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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第九中学 2019---2020 学年度下学期

阶段验收高二学年语文学科试卷
（考试时间：150 分钟 满分: 150 分 共 5 页 命题人：邓丽微 审题人：李隽 邓丽微 ）

注意事项：1．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姓名、考号填写清楚。

2．请按照题号顺序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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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3．网上作答时，必须将答案在 APP 里填涂。

第Ⅰ卷（ 共 53 分）

一、现代文阅读(共 22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每小题 3 分，共 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①“中华文字始祖”仓颉是何人？汉字是不是他创造的？传世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吕氏春
秋·君守》：“仓颉作书。”《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论衡·骨相》：
“仓颉四目，为黄帝史。”

②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就可以肯定汉字是仓颉所造吗？不能。古往今来，无论是《淮南子》
所记载的类似神话的猜想，还是今人依据大量考古资料所做的科学探索，都不能视为给出明确答
案。可见汉字起源问题之复杂。

③古人不是独对汉字的创造者有过追溯，对上古时期一系列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创
造发明者都有过追溯，正如《吕氏春秋·君守》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
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不过，仓颉与其他五人一样，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若把他当作历
史上应该存在过的对该事件起过重要作用的某个或某类人的象征符号，倒是客观得多。

④古书中有关仓颉的材料，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前列这两条：“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
哭”和“仓颉四目，为黄帝史”。两条材料均极为简略。“天雨粟”“鬼夜哭”“仓颉四目”几乎无
异于神话传说，不能当真；“仓颉作书”“为黄帝史”倒是可以拨开迷雾找寻历史上的蛛丝马迹。

⑤仓颉“为黄帝史”这一传说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汉字的创造者与史官有关。甲骨文、
金文中均有很多“史”的记载，史官作为早期负责文字记录事务的人，是当时识字水平和文化程
度最高的人，他们对文字的整理、传承、改造和规范自然作出过重要贡献。

⑥然而，作为记录汉语的成系统的书写符号，汉字不可能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苦思冥想而独
创出来的。文字的发明之于仓颉，与制礼作乐之于周公、造纸术之于蔡伦等历史上其他重大事件
一样，都是集众多前人智慧于一身，或者进行系统整理，或者加以改进提升，于是因逐渐普及而
广为人知。这正如《荀子》所记载的：“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好稼者众矣，而后
稷独传者，一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一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一也。”鲁迅先生
《门外文谈》中这段文字也很可取：“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
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

⑦至于汉字是否产生于“黄帝”时期，依然是学术史上的未解之谜。根据现有考古材料可以
沿着这样的思路去追溯：距今三千年的甲骨文是完全成熟的文字，以此为起点往前推，我们可以
看到四千年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陶壶上与甲骨文字形十分接近的朱书文字，可以看到五千年前的山
东大汶口文化陶尊上与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也很接近的图形符号，可以看到七千多年前的河南舞阳
贾湖的甲骨刻画符号……这些材料中除陶寺陶壶朱书等个别外，大多还不能确认为汉字，甚至不
能确认它们与汉字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不同时代的刻画，一定对成熟
的甲骨文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

（摘编自陈双新、祝天瑞《“仓颉作书”新解》）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中华传世文献中都有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但是作者却对此持怀疑态
度。
B．汉字起源问题十分复杂，无论是古代典籍的记载，还是今人的科学研究，都不能给出令人一致
认同的答案。
C．早期的史官文化程度很高，有负责用文字记录事物，所以汉字的创造者和史官发生关联是大概
率的事情。
D．从考古发现来看，汉字在距今3000年时已经成熟，但汉字的起源却可以由此上溯到4000年前
甚至更远。
2.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章采用逐层推进的论证思路，先质疑，再从中找到肯定因素，最后顺势提出自己的主张。
B．文章大量引用经典文献记载，并加以分析，这种论证方法的使用和本文论证的话题有关。
C．作者引用鲁迅的文字，证明了《荀子》中“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说法。
D．文章论证了汉字之所以创造，是因为集众人智慧，再有人系统整理加工，绝非一人之功。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作者否定《淮南子》和《论衡》中关于仓颉的说法，是因为二书中的记载材料极为简略，且接
近神话传说。
B．古人对上古时期的一些重要创造发明者做了记录，只是这些人物是否真实存在，尚待考古考据
的进一步证明。
C．早期的史官是当时识字水平最高的一批人，所以改造文字和规范文字自然也成为他们的主要工
作之一。
D．汉字是否产生与黄帝时期，目前尚无定论，由此不难看出，关于黄帝时期的历史记载也都是难
以考证的。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13 分）

