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义区2017届⾼三第⼆次统练

语⽂试题

本试卷共28道⼩题，共150分。考试时长150分钟。答案请务必写在答题卡的相应位

置；作⽂请务必写在作⽂纸上。

⼀、本⼤题共9⼩题，共31分。

阅读下⾯材料，完成1—9题。

【材料⼀】

所谓酒令，按新版《辞海》的说法：“酒令，旧时饮酒时助兴取乐的游戏。推⼀⼈为令

官，余以听令轮流说诗词，或做其它游戏，违令或负者罚饮。”据考证，酒令之始可以上溯

到周朝初年，鉴于商朝统治者溺酒亡国的教训，由周公以王命发布《酒诰》禁酒。“群饮，

汝⽆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起初本意是为了禁⽌酗酒⽽设酒令官。在《诗·⼩雅•

宾之初筵》第五章中有“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之监，或佐之史”的句⼦，这⾥的

“监”“史”即令官，是为限制宴会上饮酒过度⽽设的执法官，对饮酒失仪妄⾔者要予以惩

罚。⽽后世所说的酒令与其本意恰恰相反，是劝⼈多饮酒的⼀种⾏乐⼿段、游艺活动。从

形式上看，酒令有多种多样，诗词曲⽂类（如作诗令、说诗令、回环令等）；游戏类有拇

战（或⽈猜拳、划拳等）、猜枚、⽛牌令、射覆、投壶、击⿎传花、占花名⼉、拆字、联

句等。从内容上看，酒令有俗令和雅令、通令和筹令之分。

中国的酒令⽂化是⼀种特别、独有的酒俗。“酒令”⼆字出现在历史资料⽂献中最早见

于《后汉书·贾逵传》：“逵作酒令，学者宗之。”但在当时并没有⼴泛流⾏。《梁书·王规

传》说：“湘东王时为京尹，与朝⼠宴集，属规为酒令。规从容对⽈：‘⾃江左以来，未有

此举。’”可见，南北朝时期，酒令并不风⾏。它的流⾏⼤概始于唐⽞宗发明的击⿎催花，

从此就⾃上⽽下传播于民间。唐代的酒令有许多种类，据唐⼈皇甫松《醉乡⽇⽉》记载，

已有骰⼦令、旗幡令、上酒令、⼿势令、⼩酒令、杂法等多种，唐⼈的诗歌也多有反映，

如⽩居易的“筹插红螺碗，斛飞⽩⽟卮。碧筹攒彩碗，红袖拂骰盘”，刘禹锡的“杯停新令

举，诗动彩笺忙”等等。同时，⼀系列的⾏令、酒约也制定出来。《醉乡⽇⽉》的⽬录⾥便

有“饮论”“为宾”“律录事”“觥录事”“选徒”“令误”“逃席”等各项内容。宋代的情况与唐代差不

多，只是更加丰富。⾄于明清两代酒令则发展到了⾼峰，举凡世间事物，⼈物、花⽊、⾍

禽，曲牌、词牌、诗⽂、戏曲、⼩说、中药、丹令、⼋卦等等，⽆不⼊令。（取材于姜南

《浅析〈红楼梦〉中的酒令》）

1.根据材料⼀，下列对“酒令”的理解，错误的⼀项是（3分）    
• •

A.据《酒诰》⽂字，对酗酒者可以处以极刑。

B.最初的“酒令”是劝⼈多饮酒的⾏乐⼿段。

C.据⽂献记载，东汉⾄南北朝酒令尚未流⾏。

D.明清两代，酒令内容丰富，⼏乎⽆不⼊令。

2.下列内容没有在“材料⼀”中体现的是（3分）
• •

A.酒令的定义      B.酒令的起源      C.酒令的种类      D.酒令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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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中国古代⽂⼈，喜欢在各种场合显⽰学问与才能，以⽰风雅博洽。唐代开始，雅令便

在⽂⼈学⼠的酒席间流⾏开了，当时即有“闲征雅令穷经史”说法。雅令的种类很多，如古

⽂贯串令、词牌令、拆字令、四书令、飞花令等。以下略举⼀⼆。

“古⽂贯串令”⾏令的格式⼤致如下：先说⼀句古⽂，接旧诗⼀句，再以⼀个⾻牌（即

“⽛牌”“宣和牌”）名称和⼀⽀曲牌名称衔接，末以历书⼀句殿底。这么⼀个长句，共同组

成“酒⾯”，长句之间要上下照应，彼此关联，最后说出“酒底”。“酒底”多为酒席间现成的

花果名，再续古诗⼀句，诗句须有花果名相联。《红楼梦》六⼗⼆回宝⽟做⽣⽇，酒席间

湘云和宝⽟划拳，湘云赢了宝⽟，要宝⽟⾏⼀个“古⽂贯串令”，宝⽟⼀时说不出，黛⽟便

道：“你多喝⼀钟，我替你说。”宝⽟真个喝了酒，听黛⽟说道：“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

天过雁哀，却是⼀枝折脚雁，叫得⼈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说得⼤家笑了。众⼈说：

“这⼀串⼦倒有些意思。”黛⽟又拈了⼀个榛瓤，说酒底道：“榛⼦⾮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

