礼制有常。自闻大臣有起复之命，虽未知其避就

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是果何为而然？人心天理，谁实无之，臣恳恳纳忠，何敢诋计，特．为陛下爱惜民彝，

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疏出，朝野传诵，帝亦察其忠亮，每从容访天下事，经筵益申前议。未几，夜降御笔黜四不才台

谏，起复之命遂寝。杜范入相，复延议军国事。为书无虑数十，所言皆朝廷大政，边鄙远虑。每裁书至宗社隐忧处，辄阁

笔挥涕，书就随削稿，虽子弟无有知者。六月朔，轮当侍立，以暴疾谪告。夜四鼓，遂卒。讣闻，帝震悼曰：“元杰前日

方侍立，不闻有疾，何死之遽邪？”亟．遣中使问状，赙赠银绢二百计。

（节选自《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三》，有删改）

7.下列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阖郡德．之 感激

B．民讼，率．呼至以理化诲 全，都

C．特．为陛下爱惜民彝 只是

D．亟．遣中使问状 多次

8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淳祐元年/差知南剑州/会峡阳寇作/擒渠魁/八人斩之/余释不问/父老或相语曰/侯不来/我辈鱼肉矣

B.淳祐元年/差知南剑州/会峡阳寇作/擒渠魁八人斩之/余释不问/父老或相语曰/侯不来/我辈鱼肉矣

C.淳祐元年/差知南剑州/会峡阳寇作/擒渠魁/八人斩之/余释不问父老/或相语曰/侯不来/我辈鱼肉矣

D.淳祐元年/差知南剑州/会峡阳寇作/擒渠魁八人斩之/余释不问父老/或相语曰/侯不来/我辈鱼肉矣

9.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免丧”是指守孝期满，除去丧服，正常起居饮食，恢复工作。同义词有“服阕”“除丧”等。

B.“斋戒”用在古人祭祀或行大礼等场合。斋指杜绝一切娱乐活动，戒指不吃葱蒜韭姜等有刺激气味的菜。

C.“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开始称经筵，并且正式制度化。

D.“四鼓”指报更鼓声敲第四次，即夜里 1 点到 3 点。古代把夜晚分成五个时段，用鼓打更报时。

10.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徐元杰聪明过人，虚心拜师学习。他小时候就很聪明，每天读书几千字，常常苦思冥想专心探究；先后拜陈文蔚、朱熹、

真德秀为师，后来考中了进士。

B.徐元杰善于教化，深受百姓爱戴。他亲自为诸生演讲，对民间诉讼，总是以道理教导来化解矛盾；纳青苗税听任百姓自

报，遭母丧离职，大家拦道跪留。

C.徐元杰心怀社稷，饱含真挚感情。守孝期满刚被任用，就直陈皇上需要励精图治和节俭；每草拟檄文时，写到国家深可

忧虑的地方，总是停笔流泪。

D.徐元杰为人耿直，敢于直言相谏。皇上准备起用因父亲去世而处于守丧期间的史嵩之，在朝廷内外无人敢说话的情况下，

他勇敢地直接表明自己的看法。

（二）课内文言文选择（30 分）

11.下列选项中全都含有古今异义词的一项是（ ）（2分）

A.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 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 覆盖周密无际 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B.璧有瑕，请指示王 汉天子我丈人行也 恨晨光之熹微 不欲与廉颇争列

C.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 时天下承平日久 帝引在帷幄 传以示美人及左右

D.于是相如前进缶 永元中，举孝廉不行 耕植不足以自给 于是怅然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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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下列选项中全都含有古今异义词的一项是（ ）（2 分）

A.来时太夫人已不幸 衡下车，治威严 相如引车避匿 抚孤松而盘桓

B.尝从人事 公车特征拜郎中 赵王以为贤大夫 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

C.不好交接俗人 为刎颈之交 朝夕遣人候问武 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

D.皆为陛下所成就 时矫首而遐观 遂乃研核阴阳 谢汉使曰：武等实在

13.下列选项中全都含有通假字的一项是（ ）（2 分）

A.前以降及物故 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 因泣下霑衿 拜送书于庭

B.员径八尺 信义安所见乎 僮仆欢迎 子卿壹听陵言

C.与武决去 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与旃毛并咽之 或植杖而耘耔

D.形似酒尊 请毕今日之驩 武复穷厄 合契若神

14.下列选项中全都含有通假字的一项是（ ）（2 分）

A.乃瞻衡宇 臣愿奉璧往使 莫不逾侈 决负约不偿城

B.景翳翳以将入 空自苦亡人之地 马畜弥山 赵王畏秦，欲毋行

C.畔主背亲 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 云无心以出岫 如有地动，尊则振龙

D.一时收禽 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 召有司案图 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

