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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题卷共 10 页，22 题。全卷满分 150 分，考试用时 150 分钟。 

一、现代文阅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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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

播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源自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一般来说，软实力是

一种隐形的力量，蕴含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四个载体中。在这四

个载体中，文化是核心，其他三个组成部分也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化的影子。甚至有人直

接把软实力解释成文化力。基于此，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

实力就是指“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构成软实力的文化要素。文化软实力的

形成必须依赖先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相应的时代和社

会，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它通过文化建设不

断增强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抵御国外一些敌对文化理念的侵袭，大大增强国内民众的凝

聚力。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元素和不断改造本国文化中落后的成分，使本国文化更加

适应当前形势，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更好地彰显本国文化的强劲生命力。在国际政治

舞台上，兼容并蓄、富有活力的本国文化必将为国外受众所认可，使本国所奉行的理念
得到传播，从而大大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国家价值追求、社会理念、宗教

信仰、道德规范，还包括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国民素质、文学艺术等，还与教育、科

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根本是人们对本国核心价值体系

的认同和接受。与传统手段相比，非强制手段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手段，而国家的综合

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表现形式。 

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重器不重道的现象。它表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建设上，就

是重视提升硬实力而不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提升硬实力是对的，文化软实力也一

定要以硬实力为基础。事实上，硬实力的提升会极大地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这并

不意味着硬实力提升之后，文化软实力就会自然提升。正确的态度是，硬实力与软实力

并重，寓软实力于硬实力之中，既见物又见精神。 

（摘编自舒刚《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其中文化是最核心的要素。 

B.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既可抵御敌对文化理念的侵袭，又可提升国家的影响力。 

C.提升国家软实力其实就是要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来改造本国文化中的落后成分。 

D.硬实力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基础，只要打好硬实力基础，就能有效提升软实力。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分别从概念、作用、产生以及与硬实力的关系四个方面来阐述文化软实力。 

B.文章深入论述了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价值，通过对二者的比较突出了软实力的价值。 

C.论述文化软实力在国内、国际的作用时，作者对其在国内所产生的作用论述较细。 

D.文章既从理论上阐释文化软实力，也针对现实中的错误认识指出如何提升软实力。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如果一个国家只知提升硬实力，从不重视软实力，那么它将很难有强大的凝聚力。 



B.如果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不能被认同和接受，就很难产生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C.一个国家即便有很强的文化软实力，但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也会渐渐丧失其优势。 

D.如果大量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元素，使本国文化具有多国文化要素，就会得到国际认可。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4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回家过年 

东方晓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田野一片银白。 

她伫立在村口，睁大双眼向远方瞭望。北风像无数只利爪，无情地撕扯着她的衣服。

鹅毛般大小的雪片，一个劲儿地往她的脖子里钻。她紧了紧棉衣外边黛青色的围腰，又

围了围那条深蓝色的头巾，继续瞭望。 

她在等待当兵的儿子回来。进腊月时，儿子就来信说打算回家过年，可究竟哪天回

他却说不准。今天是三十，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她相信儿子今天一定能回来。 

她已经成了雪人，但她并不愿拍去身上的积雪。身为农民，她懂得“瑞雪兆丰年”的

道理。可这会儿她又担心雪下得太大，会阻断道路。心里默默念道：儿子你在哪儿呀？
是在部队，还是在路上？这天气你还能回来吗？老天爷啊，给我儿子留下回家的路

吧…… 

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她就开始等啊，盼啊，盼着儿子早点回来。年根里事情多，

家家户户都忙着置备年货，她的老伴儿有病，她家自然比别人家忙。可即便这样，她还

是每天都到村口瞭望一会儿，一天不落。但直到现在，还是没看到儿子的身影。 

昨夜又下起了大雪。她知道，儿子今天要是再回不来，可能就不会回来了。是阻在

了路上，还是部队突然有了任务？先前，儿子写信告诉过她，军令如山倒，一旦有命令，

任何个人的事情都必须放下。但她依然满怀希望，在她看来，这么太平的世道怎么会有

什么重大事情呢？肯定是被阻在了路上，这该死的大雪！ 

今天吃过早饭，她把大年夜要吃的肉炖上，又吩咐女儿剁饺子馅儿，然后就冒着大

雪到村口去瞭望。 

雪不停地下，风使劲地吼。她的脚早已冻得麻木，不停地跺地驱寒。跺着跺着，脚

下成了一对儿冰砣窝子，但她决不挪开地方，她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等到儿子回来。 

“娘，回家吃饭吧！” 