⾐声。”

“四书令”是⽤“四书”中的句⼦组合⽽成的酒令，这种酒令在明清时期特别流⾏。⾏令

时具体要求又各有不同。《重论⽂斋笔录》记载了清朝嘉庆年间⼀则“四书令”，很有特

⾊。这种酒令要求选⽤“四书”中的两个句⼦，上⼀句的末字和下⼀句的⾸字须合成⼀个药

名，否则便要罚酒。其佳构有：道不远⼈，参也鲁（⼈参）；诸侯之宝三，七⾥之郭（三

七）；臧武仲以防，风乎舞雩（防风）；不知为不知，母命之（知母）；殷鉴不远，志于

道（远志）；颜路请⼦之车，前⽇于齐（车前）；事亲为⼤，黄⾐狐裘（⼤黄）；长⼀⾝

有半，夏⽇则饮⽔（半夏）；与其弟⾟，夷⼦思以易天下（⾟夷）等等。

可见，不熟悉经书的⽂⼈是⽆法参与这种“四书令”的。明清两朝科举制⼋股取⼠，当

时的⽂⼈要参加科举考试就要死背经书，“四书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流⾏开来的。除了“四

书令”，其它雅令也都具有⼀定的难度。

                                                   （取材于史双元《说酒令》）

3.根据材料⼀、⼆，下列酒令不属于“雅令”的⼀项是（2分）    
• • •

A.骰⼦令        B.古⽂贯串令       C.拆字令       D.四书令

4.对材料⼆“《红楼梦》酒令”⼀节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项是（3分）    
• • •

A.黛⽟所说的“酒⾯”，⾸句出⾃王勃《滕王阁序》。

B.“酒底”为席间⼲果榛⼦，“榛”与“砧”谐⾳。

C.贾宝⽟因饮酒过量，故⽆法完成湘云规定的酒令。

D.黛⽟的酒令不仅包含视觉的景象，还有听觉因素。

5.对材料⼀、⼆涉及的⽂学常识，表述有误的⼀项是（3分）
• •

A.《⼩雅》是《诗经》中“⼆雅”之⼀。“雅”即正，指朝廷正乐。

B.⽩居易是唐代“古⽂运动”倡导者，代表作有长诗《长恨歌》。

C.刘禹锡《陋室铭》运⽤托物⾔志的⼿法，表现了⾼尚的追求。

D.“四书”即《论语》《孟⼦》《⼤学》《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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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飞花令”是雅令中的⼀种，最基本的飞花令诗句中必须含有“花”字，且对“花”字出现的位

置有严格的要求。这些诗可⾃作，也可背诵前⼈成句。⾏令者先后相续，作不出、背不出

或作错、背错时，由酒令官命其喝酒。请根据你的背诵，完成下⾯的“飞花令”。（诗句可

以少于7个字；任选三句作答；6分）

①花□□□□□□；②□花□□□□□；③□□花□□□□；④□□□花□□□；

⑤□□□□花□□；⑥千树万树梨花开；⑦□□□□□□花；

【材料三】

唐宋时期，最具时代特⾊的助饮⽅式是⾏酒令助饮。⾏酒令助饮多在巡（⾏）酒之后

进⾏，它极⼤地调动了当时⼈们的饮酒情趣，唐宋酒令艺术的繁荣对唐宋饮酒之风的盛⾏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唐代，酒令开始作为⼀个专有名称，特指酒筵上那些决定饮者胜

负的活动⽅式。酒令在唐代形成后，很快就成为⼈们宴饮助兴的主要娱乐形式，从⽂⼈到

百姓⽆不选择适应其活动的酒令来佐饮。唐代的酒令名⽬繁多，但现在⼈们能够知道的⼤

约只有20多种。⼤多数唐代酒令⾄宋代时就已经失传了。宋⼈多不解唐代酒令这⼀现象，

说明唐宋两代的酒令有很⼤的变化。唐宋两代的酒令及⼈们⾏令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

