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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五区县 2018年高考一模考试

语文试卷

本试卷分为第 I卷和第Ⅱ卷两部分，总分 15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答题时，将第 I

卷选择题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将第 I卷的 11题和第Ⅱ卷答案用黑色墨水的钢笔或签字笔

填写在答题卡上，答在试卷上的无效。

第 I卷

注意事项：

1.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2.本试卷 12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6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

合题目要求的。

一、(12分，每小题 3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

A. 氛（fēn）围 剽（biāo）悍 三棱（lèng）镜 引吭（háng）高歌

B．皴（cūn）裂 龋（qǔ）齿 踮（diǎn）脚尖 风光霁（jì）月

C. 锃（zèng）亮 颤（zhàn）栗 卡（kǎ）脖子 隽（juàn）语箴言

D．脖颈（jǐng） 咀嚼（jué） 瞭（liào）望塔 削（xiāo）足适履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蛰居 祈祷 枉费心机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B.冗赘 告磐 悉听尊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C.砣螺 希冀 山川悠远 取之无尽，用之不竭

D.疏浚 狼藉 饮鸠止渴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3．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①当汤触及否尖时，略带苦混，含入口中，滋味______，“岩韵”这种大红袍茶的特征彻底彰

显出来。

②“二小姐乃是赦老爷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组政老爷出，名探春，四小第乃宁府珍爷之

胞妹，名惜春。”此贾府“四春”之三，性格迥异，命运_______。

③三里桥等社区举办家风“晒一晒”活动，目的就是宜扬好的家风，让_________的好做法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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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相传。

A．淳厚 个别 为人处事 B.醇厚 各别 为人处世

C. 醇厚 各别 待人处事 D.淳厚 个别 待人处世

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A．九河下梢、合流入海的地理特征，孕育了天津“河”“海”兼备的文化特质，杨柳青年画就

是天津民间艺术海纳百川，吸收融合的典范。

B．央视一号圆形演播大厅维续投入使用播出歌舞类节目，而语言类节日则在九号演播厅表

演，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春晚呈现出“双演播厅”切换直播。

C．为了避免房地产硬着陆，各级政府不仅纷纷以调整公积金、增加补贴、减少契税等新政

托市，就连住建部门也在为楼市“去库存”出谋划策。

D．“2014中国·天津国际微电影节”历时 3个月，受到社会广泛参与，参评作品数量多达 2157

部。

5．下列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人民军队这个刀把子关乎国家安全大局，要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才能维护国家安定

及人民安全。

B．人民群众最想知道的是当地公务员的“隐性福利”到底还有多少?这到底是纪检部门习焉不

察，还是某些部门有什么难言之隐?

C．天津静海经济开发区良好的区位、便徒的交通、优质的服务、以及便利的生活条件，为

中外客商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D．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转述文件时说“农业要强，农民要富，农村要

关，这是我们的任务”。

二、（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8题。

哲学视阈中的“羊文化”考论

邱晔

羊，作为地球最古老的动物种族之一，已经在世界上繁衍了数万年之久，由于羊的应力

超强，因而羊的分布区域极广，在世界辽阔的山川原野，都可寻觅到羊的家族。

在羊家族里，山羊和绵羊被生物学界视作羊科的主要族群，因为它们代表着截然不同的

两种“羊性”，全世界所有的山羊形态非常相似，基因差异亦很小，绵羊则不同，地方品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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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外形差异较大，但生活的习性却也大致相同，山羊喜攀登陡坡和悬崖，性情活泼，凶好

斗，胆量较大，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抗争本性。在全球众多的民族中最喜爱山羊的是希腊

人，他们的主神——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原型就是山羊，这种山羊精神正是西方文化精神的雏

形所在。“酒神的原始含义就是自然生殖与丰产”。绵羊习性是合群和温顺，胆小，喜群居。

绵羊的习性投射到人类生活中，慢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东方“羊文化”。

从哲学视角考证“生物羊”向“社会羊”的变迁，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轨迹：在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需要下，羊以其独有的特质，从影响人类生活开始，慢慢延伸到意识形态，羊的物质元