她以为是儿子在唤她。回头一看，却是女儿。她才意识到已过了中午。 

吃过午饭，她又来到村口。洁白的雪路上，又留下她一串深深的脚印。而那脚印很

快就像先前的脚印一样，被大雪盖得无影无踪了。 

来到村口，搜寻到自己踏过的雪窝子。雪窝子已被大雪盖住，但还是留下了浅浅的

痕迹。她依然站在那对雪窝子上，生怕不能连续似的。她坚信站在老地方等，肯定能等

到儿子。 

两个小时过去了，她什么也没等到。 

又过了两个小时，她仍然什么也没等到！ 

天渐渐黑下来，家家户户挂起了红灯笼，鞭炮声也在四面八方响起。她才失望地对

来唤她回家吃饭的女儿喃喃地说，你哥今年可能回不来了。 

晚上，她还不死心。老伴儿和孩子们都睡了，她还坐在炕沿上，等着儿子回家。直
到凌晨，鞭炮声再次响起。她才自言自语地说：“看来真的回不来了！” 

然而大年初一的清晨，一家人正要开始吃饺子，一封信送到她的手里。是儿子写来

的！ 

爹，娘： 



儿不孝，让你们失望了。儿原本要回家过年，但临行前突然接到命令，我们驻地附

近发生特大雪灾，积雪超过 30 厘米，灾区牧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上级命令我们马上

赶往灾区救灾。时间紧急，不能多写，请爹娘安心过年，不要牵挂我。 

儿拜上 

1988 年 1 月 5 日 

随信寄上我新近照的照片，就先让它陪爹娘过年吧。 

她拿起照片认真端详：穿着厚厚棉军装的儿子戴着像雷锋那样的帽子，双手端着枪

笔直地站着，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脚下是厚厚的积雪，身后是碧蓝的天空和皑皑的

雪山。 

眼泪一下子就溢满她的眼眶…… 

他把儿子的照片装进相框，端正地放在桌子的一边，又在照片后面放上凳子，然后

含泪笑着说：“儿啊，过年了，吃饺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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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文的叙述看，母亲对儿子不能赶回家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这既表现了她的深明

大义，又为儿子因突然有任务不能回家做了铺垫。 

B.小说很注重通过细节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文中两次写到主人公执意要站在雪窝

子上等儿子，反映了她对儿子回家的真诚期盼。 

C.结尾处的“……含泪笑着说：‘儿啊，过年了，吃饺子吧！……’”，是母亲的一种自我宽

慰，也表现出不能与儿子团聚的痛苦与无奈。 

D.在读者都认为主人公因儿子不能回家只好在遗憾中过年的时候，却收到了儿子的信和
照片，这样的结尾既在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5.开头写大年三十母亲在大雪中等当兵的儿子回家的情节，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请结

合作品简要概括。（5 分） 

6.当兵的儿子过年时没能回家，但小说却以“回家过年”为题，你认为这样拟题有什么合

理性？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 题。 

材料一： 

绿色食品标准分为 AA 级和 A 级两个技术等级。AA 级绿色食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使

用化学合成的农药、肥料、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兽药及有害于环境和人体健康的

生产资料，通过使用有机肥、种植绿肥、作物轮作、生物或物理方法等技术，培肥土壤、

控制病虫草害、保护或提高产品品质。按照农业部发布的行业标准，AA 级绿色食品等

同于有机食品。A 级食品在生产过程中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生产资料，并积极采用

生物学技术和物理方法，以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标准。 

（摘编自 360 百科、百度百科） 

材料二： 

中、外有机食品市场状况对比分析 

 种类 食品市场份额 进出口 销售渠道 监管与认证 

国外 
原产品 

加工品 
较大 

进口 

出口 

农户直销、联销 

专卖店、超市 

监管机构健全 

认证制度严格 

中国 原产品 极小 进口 大型超市为主 有监管机构 



缺乏认证制度 

（摘编自《2015 年我国有机食品行业发展状况分析》，2015 年 7 月） 

材料三： 

10 月 30 日，第 16 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进入第二天，西安市曲江会展中心的 A、