点：

⾸先，唐代酒令以器具令居多，宋代酒令以⽂字令居多。唐代的器具令众多，如头盘

（亦称投盘、骰盘）令、筹令等，这些酒令需要借助骰盘、筹箸等器具⽅能⾏令。与唐代

器具令居多不同，留传下来的宋代酒令多是⽂字令。宋代⽂字令的盛⾏与宋代⽂⼈群体的

迅速壮⼤密切相关。由于宋代统治者采⽤重⽂轻武的政策，加⼤科举取⼠的⼒度，⼤⼤刺

激了宋代⽂化的发展，使宋代的⽂⼈群体⽇益扩⼤，整个社会的⽂化⽔平有了较⼤的提⾼，

⼈们进⾏⽂字游戏的技巧也⽐较娴熟。酒酣⽿热之际，宋⼈为后世留下了不少⾼⽔平的⽂

字令。

其次，唐⼈⾏令强调胜负，宋⼈⾏令注重参与。唐⼈尚武任侠，争强好胜，⾏酒令时

也往往强调胜负，负者要罚酒。唐⼈最喜欢在酒席上罚别⼈喝酒，有时看着对⽅醉倒⽽⼤

乐不已。受此风影响，⼈们千⽅百计去寻找罚酒的理由，以致于你惩我罚，毫⽆休⽌。为

公平处理因酒令⽽引起的纷争和更好地维持酒场秩序，唐⼈聚饮时常设酒纠（亦称席纠、

觥使）。与唐代相⽐，宋⼈⾏令更注重参与，不太计较胜负。由于宋⼈⾏令不太强调胜负，

酒席之上的纷争也⼤为减少，所以宋代酒纠的设置也不如唐代那么普遍。

最后，唐⼈⾏令⽐较豪爽，宋⼈⾏令⽐较⽂雅。唐⼈⾏令之所以⽐较豪爽，除了唐⼈

普遍开放豁达之外，与唐代的酒令形式也不⽆关系。由于唐代的器具令居多，⾏令时，⼈

们的注意⼒随着骰盘、⾹球等器具的运动⽽转移，往往⾯⽬紧张情绪激动。除器具令之外，

唐代酒宴上还流⾏各种动作令。与此相反，由于宋代的酒令多为⽂字令，需要的是⼜齿清

晰地吐字讲谈，⽽不是如狂似颠地⼤呼⼩叫，加之宋⼈⾏令不太强调胜负，酒席之上的纷

争也⼤为减少，因此宋⼈⾏令就显得⽐较谦和、随意和⽂雅。（取材于刘朴兵《从酒宴习

俗看唐宋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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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材料三，下列说法或推断不正确的⼀项是（3分）    
• • •

A.唐宋时期酒令是⼈们宴饮助兴的主要娱乐形式。

B.宋代整体⽂化⽔平的提⾼也提⾼了酒令的⽔平。

C.宋⼈⾏令更注重参与，因此⾏错酒令不必罚酒。

D.唐⼈⾏令的豪爽与当时的风⽓及酒令形式相关。

8.下列诗句所描绘的内容，没有表现唐⼈⾏令场⾯的⼀项是（3分）    
• •

A.叫噪掷投盘，⽣狞摄觥使。（元稹《元和五年》）

B.翻醉衫袖抛⼩令，笑掷骰盘呼⼤采。（⽩居易《就花枝》）

C.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李商隐《⽆题》）

D.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

9.请结合上⾯三则材料，简要说明我国古代酒令的发展情况。（5分）

⼆、本⼤题共8⼩题，共25分。

阅读下⾯⽂⾔⽂完成10—17题

⼈⽣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巧则致精器⽤，伎艺则

沉思法术，武夫则惯习⼸马，⽂⼠则讲议经书。今多见⼠⼤夫耻涉农商，羞务⼯伎，射则

不能穿札①，笔则才记姓名，饱⾷醉酒，忽忽⽆事，以此销⽇，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余绪，

得⼀阶半级，便⾃为⾜，全忘修学。议论得失，蒙然张⼜，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

诗，塞默低头。有识旁观，代其⼊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弟，多⽆学术，莫不熏⾐剃⾯，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齿

履，从容出⼊，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雇⼈答策，三九②公宴，则假⼿赋诗，当此之时，

亦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铨衡选举，⾮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

求诸⾝⽽⽆所得，施之世⽽⽆所⽤，⿅独③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此之时，诚驽材

也。有学艺者，触地⽽安。以此观之，安可不⾃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

⼈也。

有客难主⼈⽈：“吾见学备古今，才兼⽂武，⾝⽆禄位，妻⼦饥寒者，不可胜数，安⾜

贵学乎？”主⼈对⽈：“夫命之穷达，犹⾦⽟⽊⽯也；修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之磨

莹，⾃美于矿璞；⽊⽯之段块，⾃丑于雕刻。安可⾔⽊⽯之雕刻，乃胜⾦⽟之矿璞哉？不

得以有学之贫贱，⽐于⽆学之富贵也。且负甲为兵，咋笔为吏，⾝死名灭者如⽜⽑，特⽴

杰出者如芝草，岂得同年⽽语矣。且又闻之：⽣⽽知之者上，学⽽知之者次。所以学者，

欲其多知明达⽿。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得管仲、⼦产

之教，虽未读书，吾亦谓之学矣。今⼦即不能然，不师古之踪迹，犹蒙被⽽卧⽿。”

⼈⽣⼩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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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殿赋》，⾄于今⽇，⼗年⼀理，犹不遗忘；⼆⼗之外，所诵经书，⼀⽉废置，便⾄荒芜