素逐渐注入文化元素，促成了“物质羊”向“文化羊”的转型。

有研究认为山羊早于绵羊而被人类驯化，可中国的先民在造“羊”字时却选取的是绵羊之

形，可见在人类早期，中国先民对绵羊就已经情有独钟，一般情况说羊时都是以绵羊为参照，

尤其是中国“羊文化”的深刻内涵里也更多攫取的是绵羊的生物特性，这一点在儒家文化中体

现得最为充分。如孔子就曾用羊的形象来比喻君子的形象。

从文字学和美学的视角解说“羊”与“美”，可以深刻地了解到“羊之美”。东汉许慎认为“美，

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后来逐步引申出“羊大为美”之说。“羊大为美”包

含两层含义，一是从字形上理解，即“羊”字和“大”字组成美，另一层则是“美”的本义，本源，

发端于美食和宗教，“羊大为美”思想的孕育和形成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反映出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文化心理。

与中国“羊大为美”的审美现不同，古希伯未文化有所不同，对绵羊(特别是羊羔) 崇拜至

极，尤其在基督教那里，耶稣替人类赎罪的“替罪羊”的牺牲精神发展出了苦难美学的传统，

古希题酒神祭仪则是拉图“灵感说”和亚里士多德悲“净化”理论的来源。古希腊最重要的艺水

形式——悲剧，则产生于酒神山羊歌队。

6．下列对“羊家族”的表述，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羊在世界上已繁衍了数万年之久，由于分布区域极广，因而适应力超强，在世界辽阔的

山川原野都可寻觅到羊的家族。

B．全世界所有的山羊形态和基因差异都很小，而绵羊则习性大致相同，外形差异较大。

C．山羊性情活泼，凶狠好斗，胆量较大；绵羊性情温顺，群居胆小。

D. 山羊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抗争本性，深受古希腊人的喜爱。

7．下列有关“羊文化”的表述，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希腊人把山羊作为其主神——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原型，山羊精神也正是西方文化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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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B．活泼、温顺、合群的绵羊习性投射到人类生活中，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东方羊文化

C．中国羊文化与“酒神”文化不同，其深刻内涵在儒家文化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更多攫取的

是绵羊的生物特性。

D．从字形上理解，“羊大为美”即“羊”字和“大”字组成美，是汉字文化在羊文化领域的体现。

8．下列对本文内容的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羊以其独有的特质对人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从物质元素延伸到意识形态，促成了“物

质羊”向“文化羊”的转型。

B．山羊早于绵羊被人类驯化，可中国的先民在造“羊”字时却选取的是绵羊之形，应是看中

了绵羊的“君子形象”。

C．绵羊在基教文化里由“替罪羊”的牺牲精神发展出了苦难美学，“羊大为美”的思想则反映

出东方人独特的审美文化心理。

D．孔子儒家文化、柏拉图“灵感说”和亚里上多德悲剧“净化”理论都与“羊文化”有看千丝万

缕、不容忽视的联系。

三.(12分)

完成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9-12题。

伯颜，一名师圣，字宗道，哈剌鲁氏，隶军籍蒙古万户府，世居开州濮阳县。是元代学

者。伯颜生三岁，常以指画地，或三或六，若为卦者。六岁，从里儒授《孝经》、《论语》，

即成诵。蚤丧父，其兄曲出，买经传等书以资之，日夜诵不辍。稍长，受业宋进士建安黄坦，

坦曰：“此子颖悟过人，非诸生可比。”因命以颜为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辞曰：“余

不能为尔师，群经有朱子说具在，归而求之可也。”伯颜自弱冠，即以斯文①为己任，其于

大经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乡之学者，来相质难，随问随辨，咸

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闻而从游者日益众。

至正四年，以隐士征至京师，授翰林待制，预修《金史》。既毕，辞归。已而复起为江

西廉访佥事，数月，以病免。及还，四方之来学者，至千余人。盖其为学专事讲解，而务真

知力践，不屑事举子词章，而必期措诸实用。士出其门，不问知其为伯颜氏学者。至于异端

之徒，亦往往弃其学而学焉。

十八年，河南贼蔓延河北，伯颜言于省臣，将结其乡民为什伍以自保，而贼兵大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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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乃渡漳北行，邦人从之者数十万家。至磁，与贼遇，贼知伯颜名士，生劫之以见贼将，诱