15.下列选项中加框字的词类活用全都相同的一项是（ ）（2分）

A.或棹孤舟 孺卿从祠河东后土 怒发上冲冠

B.倚南窗以寄傲 妙尽璇玑之正 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

C.其一人夜亡 间至赵矣 乃辞谢

D.因泣下霑衿 宁许以负秦曲 乃使其从者衣褐

16.下列选项中加框字的词类活用全都相同的一项是（ ）（2分）

A.单于壮其节 皆共目之 大将军邓骘奇其才

B.乐琴书以消忧 吾羞，不忍为之下 大王必欲急臣

C.得夜见汉使 又多豪右 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

D.王必欲降武 何久自苦如此 推堕驸马河中溺死

17.下列选项中句式全都相同的一项是（ ）（2分）

A.赐钱二百万以葬 求人可使报秦者 未尝有坚明约束者 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

B.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复驾言兮焉求 耕植不足以自给 未之有也

C.汉天子我丈人行也 赵王以为贤大夫 富贵如此 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D.验之以事 而君幸于赵王 农人告余以春及 为降虏于蛮夷

18.下列选项中句式全都相同的一项是（ ）（2分）

A.连辟公府不就 既自以心为形役 劾大不敬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B.帝引在帷幄 武既至海上 寓形宇内复几时 稚子候门

C.将有事于西畴 问征夫以前路 权移于下 因以讽谏

D.子卿尚复谁为乎 皆口腹自役 设九宾于廷 讽议左右

19.下列选项中加框词解释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虞常生得：活下来 景翳翳以将入：阴暗的样子 故使陵来说足下：您 共为不轨：超越常规，不合法度

B.武复穷厄：穷困潦倒 而收系张胜：逮捕监禁 朝夕遣人候问武：问候 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犯下罪行

C.部分甫毕：部署军队 时天下承平日久：太平 幼稚盈室：小孩 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客人

D.因以讽谏：劝告规劝 策扶老以流憩：周游休息 独有女弟二人：妹妹 或植杖而耘耔：除草培苗

20.下列选项中加框词解释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抚孤松而盘桓：徘徊 合契若神：相合，符合 既罢，归国：被免职后 以为吉凶倚伏：相互依存、转化

B.臣等不肖：不才 恨晨光之熹微：天色微明 公车特征拜郎中：汉官署名 审容膝之易安：简单平安

C.质性自然：本性 而无骄尚之情：骄傲自大 再迁为太史令：再次升迁 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平民

D.卒相与欢：相互 非矫厉所得：造作勉强 称为政理：政治清明 眷然有归欤之情：思念的样子

21.下列选项中加框字的解释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伺者因此觉知：观察 幸蒙其赏：幸好 衡乃诡对而出：欺骗 饥冻虽切：急迫

B.生生所资：资质 帝引在帷幄：邀请 知来者之可追：挽回 秦贪，负其强：辜负

C.彭泽去家百里：距离 置币遗单于：财物 左右皆靡：退却 臣窃以为其人勇士：私自

D.决负约不偿城：违背 会论虞常：讨论 自分已死久矣：料想 今得杀身自效：效仿

22.下列选项中加框字解释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2分）

(1)衡不慕当世：羡慕 (2)请息交以绝游：停止 (3)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攻占 (4)汉亦留之以相当：对抗

(5)犹望一稔：庄稼成熟 (6)如惠语以让单于：宽容 (7)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违背，触犯 (8)当敛裳宵逝：离开

(9)曷不委心任去留：委屈 (10)私候胜曰：拜访 (11)引壶觞以自酌：牵、拉 (12)中有都柱：大 (13)三径就荒：接近

(14）扶辇下除：台阶 （15） 均之二策：平均

A.(1) (2) (7) (10) （11）

B.(5) (6) (9) (13) （15）

C.(3) (5) (8) (12) （14）

D.(4) (6) (7) (10) （13）

23.下列选项中加框字的含义和用法全都不相同的一项是（ ）（2分）

A.今君乃亡赵走燕 乃使其从者衣褐 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遂乃研核阴阳

B.悟已往之不谏 空自苦亡人之地 均之二策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C.始以强壮出 徒以吾两人在也 验之以事 愿以十五城请易璧

D.因以讽谏 君因我降 不如因而厚遇之 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24.下列选项中加框字的解释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觉今是而昨非：并列 徒以吾两人在也：只是 虚心欲相待：你 载欣载奔：一边

B.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凭借 顾吾念之：只是 奚惆怅而独悲：为什么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实在

C.聊乘化以归尽：姑且 空自苦亡人之地：白白地 田园将芜胡不归：为什么 虽蒙斧钺汤镬：虽然

D.独畏廉将军哉：只 感吾生之行休：将要 则请立太子为王：请允许我 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只是

25.下列对古代文化常识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前四史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苏武传》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B.“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中的“三径”，是西汉蒋栩的典故，是隐士住处的代称。

C.封建社会，大臣年老了请求辞职为“乞骸骨”，意思是请求赐还自己的身体，回家乡去。

D.汉朝由地方官（太守）向中央举荐品行端正的人任以官职，被举荐的人称为“孝廉”。

（三）古代诗歌鉴赏（16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26—27 题。

暑旱苦热

王令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

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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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与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2 分)