矣。（取材于颜之推《颜⽒家训·勉学》）

【注释】①札：铠甲上⽤⽪⾰或⾦属制成的叶⽚。②三九：即三公九卿，执掌中央政权的

⾼级官员。③⿅独：颠沛流离的样⼦。

10.下列句中加点词语解释有误的⼀项是（3分）
• •

A.或因家世余绪     余绪：前代遗留下来的
• •

B.则假⼿赋诗       假：虚假
•

C.⾮复曩者之亲     曩：从前
•

D.⾃美于矿璞       矿璞：未经磨莹的⾦⽟
• •

11.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法，相同的⼀项是（3分）

A.以此销⽇                长成以后            
• •

B.明经求第，则雇⼈答策    为将则与孙武、吴起同术
• •

C.求诸⾝⽽⽆所得          ⽣⽽知之者上     
• •

D.施之世⽽⽆所⽤          不师古之踪迹
• •

12.对下列句⼦的理解，不正确的⼀项是（3分）
• • •

A.笔则才记姓名      提笔也就能写写姓名 

B.塞默低头          闭⼜不语，低着头（以掩饰窘迫）

C.特⽴杰出者如芝草  特异、杰出的⼈像芝草⼀样（稀少） 

D.犹蒙被⽽卧⽿      犹如蒙着被⼦睡觉⼀样（舒服） 

13.以下各组语句，全都属于不学⽆术者丑态的⼀组是（3分）

①讲议经书  ②射则不能穿札    ③蒙然张⼜，如坐云雾 ④傅粉施朱

⑤望若神仙  ⑥触地⽽安

A.②③④        B.①⑤⑥       C.①④⑥     D.③④⑥

14.下列对⽂章内容的理解和概括，不恰当的⼀项是（3分）
• • •

A.作者强调⼈要有所专本，以此⽴⾜。

B.⼠农⼯商，没有⾼低，应平等相待。

C.饱⾷终⽇，安于享受，必遭⼈耻笑。

D.作者认为孙武、管仲等⼈属于天才。

15.本⽂末段作者的学习经历引发了你哪些共鸣和思考？请作简要说明。（5分）

16.⽂中以⾦⽟、⽊⽯为喻，论述后天学习的重要，荀⼦《劝学》中也有以⾦、⽊为喻强调

学习重要的句⼦，请写出该句。（3分）

     故                ，             ，                     ，则知明⽽⾏⽆过矣。

17.⽤“/”为下⾯⼀段⽂⾔⽂画线部分断句。（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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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训事母尽孝，每 饮 ⾷ 亲 友 家 遇 时 新 品 味母 未 尝 必 托 以 疾 忌 不 下 ⼀ 箸。

翌旦，必⼊城市，买以奉母。或远⽅难得之物，可怀者必怀归，母⼼乐之，⾄⽼不衰。

（取材于明陆容《菽园杂记》） 

三、本⼤题共3⼩题，共11分。

阅读下⾯这⾸宋词，完成18—20题。

⽔调歌头·游览     黄庭坚

 瑶草①⼀何碧，春⼊武陵溪。溪上桃花⽆数，枝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云

深处，浩⽓展虹霓。只恐花深⾥，红露湿⼈⾐。   坐⽩⽯，倚⽟枕，拂⾦徽②。谪仙何

处，⽆⼈伴我⽩螺杯③。我为④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⑤亦何为？醉舞下⼭去，

明⽉逐⼈归。

【注释】①瑶草：仙草。②⾦徽：⾦饰的琴徽。这⾥指琴。③⽩螺杯：⽤⽩⾊螺壳雕制的

酒杯。④为（wéi）：愿作。⑤长啸：长叹。

18.下列对作品的理解，不正确的⼀项是（3分）
• • •

A.采⽤感叹句起⾸，以芳草如碧带出春⾊，激发读者兴味，引⼈⼊胜。

B.“溪上”“桃花”等词，与⾸句中“武陵”应和，也带出了作者的感情。

C.“谪仙何处”句，清楚地表明作者渴望使⽤李⽩的“⽩螺杯”来饮酒。

D.“我为”句，采⽤对⽐，显⽰出作者的清⾼和对谄媚者的不屑与轻蔑。

19.下列与“明⽉逐⼈归”⼀句所⽤修辞⼿法相同并可成为对联的⼀句是（2分）

A.新晴原野旷            B.⽩云随鹤舞

C.冰壶含雪魄            D.⼀天秋似⽔

20.这⾸词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样，都间接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请结合具体语句，

简要说明它们是如何表现的。（6分）

四、本⼤题共6⼩题，共23分。

阅读下⾯的作品，完成21—26题。

                            笔  墨  祭

                              余秋⾬ 

世上⼀切精神⽂化都需要⼀种物态载体。“五四”新⽂化运动就遇到过⼀场载体的转

换，即以⽩话⽂代替⽂⾔⽂；这场转换还有⼀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化”代

替“⽑笔⽂化”。“五四”⽃⼠们⾃⼰使⽤的是⽑笔，但他们是⽤⽑笔呼唤着钢笔⽂化。⽑笔

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化，是因为它们各⾃都牵连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个完整世界的⽑笔⽂化，现在已经⽆可挽回地消逝了。

有位朋友对我说，和古代相⽐，现在的书法越来越差，当代书法家没有⼀个能⽐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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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法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

代⼀些书法⾼⼿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书法家⼀⽐⾼低。但是，⼀个⽆法⽐拟的先决条件是，