以富贵，伯颜骂不屈，引颈受刃，与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

既死，人或剖其腹，见其心数孔，曰：“古称圣人心有七窍，此非贤士乎！”乃纳心其腹

中，覆墙而掩之。有司上其事，赠奉议大夫、佥太常礼仪院事，谥文节。太常谥议曰：“以

城守论之，伯颜无城守之责而死，可与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风纪②论之，伯颜无在官之责而

死，可与西台御史张桓并驾。以平生有用之学，成临义不夺之节，乃古之所谓君子人者。”

时以为确论。伯颜平生，修辑《六经》，多所著述，皆毁于兵。

（选自《元史·伯颜传》）

【注】①斯文：指儒家学说。②风纪：风教纲纪。

9．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日夜诵不辍 辍：停止

B．既毕，辞归 辞：告辞

C．成临义不夺之节 夺：改变

D．皆毁于兵 兵：士兵

10．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常以指画地 私见张良，具告以事

B．因命以颜为氏 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C．伯颜无在官之责而死 宾主尽东南之美

D．乃古之所谓君子人者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11．以下各组句子中，全都表明伯颜学识渊博的一组是(3分)

①其于大经大法，粲然有睹 ②以隐土征至京师，授翰林待制

③士出其门，不问知其为伯颜氏学者 ④四方之来学者，至千余人

⑤邦人从之者数十万家 ⑥古称圣人心有七窍，此非贤士乎

A.①②③ B.④⑤⑥ C.①②④ D.③④⑥

12．下列对本文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伯颜出身于少数民族家庭，矢志向学，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浸染，且聪明颖悟，学习勤

奋，学业进步快，以至教他的名师硕儒都慨叹不能继续为他讲授。

B．伯颜弱冠就以传习儒学为已任，博学善思，独立思考，往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

独特的教学风格，以至于许多不法之徒弃暗投明，转而拜他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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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伯颜在贼寇蜂起局势大乱的情况下，向行省大臣献策，准备联众保民，在流亡途中被贼

寇俘获后，拒绝利诱，大义凛然，与妻儿一同取义成仁。

D．太常院的溢议认为，伯颜无守城之责却像地方官员履行使命，无在职官员的责任却因守

节而死，读圣贤书，成节义事，立身行事符合古代君子的标准。

第Ⅱ卷

四、(21分)

13．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乡之学者，来相质难，随问随辨，咸解其惑。（3分）

（2）盖其为学专事讲解，而务真知力践，不屑事举子词章。(3分)

（3）与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2分)

14．阅读下面这首宋诗，按要求作答。(8分)

春怀示邻里

陈师道

断墙着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

剩欲出门追语笑，却嫌归鬓逐尘沙。

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峰窠趁两衙①。

屡失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②未开花。

注释：①雷动：形容蜜峰鸣声；趁：追逐；两衙：蜜峰早晚聚集，有如官府排班一样参

见蜂王。②容有：或许有

(1) 诗中的哪些形象的描写照应了标题中的“春”字，请分别指出来。(2分)

(2)《春怀示邻里》这首诗抒发了诗人什么情怀?(3分)

(3)元代方回赞评说这首诗是“淡中藏美丽，虚处着工夫”，请简要分析。(3分)

15．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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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暧暧远人村，_____________________。(陶渊明《归园田居》)

(2)谨岸序之教，_____________________。(《孟子·寡人之于国也》)

(3) ____________，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蜀道难》)

(4)_____________，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

(5)金戈铁马，______________。(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

五、（21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6-20题。

大白菜

厉彦林

①对大多数人而言，在吃惯了大鱼大肉、生猛海鲜之后，最为怀念的，还是那些朴实的

家常菜。一棵大白菜，一个香芋头，抑或是家乡的一张煎饼，一块豆腐，淳朴，清淡，原汁

原味。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味蕾的享受/身体的康健，更是那不经意间勾起的儿时记忆，

是无论走到哪儿也忘不了的家的温暖。

②大白菜，平常的大白菜，叶片白嫩如玉脂，甜美香脆，素有“菜中之王”的美称，是中

国北方人冬季的主打蔬菜。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家里除了大白菜，几乎没有其他蔬菜可吃。