阅读下面这篇小说，完成 4～6 题。（13 分）

喜剧之王 贾淑玲
约翰站在舞台上。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对我总是那么热情。”约翰看着台下无数只挥舞的手臂，边想边
脱下他的礼帽，绅士地给大家鞠了一躬。

约翰扫视了一圈，每一张脸都洋溢着微笑。这想必就是喜剧之王的魅力吧，他虽然什么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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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们看到他，就已经不由自主地笑了。
他右手握着手杖，敲击了两下舞台，扬了一下眉毛，耸耸肩，露出他的招牌微笑，算是和观

众打了招呼。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没错，他天生就不会说话，只能以这种方式和观众互动。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肢体语

言和面部表情丰富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若是他开口说话,反而显得有些多余。
“上帝，我保证，这将是一个美好的夜晚。”约翰边想边开始了他的表演。他把礼帽向空中一

抛，脚分成外八字，像鸭子一样，快速地移动，脖子一伸，嘴角夸张地上扬，眼珠乱转，最后礼
帽又稳稳地扣到他的头上，礼帽仿佛变成千斤重，把他一点一点压下去，直到他坐到台上，脖子
全部塞进身体里。他那滑稽的表情，人们看了哄堂大笑。

约翰继续表演着，他看到人们笑得前仰后合。
“哦，宝贝们，看你们多幸福!”约翰努力回忆自己什么时候这样笑过，可他怎么也没想起来,

仿佛那已经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儿了。“该死，我竟然想不起来了!”约翰边想边做着后翻的动作。
约翰会笑，他每天都在笑，各种各样的笑。他的笑被每一个人熟悉，他的笑感染着每一个人。

只是人们并不知道，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在镜子前练习了多少次，他砸坏了多少面镜子。
当然这些并不是人们关心的，人们只关心舞台上的约翰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快乐。

“约翰，爱你，太棒了!”台下掌声雷动。
约翰早就习惯了这些，他忽然看到前排一个金发姑娘，很特别。特别之处是因为大家都在笑，

只有她在哭，这显得很不协调。
约翰一边表演一边注视着她，她流泪的眼睛像两条隧道。
“不愉快的都统统见鬼去吧，宝贝，今晚笑一笑。”约翰对着金发姑娘努力表演，可那个金发

姑娘哭得更伤心了。约翰看着她,不可救药地掉进那两条隧道里。
约翰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不知为什么离家出走，从他们的生活里永远消失了。母亲带着他,

日子过得很艰难。他好久都没看到母亲笑了，他想让母亲再笑一次。他走到正在洗衣服的母亲面
前，单脚站立，摇摆着对着母亲做鬼脸。他只想让母亲笑一次，哪怕只有一次。母亲用湿漉漉的
手摸着他的脸，就那样一直看着他，没有笑，最后却哭了……

约翰的思绪被人们的笑声拉了回来，金发姑娘依然在哭。
约翰突然觉得，所有人都在笑时，姑娘的眼泪多么特别，多么珍贵。约翰有一种找到知音的

感觉，他不管姑娘为什么哭，他甚至可以忽略掉让她伤心的原因，而固执地认为姑娘看到了他的
心，为他而哭。

约翰也想放肆地哭一回。
“该死，笑可以控制，哭怎么就不行。”约翰觉得眼泪马上就要掉下来了。一个喜剧之王突然

在台上哭可不是聪明的做法，何况他希望今晚自己的表演能画上完美的句号。
他无声地大笑着，眼珠夸张地转动,滑稽地拿着手杖，对着自己的头部敲打了一下，然后做出

假装滑倒的样子，坐在台上泪流不止……全场沸腾了。
他肆无忌惮滑稽地哭着，台下肆无忌惮开心地笑着。
夜里，住在约翰家附近的人们都听到了一声枪响。第二天，约翰的别墅周围拉起了警戒线。
人们都在议论着是谁杀了他们喜欢的约翰，剥夺了他们的快乐。他们觉得约翰的死和他们每

个人都息息相关。

经过鉴定，约翰属于自杀。人们不敢相信,那么幽默的人怎么可能自杀呢。追悼会上，司仪说:
“约翰曾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快乐，他一定不希望看到我们流泪，我们要用笑为他送别。”

大厅响起了约翰表演时的欢快乐曲，所有的人都笑着，像在开一场盛大的庆典。
媒体进一步披露，约翰，重度抑郁症，单亲家庭。约翰留下一封信:“看在上帝的分上原谅我，

我的笑和我的心情无关，那只是一场又一场表演。如果我曾带给你快乐，请用眼泪为我送行吧。”
可是没有人能哭出来，一直笑着送约翰到墓地。埋了约翰，到处还是人们的各种笑声。