古代书法是以⼀种极其⼴阔的社会需要为背景的，因⽽产⽣得特别⾃然、随顺、诚恳；⽽

当代书法终究是⼀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由此我想到了古诗的创作。“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以与古⼈⽐肩的⼤有⼈在，

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诗⼈⾃⼰可以写得⾮常得⼼应

⼿（如柳亚⼦、郁达夫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久⽽久之，

敏感的诗⼈也会因寂寞⽽陷⼊某种不⾃然。他们的艺术⼈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

⽽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遇到的，⾸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的⼏个传本法帖，⼤多是⽣活便条。只是为了⼀件

琐事，提笔信⼿涂了⼏句，完全不是为了让⼈珍藏和悬挂。今天看来，⽤这样美妙绝伦的

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在他们却是再⾃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或许眼睛⼀

亮，却也并不惊奇。于是，⼀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数相类似的⽂⼈们在内的整

体⽂化⼈格⽓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遗。在这⾥，艺术的⽣活化和⽣活的艺术化

相溶相依，⼀⽀⽑笔并不意味着⼀种特殊的职业和⼿艺，⽽是装点了整体⽣活的美的精灵。

我相信，后代惟妙惟肖地习摹⼆王的⼈，他们所追求的⽬标即在此处。当然，在我看来，

谁都很难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观园中筑⼀个稻⾹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时装

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舒⼼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

⼈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笔⽂化⿍盛的古代，

⽂⼈们的⾐衫步履、谈吐⾏⽌、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命⾏

为，整个⼉散发着墨⾹。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氛和⼈⽂趋向。我听过当

代⼏位⼤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板上的汉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们对他

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优雅流丽的粉笔⾏书，反⽽会使⼈们惊

讶，甚⾄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物⽤⽑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度

看也⼤多功⼒不济，但不会因此⽽受到⼈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

为这⾥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化信号系统和⽣命信号系统。　

古代⽂⼈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的⽣命形象，就像现代西⽅⼥⼦终⾝不懈地

进⾏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劳。　

由此，⼀系列现代⼈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传说有⼈磨墨写字，⽇复⼀⽇，把

贮在屋檐下的⼏缸⽔都磨⼲了；有⼈写毕洗砚，把⼀个池塘的⽔都洗⿊了；有⼈边⾛路边

在⾐衫上⽤⼿指划字，把⾐衫都划破了……最令⼈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

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簏⼦，这种簏⼦每只可容⼀百多⽄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加

在⼀起，也总该有⼀⼆百⽄吧。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坏的笔堆成了⼀座⼩丘，他索性

挖了⼀个坑来掩埋，起名⽈“笔冢”。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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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这种记载，即便打下⼏成折扣，仍然是⼗分

惊⼈的。如果仅仅为了职业化的写字谋⽣，完全犯不着如此。

“古墨轻磨满⼏⾹，砚池新浴灿⽣光”。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种⽣命状态的喜

悦。“⾮⼈磨墨墨磨⼈”。是啊，磨来磨去，磨出了⼀个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

在这么⼀种整体⽓氛下，⼈们也就习惯于从书法来透视各种⽂化⼈格。颜真卿书法的

厚重庄严，历来让⼈联想到他在⼈⽣道路上的同样品格。李后主理所当然地不喜欢颜字，

说“真卿得右军之筋⽽失之粗鲁”，“有指法⽽⽆佳处，正如叉⼿并脚⽥舍汉”。初次读到这

位风流皇帝对颜真卿的这⼀评价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从他那种“⼀江春⽔向东流”的⽂化

视⾓看去，说颜字像“叉⼿并脚⽥舍汉”是⾮常贴切的。这是⼀个⼈格化的⽐喻，⽐喻两端

连着两种对峙的⼈格系统，往返观看煞是有趣。（取材于作者同题散⽂）

21.下列对⽂章的理解，不符合⽂意的⼀项是（3分）
• • •

A.“五四”新⽂化运动的⽃⼠们是以旧的⽂化载体呼唤⼀种全新的⽂化。

B.有的⼈评价当代书法家的书法创作，颇带有点⼉“九⽄⽼太”的眼光。

C.艺术家的艺术⼈格受到社会接纳程度的影响，更受到技能技术的制约。

D.智永等书家下苦功练习书法，在作者看来，是在磨练⾃⼰的⽣命形象。

22.对下列⽂中词语的理解，不正确的⼀项是（2分）
• • •

A.信⼿：随⼿，特别娴熟。与⽩居易《琵琶⾏》“低眉信⼿续续弹”句中的意思相同。

B.惟妙惟肖：字模仿得逼真。肖，读xiào。

C.风流：风韵、仪态。与《红楼梦》写林黛⽟“却有⼀段⾃然的风流态度”意思相同。

D.对峙：成对⽽⽴，并不⽭盾。“峙”，读chì。

23.联系上下⽂，解释⽂章第⑤段画线部分的具体含义。（4分）

①眼睛⼀亮

②并不惊奇

24.某著名科学家写字太差，受到⽹民⾮议。请依据本⽂观点，写出你的见解。（4分）

25.⽂章第⑨段举智永、怀素的事例后，作者说他们不是为职业化的谋⽣，那么他们苦练书

法的⽬的是什么？联系全⽂回答（5分）

26.⽂中多处运⽤对⽐⼿法来阐明⾃⼰的观点，请选择⼀处，对表达效果作简要分析。（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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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题共2⼩题；共60分。