改革开放前，我的故乡沂蒙山区和全国一样，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

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吃大锅饭，大家伙不仅一块儿种粮食，而且一块

儿种蔬菜。生产队在水浇条件较好的地方，成片地种大白菜。立冬时节该收大白菜了，白菜

腰里都扎根稻草绳，菜叶菜帮紧紧地包裹着。山岭地，土层薄，又没有水浇条件，大白菜的

棵长不大，大都像个“干巴老头”，一棵棵可怜巴巴地蹲在菜地里，又像没穿暖的孩子哆哆嗦

嗦地蜷缩着身体。分白菜大都按人口，平均一口人几棵，放成堆，在上面压上写有户主姓名

的小纸条；有时把大白菜装进麻袋，扎好麻袋嘴，再用称钩钩着麻袋称。因为产量低，大多

数人家的白菜都不够吃，每次分完白菜，当社员们用手推车、抬筐或麻袋将各家的白菜运走，

还有孩子或大人在菜地里捡拾散落的菜帮子。

③每年立秋前各家各户忙着整理菜园地，施肥、翻地、耙地、调畦、扶沟。白菜种子下

地三四天，菜苗就密密麻麻地长出来了，每天傍晚或者清晨要溜一遍水。如果大晴天，清晨

就要摘来宽大的梧桐叶、蓖麻叶，一片一片盖到白菜苗上，防止阳光灼伤了娇嫩的菜苗。傍

晚将梧桐叶、麻籽叶一片片掀开，再给菜苗洒一遍水。一夜功夫菜苗就窜一大截。清晨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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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地，小菜苗挂着露珠儿，在晨曦里楚楚动人。带根线绳拉直了，给小白菜间苗。再浇上透

水，小白菜的身体就迅速发育。忙活完毕，大人们努力地直起腰杆，两手拍打着手上散发着

香味的泥土，脸上露出舒心的微笑，这一畦畦白菜将是一家人过冬的希望。间作下来的小白

菜特别鲜嫩，母亲从不舍得扔，把它连根洗净，做顿小白菜疙瘩汤；小白菜苗越间越大，后

来就可做菜豆腐吃。

④种大白菜这活儿，包括翻地，施肥，起垄，下种，间苗，浇水，深秋还要用稻草绳把

大白菜捆绑起来，让菜心儿握得更厚实，这每样活都挺有意思和味道。当年，我感觉最惬意、

最省心的是把水库的闸门拉开给成畦的大白菜浇水。大白菜喜水，三天两头就要浇，水在菜

沟里顶着枯叶滚滚向前冲去，一会儿就满垄了。菜越浇长得越快，叶阔墨绿，让人欣慰满足。

⑤立冬之后，气温随时可能骤降，甚至下起大雪，大白菜必须及时收获。经过秋霜一打，

大白菜菜叶肥厚，汁多而味甜，成为蔬菜中的佳品，故民间有“春韭秋菘”的说法。上个世纪

六七十年代，国人普遍生活艰苦。那时候“备战备荒”抓得紧，在我老家沂蒙山区，大白菜名

副其实地成了“备荒”菜。在机关工作的要凭票供应，每家每户更以紧迫感储存大白菜。伴随

季节的变换，送菜的拖拉机、地排车、卡车等各式车辆穿行于市区，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垛成