4.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文本通过对主人公约翰自身肢体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的描写，直接表现了他的喜剧表演才
能。
B．“笑”是线索，使得情节集中紧凑，不同情境下的“笑”，不同程度的“笑”，呈现主人公心理
与命运的变化。
C．约翰的那封信让我们知道了他的生存境况，为之前相关情节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原因支
撑。
D.文本最后一句的“还是”流露出无奈的心绪，与契诃夫《装在套与子里的人》最后一段的主题
表达相似。
5.结合文本，分析小说中金发姑娘这一角色的作用。（5分）
6.文本在叙事上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文本进行简要分析。（5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共 44 分）
（一）课内文言文（共 12 分）

7.下列各句中，全含通假字的一项是（ ）

A. 鼓瑟希，铿尔 苟有能反是者 如或知尔 罔薜荔兮为帷
B. 既然已，勿动勿虑 燕坐于华堂之上 籍柔覆温之躯 室十有二楹
C. 序天伦之乐事 荡荡空中景 今夫膏粱之子 覆之以茆
D. 不知醉醇饫肥之肠 冥然兀坐 楛竹之笋 早缫而绪，早织而缕
8.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字解释全都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①径须沽．（通酤，买或卖，语境是卖）取对君酌 ②须．（需要）行即骑访名山

B．①列．（通裂，分裂）缺霹雳 ②呼儿将．（请）出换美酒

C．①则拊石而和．（随着唱）之 ②危．（端正）樯独夜舟

D．①启陨箨以蓺．（种植）粟菽 ②其莳．（种植）也若子

9．下列加点字的意思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3 分）

A．①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②内立法度． ③因自度．此曲

B．①殆．有神护者 ②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 ③思而不学则殆．
C．①会须．一饮三百杯 ②径须．沽取对君酌 ③人生得意须．尽欢

D．①轩东故．尝为厨 ② 暮去朝来颜色故．③今公子故．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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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各句中，加点字的含义全都不相同的一项是（ ）

A．①且．放白鹿青崖间 ②且．何谓阁子也 ③烹羊宰牛且．为乐

B．①大王来何．操 ②何．竟日默默在此 ③楛矢何．参差

C．①大母过．余曰 ②闻大王有意督过．之 ③无乃尔是过．与

D．①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 ②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③莫．不族布而罗生焉

（二）课外文言文阅读（共 19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11～14 题。

刘岳，字昭辅，洛阳人也。唐民部尚书政会之八代孙，崇龟、崇望其诸父也。岳名家子，好

学，敏于文辞，善谈论。举进士，事梁为左拾遗．．．。唐庄宗时，贬均州司马。唐庄宗龙驭．．，明宗践

祚。唐明宗时，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朱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

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而无告身五代之乱，因以为常，官卑者无复给告身，中书但录其制辞，编为

敕甲。岳建言，以谓“制辞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训诫，而受官者既不给告身，皆不

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诏也。请一切赐之。”由是百官皆赐告身，自岳始也。宰相冯道

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

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

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书监。其后李愚为相，迁岳太常卿。初，郑余庆尝采

唐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时家人之礼，为《书仪》两卷。明宗见其起复、冥昏之制，叹曰：

“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风俗，无金革之事，起复可乎？婚，吉礼也，用于死者可乎？”乃诏岳选

文学通知古今之士，共删定之。岳与太常博士段颙、田敏等增损其书，而其事皆当时家人女子传

习所见，往往转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礼亲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说，尤为不经。至其久也，

又益讹谬，其类甚多。公卿之家，颇遵用之。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赠吏部尚书．．．．。呜呼，明宗武

君，出于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礼。而岳等皆当时儒者，卒无所发明，但因其书增

损而已。其后世士庶吉凶，皆取岳书以为法，可胜叹哉！

11.下列对文中画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朱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

而无告身/

B．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朱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

而无告身/

C．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朱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

敕牒而无告身/

D．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朱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

而无告身/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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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拾遗是唐武则天设置的官，掌供奉讽谏、荐举人才等，诗圣曾担任过此职。

B．龙驭即天子车驾，还可指“皇帝”“君临天下”等，语境委婉称“帝王去世”。

C．吏部尚书是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等事务，通常称为天官、冢宰、太宰。

D．夷狄常泛称除华夏族以外的各族。古代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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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岳出身名门，先后侍奉两朝。他的先祖刘政会及两位叔父崇龟、崇望都曾身居要职，而他在