27. 微写作（10分）

从下⾯三个题⽬中任选⼀题，按要求作答。

①“勤奋”“吃苦”“坚持”“忍耐”“顽强”是⾛向成功的共同要求。请你选择⼀点，给下⾯⼏

部⽂学名著中的⼀个⼈物写⼀段赠⾔，表达你对该⼈物的敬佩（⿎励或劝诫）之意。

⽂学名著：《红楼梦》《呐喊》《边城》《红岩》《平凡的世界》《⽼⼈与海》

要求：赠⾔要结合⼈物的经历或特点，不要泛泛⽽谈；150字左右。

②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会”播出，引起了同学们的热议：要不要背古诗词？怎样学

习古诗词？对这些问题，同学们意见不⼀，各执⼰见。请你写⼀则短⽂，投稿给校报，报

道⼤家的意见。要求：客观、全⾯，有概括性。字数150字左右。

③以“⾬”为题，写⼀段抒情⽂字（或诗歌），不超过150字。

28.作⽂（50分。任选⼀题。把题⽬抄或写在作⽂纸上）

①《笔墨祭》结尾说：“颜真卿书法的厚重庄严，历来让⼈联想到他在⼈⽣道路上的同

样品格。”这是认为“字如其⼈”；但也有⼈以秦桧为例，说秦桧的字很好，⼈却是遗臭万年

的奸⾂，由此得出“字未必如其⼈”的结论。对此，你怎么看？请以“字如其⼈论”或“字未必

如其⼈论”为题（⼆者选择其⼀），写⼀篇议论⽂。要求：可以就书法⽴论，也可以由书法

说开去；观点明确，论证合理，结构清晰。不少于700字。

②中国优秀传统⽂化，很多都表现为某种技艺，如⽂学（诗词歌赋、⼩说、戏曲）、

书法、绘画、剪纸、曲艺及建筑、园林……假如某天醒来，你居然就成了某⼀⽅⾯的专家

⾼⼿，你想成为哪⼀种⾼⼈，将会发⽣什么故事？……请展开想象，以“早晨醒来，我忽然

发现，⾃⼰成了⼀名……”为开头，写⼀篇记叙⽂，体现出你对传统⽂化、传统技艺的感受

或认识。要求：发挥想象，有细节，有描写。题⽬⾃拟。不少于7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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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2017届⾼高三第⼆二次统练
语⽂文试题答案

⼀、本⼤题共9⼩题，共31分。
1.B（3分）    2.D（3分）  3.A（2分）   4.C（3分）    5.B（3分） 
6.（诗句可以少于6个字；任选三句作答；6分） 
参考答案：①花重锦官城；②春花秋⽉何时了；迷花倚⽯忽已暝；杨花落尽⼦规啼；桃花
落，闲池阁；③春江花朝秋⽉夜；④枫叶荻花秋瑟瑟；满地黄花堆积；⑤间关莺语花底
滑；⑦隔江犹唱后庭花。 
7.C（3分）8.D（3分）     
9.（5分）参考答案：周初设酒令官，限制酗酒。东汉出现酒令，不流⾏，魏晋沿袭。唐代
开始流⾏，强调胜负，多雅令（器具令），并繁荣起来。宋代沿袭并改观，强调参与，多
⽂字令。明清两代达到⾼峰，多四书令。【评分标准】5点，每写出⼀点得1分。
⼆、本⼤题共7⼩题，共25分。 