了堆的大白菜，各个单位也忙于搞福利、分白菜。大白菜上市，每斤价格一般控制在二分钱

左右，财政是要补贴的，以保证单位和市民的承受力、购买力。经常看见菜店门口排队买白

菜的人群。每人都拿着户口本或单位发的白菜票，大家眼巴巴地盯着柜台。

⑥保存大白菜不容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家家在自家菜地或者院子里挖个

土窖子，储藏的白菜、萝卜足足能吃一冬天，可从入冬吃到开春、白菜开花、萝卜生芽，再

也不怕大雪封门。城里人就难了。这大白菜也娇气。捂着盖着，不几天叶片上就生黑斑；太

冷，表层叶子很快就会蔫软了；太热，会粘、会烂。因而阳台、窗台和楼梯过道成了储放大

白菜的好地方，过几天就把白菜一棵棵轮番抱起来，上上下下打量一遍，把干叶子撕掉，再

小心翼翼地放下，大白菜真争气，直吃到春暖花开。

⑦俗语说：“百菜唯有白菜美”。大白菜含有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钙、磷等矿物

质以及大量粗纤维，用于炖、炒、熘、拌以及做馅、配菜都是上乘菜。白菜的吃法很多，或

炒、或烩、或熘、或炸、或炖、或煮、或焖、或煨、或泡、或腌、或渍、或凉拌，无不风味

独特，真可谓“白菜可做百样菜”。

⑧改革开放以后，各家种各家的菜了，无论种多少品种，大白菜是必定种的。如今，菜

市场里的蔬菜品种很丰富，辣椒、茄子、豆角、芹菜，还有以前闻所未闻的蔬菜，如空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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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菜头等，加上闯进北方菜市场的各种南方蔬菜、国外蔬菜，花样翻新，真吃不过来。大白

菜在如今这个食物极大丰富，物价飞涨的时代，没了显赫地位和高贵身价，但很多人对大白

菜却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感情。这种感情根深蒂因，流淌在漫长岁月的记忆之中，如影陪伴，

我闲暇陪妻子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或超市买菜，转悠几圈之后，最终拎回来的竞是一棵大白菜

或一捆小白菜。大白菜既能吃出简单淳朴，还能吃出清淡的乡土气息。

⑨大白菜物美价廉，营养丰富，可荤可素，可炒可拌，居家过日子谁也离不开它，尤其

是大白菜具有不卑不亢的性格，与什么烧在一起就是什么味，和便宜的粉条一锅煮，白菜礼

让三分，锋芒紧敛；和尊贵的虾仁放一起，虽沾了海鲜味，但本色不变，因守家常本色。

⑩平民情怀的大白菜，是地道的百姓菜，又宽又厚的叶片层层包裹着乡情与眷恋，就像

相知相守多年的老朋友，不管富有或是贫穷，无论天冷天热，始终不离不弃。炒一盘醋馏大

白菜，舒心且真切地品味生活清淡朴实、酸酸甜甜的滋味……

(选文有删改)

16．文中按照“收白第——分白菜——种白菜——存白菜”的顺序来写有什么好处?(4分)

17．请简要概括大白菜特质。(3分)

18．请赏析文中第②段画线的语句。(4分)

19．请联系生活实际，谈谈你对文章最后一段话的理解。(6分)

20．下列对本文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4分)

A．大白菜如同香字头、煎饼和豆腐，是“浮朴”、“清淡”、“原汁原味”的代名词。

B．文章对“分白菜”的描述暗写出当时人们生活的拮据以及大白菜的丰歉对村民生活的重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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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白菜不容易保存，所以一到冬天，城里人的生活就没有多下人过得滋润。

D．如今食物极大丰富，但很多人对大白菜依旧有割舍不掉的感情，因为人们能从白菜中吃

出简单淳朴的乡土气息。

E．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白菜的收、种、分、存，是为了让年轻一代了解白菜生长的艰辛过

程，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六、(12分)

21．《大白菜》这篇文章带给人们很多温暖的遐想，请选取你成长历程中的一棵“大白菜”

写一段抒情性文字，全少使用一种修辞手法，限 80-100字，(7分)

22、阅读下面文字，按要求作答。(5分)

根据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自 2015年 1月 11日起至 2015年 4月 10日止，天津外

环线(不含)以内将实行新一轮车辆尾号限行。新一轮的限行尾号为：星期一 2和 7 ，星期二

3和 8，星期三 4和 9，星期四 0和 5，星期五 1和 6 。

请对上述限行政策作简要点评，评价要中，语言要得体，不超过 50字.

七、(60分)

23．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60分)

一条山涧的两岸是悬崖峭壁，涧内水流湍急，打在岩石上冲起白花花的泡沫，发出震耳

欲聋的吼声。

四个旅客——一个盲人，一个聋子，两个正常人来到了这里，他们想要到对岸去。悬崖

之间只有一条铁索桥，四人别无他法，只能一个接一个抓住铁链慢慢爬过去。

盲人安全地过去了，聋于安全地过去了，还有一个正常人也安全地过去了，可另个正常

人却因在铁索中间腿发软，不敢前进，最终掉进了河里。难道正常人还不如盲人、聋子?