五代时期出仕后梁与后唐两朝，并担任多种官职。

B．刘岳善于言辞，敢于直言劝谏。他喜欢读书学习，文辞敏捷，善于谈论。他曾建议唐明宗不论

贫富，给所有被任命的官员发任命状，让臣子知道君王的意图。

C．刘岳喜好戏弄，为人偶有轻慢。因宰相冯道世代农家，出身贫寒，相貌质朴粗野，一次上朝走

路经常回头看，刘岳以丢了“《兔园册》”嘲讽冯道没有才学。

D．刘岳治学严谨，勤勉增损礼书。明宗有意让百姓知礼，命刘岳等人共同删定《书仪》，刘岳将

《书仪》中许多谬误纠正，成为公卿及后代人们礼仪的典范。

1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风俗，无金革之事，起复可乎？（5分）

（2）而岳等皆当时儒者，卒无所发明，但因其书增损而已。（5分）

第Ⅱ卷（ 共 97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7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 15～16 题。

房兵曹胡马
杜甫【注】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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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注】此诗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杜甫在洛阳。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诗歌首联点题，交代胡马产地，出身不凡；对句写马神峻轮廓。

B．“批”和“入”两字分别写双耳直竖，风入四蹄，均用夸张手法。

C．诗的五、六两句承接上联，表现诗人想要与这良马同生共死。

D．诗人以传神之笔，借马喻人，抒写自己的抱负和英勇的气概。

16．《汇编唐诗十集》评“《房兵曹胡马》，咏物诗最雄浑者。”请从“胡马”入手，结合全诗

进行分析。（4 分）

（四）名篇名句默写 (6 分)

17．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每题 1 分，6分）

（1）______，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______。（《书愤》）
（2）霓为衣兮风为马，______。______，仙之人兮列如麻。（《梦游天姥吟留别》）
（3）________，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_________。（《登岳阳楼》）
（4）________，________。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李凭箜篌引》）
（5）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____________，_________，咏而归。（《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华侍坐》）
（6）_____________；_________。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三、语言文字运用（共 24 分）

18.下列各项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 阴阴夏木啭．黄鹂（zhuàn） 树头初日挂铜钲．（zhēng） 茹啖其草木之荑．实（yí）

B．解鞍少．驻初程（shǎo） 天时怼．兮威灵怒（duì） 吴楚东南坼．（tuò）

C．捣衣砧．上拂还来（zhān） 红藕香残玉簟．秋（diàn） 蒸藜炊黍饷东菑．（zī）

D. 钗擘．黄金合分钿（bò） 渔阳鼙．鼓动地来（pí） 吞声踯躅．不敢言（zhú）

19.下列各项中，加点字的字形有一处错误的一项是（ ）（2 分）

A．迷花倚石忽已瞑． 青冥．浩荡不见底 常．使英雄泪满襟 因之以饥馑．
B．渌．水荡漾清猿啼 鬓云欲度．香腮雪 夜雨闻铃．肠断声 九嶷．缤兮并迎

C．早岁哪．知世事艰 身向榆关那．畔行 唯．求则非邦也与 惟．有饮者留其名

D．懒起画蛾．眉 宛转娥．眉马前死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丘峦崩摧．
20. 下列句子中，加点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2 分）

A．老师要帮助学生抗拒外界的种种诱惑，否则无论如何用心的教，也难有成效，必将一傅众咻．．．．。

B．心理思想的研究源远流长．．．．，早在我国战国时代《内经》一书中，就有了心理因素在人体疾病的

发生、诊断和预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系统总结。

C．人应具备两种美德，一是对他人先意承志．．．．，事事替别人着想，二是对自己慎独谨行，做到表里

不一。
D．近期，美国一直在向委内瑞拉周边部署大量军舰，然而此次美国海军的调兵行为，让其在前线
的主力战舰遭受了一次无妄之灾．．．．。

2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2 分）

（1）最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东方小巴黎”哈尔滨也发生了
_________的变化。
（2）人们在原始森林碰到五彩斑斓的毒蛇往往_________，万一被咬，基本凶多吉少。
（3）有些奸商惯用_________的手段，把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加工后以次充好、鱼目混珠在市场销售。
A．日新月异 举无遗策 偷天换日
B．日新月异 束手无策 移花接木
C．一日千里 束手无策 偷天换日
D．一日千里 举无遗策 移花接木
22. 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2分）