10.B（3分）11.B（3分）12.D（3分）13.A（3分）14.B（3分）
15.（5分）答题⽰例：我赞同作者加强幼教的观点。⼩的时候要及时教育，不要等⼤了再
去施教，那就晚了。我⼩时候背了很多诗，⾄今还不忘，⽽现在事情多且繁杂，不能集中
注意⼒，记忆就差多了。所以，学习要趁早。【评分标准】有作者的观点且正确，2分。
能联系⾃⼰的实际，且与作者观点密切相关，2分。语⾔通顺，1分。 
16.（3分）⽊受绳则直  ⾦就砺则利  君⼦博学⽽⽇参省乎⼰  
17.（2分）每饮⾷亲友家/遇时新品味/母未尝/必托以疾忌/不下⼀箸。【评分标准】每断
对⼀处得1分；断错不得分。 
三、本⼤题共3⼩题，共11分。 
18. C（3分）19. B（2分） 
20.（6分）参考答案：桃花源是陶渊明⼼中的理想境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
髫并怡然⾃乐”“不知有汉⽆论魏晋”，显⽰出陶⽒对美好、平和、⾃然的理想社会的向
往；这⾸词中，作者写所游之地“溪上桃花⽆数，枝上有黄鹂”，那⾥可以⼀展浩⽓，可以
⾃由⾃在地“坐⽩⽯，倚⽟枕，拂⾦徽”。正是因为陶、黄所处的现实没有这样的境界，他
们才如此热爱并在作品⾥讴歌这样的境界。作者内⼼对现实的怨愤，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的
清⾼志趣，正是这样表现出来的。【评分标准】分别答出陶、黄作品的内容，并准确分析
其思想（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对现实的不满），各3分。意思对即可。 
四、本⼤题共6⼩题，共23分。 
21.C（3分）22.D（2分）
23.（4分）参考答案：①觉得⼆王的书法美妙绝伦。②⼆王的字写得这么好很正常。【评
分标准】每1点各2分。意思对即可。
24.（4分）参考答案：如今已经缺少了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氛和⼈⽂趋向，因此科学家
写字写得差，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不能⽤传统的观点来评价。【评分标准】引⽤作者观点，
2分，得出结论，1分。表述清晰流畅，1分。意思对即可。
25.（5分）参考答案：追求艺术的⽣活化和⽣活的艺术化，使书法成为点化整体⽣活的美
的精灵；修炼⾃⼰的⽣命形象；展现⽣命的喜悦。【评分标准】每⼀点各1分，语⾔通畅，
2分。
26.（5分）答案⽰例：作者把五四以后和古代的诗词创作作对⽐，说明社会整体⽂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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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创作的影响巨⼤，进⽽以此阐明书法艺术氛围对书法家创作的影响也是巨⼤的。【评
分标准】选取对象正确，1分；点明对⽐点，1分；准确分析对⽐的表达⽬的，2分。表述清
晰，1分。
五、本⼤题共2⼩题；共60分。
27. 微写作（10分）略
28.作⽂（50分。任选⼀题。把题⽬抄或写在作⽂纸上）略

⽂⾔⽂翻译参考：⼈⽣在世，应当有所专业，农民则商议耕稼，商⼈则讨论货财，⼯
匠则精造器⽤，懂技艺的⼈则考虑⽅法技术，武夫则练习骑马射箭，⽂⼠则研究议论经书。
然⽽常看到⼠⼤夫耻于涉⾜农商，羞於从事⼯技，射箭则不能穿铠甲，握笔则才记起姓名，
饱⾷醉酒，恍惚空虚，以此来打法⽇⼦，以此来终尽夭年。有的凭家世馀荫，弄到⼀官半
职，就⾃感满⾜，全忘学习，遇到婚丧⼤事，议论得失，就昏昏然张⼜结⾆，像坐在云雾
之中。公家或私⼈集会宴欢，谈古赋诗，又是沉默低头，只会打呵⽋神懒腰。有见识的⼈
在旁看到，真替他羞得⽆处容⾝。为什么不愿⽤⼏年时间勤学，以致⼀辈⼦长时间受愧辱
呢？
梁朝全盛时期，⼠族⼦弟，多数没有学问，没有⼈不讲究熏⾐剃⾯，涂脂抹粉，驾著

长檐车，踏著⾼齿屐，从容地出⼊，看上去真好似神仙⼀般，到明经义求取及第时，那就
雇⼈回答考试问题；要出席朝廷显贵的宴会，就请⼈帮助作⽂赋诗。在这种时候，也算得
上是个“才⼦佳⼠”。等到发⽣战乱流离后，朝廷变迁，执掌选拔⼈才的职位，不再是从前
的亲属，当道执政掌权，不再见当年的私党，求之⾃⾝⼀⽆所得，施之世事⼀⽆所⽤，外
边披上粗⿇短⾐，⽽内⾥没有真正本领，落拓兵马之间，辗转死亡沟壑之际，在这种时候，
真成了驽才。只有有学问才艺的⼈，才能随处可以安⾝。从这点来看，怎能不⾃勉呢？如
能经常保有⼏百卷的书，过上千年也不会成为⼩⼈。
有位客⼈追问我说：学贯古今，⽂武双全的⼈，却没有官禄爵位，妻⼦⼉⼥饥寒交迫，

类似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学习又怎么值得崇尚呢？”我回答说：“⼈的命运坎坷或者通达，
就好像⾦⽟⽊⽯；钻研学问，掌握本领，就好像琢磨与雕刻的⼿艺。琢磨过的⾦⽟之所以
光亮好看，是因为⾦⽟本⾝是美物；⼀截⽊头，⼀块⽯头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尚未经过雕
刻。但我们怎么能说雕刻过的⽊⽯胜过  尚未琢磨过的宝⽟呢？同样，我们不能将有学问的
贫贱之⼠与没有学问的富贵之⼈相⽐。况且，⾝怀武艺的⼈，也有去当⼩兵的；满腹诗书
的⼈，也有去当⼩  吏的，⾝死名灭的⼈多如⽜⽑，出类拔萃的⼈少如芝草。⼆者怎么能相
提并论呢？另外，我又听说：⼀⽣下来不学就会的⼈，是天才。只有天才才能出类拔萃，
当将领就暗合于孙⼦、吴起的兵法；执政者就同于管仲、⼦产的政治素养，像这样的⼈，
即使不读书，我也说他们已经读过了。你们现在既然不能达到这样的⽔平，如果不效仿古
⼈勤奋好学的榜样，就像盖著被⼦蒙头⼤睡，什么也不知道。”