事后盲人说：“我看不见任何东西，不知道山洞的水什么样子，只是紧紧抓住铁链，平

常一样地走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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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子说：“我听不见水流的咆哮声，恐惧减少了很多，只注意不向下看，便安全地走了

过来。”

而那个过了河的正常人则说：“我过我的桥，悬崖峭壁，水流湍急与我有什么关系?

只注意踩稳抓牢就是了。”

要求：①自选角度，自拟标题②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文体特征鲜明③不少于 800字④

不得抄袭，不得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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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五区县 2015年高三质量调查试卷（一）

语文答案

一、（15分，每小题 3分）

1．B A剽(piāo)悍 三棱镜（léng） C卡脖子(qiǎ) D脖颈（gěng） 削足适履(xuē)

2．A B告罄 C陀螺 取之无禁 D饮鸩止渴

3．B 处世：在社会上活动，跟人往来相处。 处事：处理事务。 醇厚：（气味、滋味

等）纯正浓厚，亦可用于形容人的品质或风俗，此时同“淳厚”。 淳厚：只指人或风俗诚实

朴素，含义等同于“醇厚”的第二个义项。 个别：单个儿，各个；极少数，少有。各别：各

不相同，有分别；别致，新奇；特别（含贬义）。

4．A B成分残缺，缺宾语，句末加上“的格局”； C关联词位置不当，“不仅”应在“各级政

府”之前；D“受到”“参与”搭配不当

5．D A 刀把子应加上引号。B 第一个问号改成逗号。C 顿号与“以及”重复。

二、（9分，每小题 3分）

6.A 原文“由于羊的适应力超强，因而羊的分布区域极广”。

7.C A这种山羊精神正是西方文化精神的雏形所在。B“慢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东方羊文化”，

另外“性情活泼”是山羊的特性。D应该是“羊文化在汉字文化领域的体现”。

8.C “东方人”应为“中国人”

三、（12分，每小题 3分）

9. D兵：战争、战乱。

10. C.结构助词“的”A 介词，用/介词，把 B.副词，就/介词，经由 D.判断动词，是/副词，竟

11.C（①②④项全都表明伯颜学识渊博。③是说伯颜“为学务求真知力践，不屑事举子词章，

必期措诸实用”，从他的学生身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独特的风格；⑤是说在贼寇蜂起局势大

乱的情况下，乡里人信任伯颜，跟随他逃难的人很多；⑥是伯颜死后，有人剖开他的胸膛，

看到他的心脏有几个孔后的慨叹。）

12.B （“许多不法之徒弃暗投明，转而拜他为师”错，原文意思是异端学者，也往往抛弃他

们的学说而向伯颜学习。）

四、（21分）

1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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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里求学的人前来向他质疑问难，（1分）伯颜随其所问而加以辨析（1分），都一一解

除他们的疑惑。（1分）

（2）原来伯颜治学专门从事于讲解经义，（1分）并且务求真知致力实践，（1分）不屑于研

讨举子应试文章（1分）

（3）跟妻子儿女一起都死了，（1分）享年六十四岁。（1分）

14.（8分）

（1）蜗成字、燕作家、风翻蛛网、雷动蜂窠（对两处得 1分，全对得 2分）

（2）抒发了诗人在春光明媚的大好时节里不避尘沙，与邻里观花赏春的田园隐趣和闲适情

怀。（3分）

（3）①诗中所写景象，除燕子之外都是人们不大注意的小动物，但诗人把它们组织入诗，

反映了大环境中的小环境，不言春天的煦暖，万物的向荣，却自然使人由蜗牛而想到蛰居的

百虫都已经复苏；（1分）②由蛛网想到春暖，昆虫们到处飞集，由蜜蜂的繁忙想到百花都

已盛开。（1分）③以小见大，平常之物中深藏美景，以虚淡写浓实，于极细微处体现了极

热闹的春景。（1分）

15. 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5分）

（1）依依墟里烟（2）申之以孝悌之义（3）剑阁峥嵘而崔嵬

（4）后人哀之而不鉴之（5）气吞万里如虎

五、（21分）

16．（4分）

（1）先写收白菜和分白菜，突出人们丰收的喜悦，暗写出大白菜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2分）