A．高考“三模”在即，教师一定要精心完成教学工作，科学制定规划，帮助学生以丰富的知识储
备，良好的心态迎接考试。
B．科学发展观是在吸取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包括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特
别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C．艺术家能把自己心灵的创伤和对社会现状的痛苦感受，毫无顾忌地倾泻出来，靠的是以艺术来
直接表达的。
D．建设部拟定了未来十年期间我国将建成城市住宅20亿平方米，届时，我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
将达到15平方米。
23.下列各句中，有语病的一项是( ) （2 分）

A．《朗读者》开播后，许多广电名嘴、企业职工、机关干部、退休教师、留学生吟诵社等朗诵爱
好者，纷纷加入文化经典朗诵的行列。
B．目前我国有不少地方农村户籍远比城市户籍含金量高，不能一股脑地取消农村户口，农转非农
户口还是应该尊重农民意愿。
C．印尼火山学家斯万蒂卡认为，默拉皮火山可能在长时期内多次小规模喷发。按照他的说法，尽
管无法排除大规模喷发的可能，但它可能长期“缓慢喷发”。
D．对这种不愿消费的心理，各国商家只好开展名目繁多的促销活动：法国春天百货推出各种优惠
卡让顾客凭卡享受折扣，美国的一些商家索性24小时营业。
24.下列有关文化常识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将作大匠，官名，历代名称不一，职能大致相同，掌管宫室、宗庙修建等。
B. 紫金鱼袋，一种服色制度，到清代才完全废除。自唐始，一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
C. 庚子，庚子年。古代用十二天干和十地支循环相配，用来表示年、月、日和时的次序。
D. 元年，特用来指帝王或诸侯即位的第一年，如贞观元年、康熙元年。
25.下列有关文化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五更，我国古代把夜晚分成五个时段，即黄昏、人定、夜半、鸡鸣、平旦。用鼓打更报时，所

   
  教

 育
 考

 试
 指

 南

（
ID

：
lo

ng
ka

o1
17

7）

   
  教

 育
 考

 试
 指

 南

（
ID

：
lo

ng
ka

o1
17

7）

教育考试指南（ID：longkao1177） 教育信息发布平台

试卷答案本微信公众号查看，持续更新中... 考生和家长身边的教育专家

https://www.thn21.com/teach/15330.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AE%9A


语文试题-- 5 --(共 5 页)

以叫作五更、五鼓，或称五夜。如《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
B．五岳，五大名山的总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北岳衡山、南岳恒山。如《梦游
天母吟留别》：“势拔五岳掩赤城。”
C．小相，诸侯祭祀或会盟、朝见天子时，替国君主持赞礼和司仪的官。相分卿、大夫、士三个等
级，小相指最低的士这一级。
D．骖，古代战车由四马驾驭，中间两匹马驾辕叫“服”，辕外两匹马助力叫“骖”。一说服左边的
马叫“骖”，服右边的马叫“騑”。
26. 哈市某中学准备在本市报刊上刊登一则邀请函，其中在表达上有四处不妥当，请指出并改正。

（4 分）

邀请函
本校第六届艺术节将于 2020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5日隆重举行。我们向本市教育系统的各位

领导和教师们，以及一贯鼎力支持我们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发出诚挚邀请。
艺术节期间，您会看到师生们优美的舞蹈，聆听师生们精彩的演唱。我们也希望您能登台表

演，一展才艺，同时也希望您能对我们学校的发展提出美芹之献。
2020年 5月 11日

哈尔滨市第××中学校

27. 阅读下列文段，按要求完成题目。（4 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在一些地区，当地工作人员挂上了防疫宣传语横
幅，以接地气的形式呼吁居民们做好防疫工作。

“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省小钱不戴口罩，花大钱卧床治病”“今天沾一口野味，
明天去地府相会”“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出来聚会的是无耻之辈，一起打麻
将的是亡命之徒”“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老实在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
撵”……

（1）你是否赞同这些标语，说说理由。（2 分）

（2）请拟写一条疫情防控的标语。（2分）

四、写作（60 分）

28.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东方神童”魏永康，2岁就掌握1000多个汉字，4岁就已经自学完成了初中课程，8岁魏永
康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13岁他已经是湘潭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了，17岁他以总分第二名的
绝对好成绩考入中科大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正当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结果却因到北京读书
后，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后来被中科院劝退回家。

不久前，网上有个热帖，说一对90后小夫妻结婚三年厨房只用过一次，最终离婚散场，你嫌
我不会做饭，我嫌你连个灯泡都不会换；你不理家务，我沉迷游戏，最后一拍两散。

这两则材料引发你怎样的思考？请写一篇评论文章，表明你的态度，阐发你的看法。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不少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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