A．首句中“屠”字运用精妙，“屠”是杀的意思，有力表现了作者对酷热的极度怨恨。

B．第三句中一个“惧”字，写出百姓对眼前的酷热、未来的灾荒及腐朽社会的忧虑之情。

C．“之高”“之远”的清凉世界尽管遥不可及，却对饱尝酷热的作者产生了无穷的吸引力。

D．在诗的最后一句中，王令称，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去享受那清凉世界，他宁愿不去。

27．本诗运用了多种手法表现“暑旱”，请找出来并作简要分析。(6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 28—29 题。

公安县怀古①

杜甫

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

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

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

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

【注】①本诗作于大历三年（768)深秋。是年夏，吐蕃进犯灵武、邠州，京城震动。杜甫因好友严武去世，便离开蜀地到

荆楚一带的公安县暂住。

28. 下列对本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首联重点表现的不是自然景观的特点，而是公安县的历史遗迹。

B.颔联中，“催”字将深秋季节里昼短夜长的自然情状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

C.颈联用典，主要表现出了刘备君臣的和睦关系以及吕蒙的赫赫战功。

D.整首诗层次清晰明了，首叙古迹形胜，次写想象之景，后直抒怀古情思。

29.请结合诗句分析本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6 分)

（四）30.名句名篇默写（6分）

（1）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廉颇蔺相如列传》司马迁）

（2）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归去来兮辞》陶渊明）

（3）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表示要顺遂死生变化，一切听其自然，乐天知命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

（4）陆游《游山西村》中表现村中热闹景象和淳朴民风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抒发主人公杀敌卫国、守卫边疆的豪情壮志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辛弃疾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里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深情

回忆了往昔“沙场秋点兵”的雄壮场景。

三、语言基础运用（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刘江红教授团队近日发表于《睡眠》期刊上的研究结果表明，与不睡午觉的孩子相比，睡午觉

的孩子更快乐，成绩也更好。该研究团队分析了近 3000 名中国小学生的行为，发现睡眠缺乏现象在儿童中 。尽管

这项研究并没有 午睡与学习成绩变好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午睡与学习成绩提高的 是毋庸置疑的。根据

大量研究数据显示，午睡不只是让人们获得新的能量和工作效率，而且有助于提高免疫力，避免持续面对电子屏幕和保持

单一的坐姿等对健康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让孩子睡午觉，哪怕是半个小时也大有裨益。睡眠不足是

许多国家孩子的共同 。影响孩子睡眠的第一因素是课业压力，其次是信息家电，再次是噪声、光等睡眠环境，

以及家长的睡眠习惯等。保障孩子睡眠很重要，（ ），尤其是深夜和凌晨的深度睡眠可以让生长激素的分泌达到最

高，有利于孩子长高。因此，让孩子从小养成午睡的习惯也会对孩子的健康产生一举两得的效果。

31. 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3分）

A.习以为常 揭示 相关性 效应

B.屡见不鲜 揭示 相关性 现象

C.习以为常 揭露 因果性 现象

D.屡见不鲜 揭露 因果性 效应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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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量研究数据显示，午睡不只是让人们获得新的能量和改善工作效率，而且有助于提高免疫力，避免持续的电子屏

幕和单一的坐姿等对健康的影响。

B.根据大量研究数据显示，午睡不是让人们获得新的能量和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有助于提高免疫力，避免持续的电子屏幕

和单一的坐姿等对健康的影响。

C.大量研究数据显示，午睡不只是让人们获得新的能量和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有助于提高免疫力，避免持续面对电子屏幕

和保持单一的坐姿等对健康的影响。

D.大量研究数据显示，午睡不只是让人们获得新的能量和改善工作效率，而且有助于提高免疫力，避免持续面对电子屏幕

和保持单一的坐姿等对健康的影响。

33.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3分）

A.生长激素会在人睡眠时分泌

B.人在睡眠时会分泌生长激素

C.人体想要分泌生长激素必须睡眠

D.睡眠充足有益于人体分泌生长激素。

四、作文（60 分）

34.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1、1948 年，在大多数中国人还未见过拖拉机时，18 岁的梁军已经自如地驾驶拖拉机驰骋在北大荒了，这位最终成为新中

国第三套人民币一元钱票面的人物鼓舞了千千万万新女性走出家门。

2、“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谭铁牛，与妻子双双向英国雷丁大学递交了放弃该校终身职位的辞职书，在 1998 年带着

刚满周岁的儿子，登上了回国的班机，踏上了报效祖国的无悔之路。

3、陈金水从气象学院毕业后，离开山清水秀的浙江只身来到青藏高原，在世界屋脊建立起世界上最高的气象站。他在卧

室里悬挂着“祖国的气象事业高于一切”的横幅。青藏高原终年积雪，万里无人。由于低压高寒，他吃不上煮熟的饭，吃

不到新鲜蔬菜；由于缺氧，他落下了心血管疾病。他在青藏高原一干就是 30 年，为青藏高原的气象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

贡献。

请综合材料内容及含义写一篇演讲稿，在班会上分享你的心得，署名为“李华”。

要求：自选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题目，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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