（2）避免平铺直叙，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2分）

17．（3分）

（1）白嫩如玉，汁多味美；（2）营养丰富，淳朴娇气；

（3）固守本色，不卑不亢；（4）不论贫富，不离不弃。

（每点 1分，答出 3点即可）

18．（4分）

该句运用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1分）把大白菜比喻成“干巴老头”和“没穿暖的孩子”，（1

分）生动形象，亲切自然，（1分）写出了大白菜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和作者对它的爱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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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19．（6分）

（1）大白菜是平民情怀的代言人，寄托着乡情，传递着眷恋；（2分）

（2）大白菜淳朴厚道，贫而不谄，富而不骄，做人也当如此；（2分）

（3）我们的生活也应如大白菜般有很强的融合能力，真切地去品味生活的清淡与朴实。（2

分）

20．（4分）C E

六、（12分）

21．略（7分）

22．示例：限行为期三个月，政策制定更理性；（1分）区域为外环线以内，符合交通实际；

（2分）尾号十个数字均分到周一至周五，更加公平和人性化。（2分）

七、（60分）

23．参考 2014年天津高考作文评分标准。

附参考译文：

伯颜，又名师圣，字宗道，哈剌鲁氏，军籍隶属于蒙古万户府，世代居住在开州濮阳县。伯

颜三岁时，常常用手指在地上描画，或者是三，或者是六，仿佛是在卜卦。六岁时，伯颜跟

从乡里的儒师学习《孝经》《论语》，（一学）马上就能背诵。伯颜早年丧父，他的兄长叫曲

出，买经传等书籍来资助他，伯颜日夜诵读不停止。稍稍长大（后），伯颜跟随宋朝进士建

安人黄坦学习，黄坦说：“这孩子聪慧过人，不是诸生可以相比的。”于是命他以颜为氏，并

给他取了名和字。过了很久，黄坦告辞说：“我不能担任你的老师，各经都有朱子的解说，

你回家探求就可以了。”伯颜从二十岁起，就以儒学为己任，对于重要的经典法则，了然于

胸，而且心有所得，往往出于言词之外。乡里的学者，前来向他质疑问难，伯颜随其所问而

辨析，都解除了他们的疑惑。于是中原地区的学者，闻其名而追随他学习的日益众多。

至正四年，伯颜以隐逸之士的身份被征召到京师，授予翰林待制之职，参与修纂《金史》。

《金史》修成之后，伯颜告辞回乡。不久再次被起用任江西廉访佥事，任职数月，因病卸任。

等到伯颜回乡之后，各地前来求学的人，达一千多人。原来伯颜治学专门从事于讲解经义，

并且务求真知致力实践，不屑于研讨举子应试文章，而必求施之于实用。士子出于他的门下，

人们不必问就知道是伯颜的学生。以至于其他学派的学者，也往往抛弃他们的学说而向伯颜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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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八年，河南贼寇蔓延到河北，伯颜，准备组织家乡的百姓编成什伍进行自卫，但贼兵

已蜂拥而至，伯颜于是渡过漳河向北而行，跟随他的乡里人有数十万家。到达磁州时，与贼

寇遭遇，贼寇知道伯颜是知名学者，生擒他去见贼将，（并）用富贵引诱他，伯颜怒骂贼寇，

不屈服，从容就义，与妻儿一同死于贼手，享年六十四岁。

伯颜死后，有人剖开他的胸膛，看到他的心脏有几个孔，说：“古人说圣人的心有七窍，

这不就是贤士吗！”于是将他的心放进胸中，推倒土墙掩埋了他。有关部门将伯颜的事迹上

奏朝廷，朝廷追赠他为奉议大夫、太常礼仪院佥事，谥号文节。太常院的谥议说：“若以地

方官员而论，伯颜无守城的责任而死，可以与江州知州李黼一律看待；若以监察官员而论，

伯颜无在职官员的责任而死，可以与西台御史张桓并驾齐驱。伯颜用平生有用的学问，成就

了舍身取义的气节，真是古人所说的君子。”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对伯颜）精确的评论。伯

颜一生，整理《六经》，有很多著述，都毁于战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