⼈在幼⼩的时候，精神专注敏锐，长⼤成⼈以后，思想容易分散，因此，对孩⼦要及
早教育，不可错失良机。我七岁的时候，背诵《灵光殿赋》，直到今天，隔⼗年温习⼀
次，还没有遗忘。⼆⼗岁以后，所背诵的经书，搁置在那⾥⼀个⽉，便到了荒废的地步。

① 花重锦官城；②春花秋⽉何时了；迷花倚⽯忽已暝；杨花落尽⼦规啼；桃花
落，闲池阁；③春江花朝秋⽉夜；④枫叶荻花秋瑟瑟；满地黄花堆积；⑤间关莺语花
底滑；⑦隔江犹唱后庭花。

附录：飞花令——花
1.忽如⼀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2.燕⼦不归春事晚，⼀汀烟⾬杏花寒。（戴叔伦《苏溪亭》）
3.⼈闲桂花落，夜静春⼭空。（王维《鸟鸣涧》）
4.桃花潭⽔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赠汪伦》）
5.纵然⼀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边。（司空曙《江村即事》）
6.零落梅花过残腊，故园归去又新年。（李频《湖⼜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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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待到重阳⽇，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庄》）
8.四⽉南风⼤发黄，枣花未落荫桐长。（李颀《送陈章甫》）
9.⽵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10.梨花院落溶溶⽉，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寓意》）
11.五⽉临平⼭下路，藕花⽆数满汀洲。（道潜《临平道中》）
12.千⾥稻花应秀⾊，五更桐叶最佳⾳。（曾⼰《苏秀道中，⾃七⽉⼆⼗五⽇⼤⾬三

⽇，秋苗以苏喜⽽有作》）
13.接天莲叶⽆穷碧，映⽇荷花别样红。（杨万⾥《晓出净慈寺送林⼦⽅》）
14.⼩楼⼀夜听春⾬，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安春⾬初霁》）
15.梅花⽵⾥⽆⼈见，⼀夜吹⾹过⽯桥。（姜⽩⽯《除夜⾃⽯归湖苕溪》）
16.满地芦花和我⽼，归家燕⼦傍谁飞。（⽂天祥《⾦陵驿》）
17. 何须浅碧深红⾊，⾃是花中第⼀流(李清照<鹧鸪天.桂花>)。
18.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
19到重阳⽇,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庄》
20乱花渐欲迷⼈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居易《钱塘湖春⾏》
21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宋之问《有所思》）
22 23⾬中草⾊绿堪染，⽔上桃花红欲然（王维《辋川别业》）
24桃花⼀簇开⽆主，可爱深红映浅红（杜甫《江畔独步寻花》）
25短短桃花临⽔岸，轻轻柳絮点⼈⾐（杜甫《⼗⼆⽉⼀⽇》）
26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流（杜甫《绝句漫性》）
27草⾊青青柳⾊黄，桃花历乱李花⾹（贾⾄《春思⼆⾸》）
28城边流⽔桃花过，帘外春风杜若⾹（刘禹锡《寄朗州温右史曹长》）
29蕙兰有恨枝犹绿，桃李⽆⾔花⾃红（欧阳修《舞春风》）
30⼀番桃李花开尽，唯有青青草⾊齐（曾巩《城南》）
31帘卷西风，⼈⽐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
32⼀抹雕栏，喷清⾹桂花初绽(洪升<长⽣殿.惊变>)。
31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杜牧《杏园》）
32⽆风杨柳漫天絮，不⾬棠梨满地花（范成⼤《碧⽡》）
33唯有牡丹真国⾊，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
34有此倾城好颜⾊，天教晚发赛诸花（刘禹锡《思黯南墅赏牡丹》）
35⽵⾊溪下绿，荷花镜⾥⾹（李⽩《别储邕⾄剡中》）
36圆荷浮⼩叶，细麦落轻花（杜甫《为农》）
37岸苇新花⽩，⼭梨晚叶丹（郑喑《贬降⾄汝州⼴城驿》）
38柳⾊黄⾦嫩，梨花⽩雪⾹（李⽩《宫中⾏乐词⼋⾸》）
39梨花千树雪，杨叶万条烟（岑参《送杨⼦》）
40⽉胧胧，⼀树梨花细⾬中（陈克《⾖叶黄》）
41燕⼦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晏殊《破阵⼦》）
42⾼枝百⾆犹欺鸟，带叶梨花独送春（杜牧《残春独来南亭因寄张祜》）
43⽆风杨柳漫天絮，不⾬棠梨满地花（范成⼤《碧⽡》）
44⽟容寂寞泪栏杆，梨花⼀枝春带⾬（⽩居易《长恨歌》）
45梨花院落溶溶⽉，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寓意》）
46寂寂空庭春欲晓，梨花满地不开门（刘⽅平《春怨》）
47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刘禹锡)。
48江云漠漠桂花湿，梅⾬荔⼦然(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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