B3、B4 三个展馆人头攒动。西安展团农产品上贴着的“二维码”信息，让许多人对绿色

食品有了新的认识，只需扫一下，便可知道农产品的身份信息。 

“葡萄在离开园区时便进行了检验检测，数据就写入了监管平台，通过二维码方便消费

者查询。对企业来说虽然多了一道工序，但这个小小的贴标却起到了防伪的大作用，让

老百姓吃得放心。”西安荣华农业一位负责人说。 

（摘编自赵辉《陕西：绿色农产品也有“户口簿”》，2015 年 11 月 2 日《西安晚报》） 

材料四： 

绿色、有机农产品颇受市场追捧。绿色食品比普通农产品价格高出 10%至 30%，

有机农产品要高出 50%以上。表面上看，这样的价格很合适，但绿色农产品的成本比普

通农产品高不少，有机农产品的成本更是普通农产品的两倍以上。 

一些农企意识到品牌是让绿色农产品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并开始着手打造绿色

产品流通渠道。进入超市为打造品牌的第一步，但超市设置了各种进场门槛，这些费用
让企业吃不消。为了破解进入超市不盈利的局面，很多电商企业应运而生。“我们通过

互联网让农民的生产过程透明化，以此重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阿卡农庄总裁江

宇虹说，农庄将客户锁定为中高端消费者，采用预付费种植方式，实现了以销定产。目

前，700 家绿色食品企业已进驻工行融 e 购，在线销售额近 9000 万元；中绿生活网对

接企业 1000 家，签约额达 3500 万元；从全国范围来看，进入阿里和京东平台的农户
数量更多。绿色、有机食品行业未来会成为食品行业中的朝阳行业。 

（摘编自乔金亮《如何让绿色农产品叫好又叫座》，2017 年 7 月 4 日《经济日报》） 

7. 下列对材料二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我国的有机食品，产品种类相对来说比较少，并且仅局限在原产品上，在食品市场中

所占份额还非常小。 

B.相对国外有机食品市场，我国有机食品销售渠道单一，大多集中在大型超市，还有很

多销售渠道待开发。 

C.虽然我国有机食品市场有监督机构，但还缺乏统一认证制度，还不能够为有机食品产

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D.对比国外有机食品的发展状况，我国有机食品产业还很不成熟，但未来市场很广阔，

发展潜力很大。 

8.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不正确的两项是(5 分) 

A.从农业部发布的行业标准看，所有的有机食品全都属于绿色食品范畴，符合绿色食品

产品质量标准。 

B.有机食品是一种安全无公害的农产品，它和其他绿色食品的区别是不使用含有化学成

分的生产资料。 

C.有机食品并不是比普通食品营养价值更高，而是在生产过程中有害物质污染更少，食

品更安全。 

D.绿色农产品搭乘信息化快车，既方便生产过程的监管，又可在消费者心中建立信任，

促进产品销售。 

E.有机食品受到市场认可，但仍存在生产成本高、品牌意识缺乏、产品利润低、消费者

信任不足等问题。 



9.根据材料三和四提供的信息，你认为我国绿色、有机食品行业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

请简要概括。(4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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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之，字奉世，李肃之季弟，幽州人，后迁濮州。生而孤，肃之鞠育诲道，至于

成人。性严重，有忠节。从兄李柬之将仕以官，辞不受，而中进士第，调明州司法参军。

郡守任情执法，人莫敢之忤，承之独毅然力争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

始至，公自为之则已，既下有司，则当循三尺之法矣。”守惮其言。尝建免役议，王安

石见而称之。熙宁初，以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得召见。神宗语执政曰：“承之言制置司

事甚详，非他人所及也。”改京官。他日，谓之曰：“朕即位以来，不轻与人改秩，今以

命汝，异恩也。”检正中书刑房，察访淮浙常平、农田水利、差役事，还奏《役书》二

十篇。加集贤校理。又察访陕西，时郡县昧于奉法，敛羡余过制。承之曰：“是岂朝廷

意邪？”悉裁正其数。迁集贤殿修撰，擢宝文阁待制，为同群牧使，纠察在京刑狱，兼

枢密都承旨，出知延州，入，权三司使。蔡确治相州狱，多引朝士，皆望风自折服。承
之为帝言其险诐之状，帝意始悟，趣使诘竟。迁龙图阁直学士，恳辞，乞授兄肃之，曰：

“臣少鞠于兄，且兄为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厉风俗。肃之亦当迁也。”

即并命焉。商人犯禁货北珠，乃为公主售，三司久不敢决。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

姬乎？”亟索之。帝闻之曰：“有司当如此矣。”进枢密直学士坐补吏不当降待制知汝州未

几为陕西都转运使召拜给事中吏部侍郎户部尚书复以枢密直学士知青州历应天府、河
阳、陈、郓、扬州而卒。 

（节选自《宋史•李承之传》）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进枢密直学士/坐补吏不当降/待制知汝州/未几/为陕西都转运/使召拜给事中/吏部侍

郎/户部尚书/复以枢密直学士知青州/ 

B.进枢密直学士/坐补吏不当/降待制/知汝州/未几/为陕西都转运使/召拜给事中/吏部侍

郎/户部尚书/复以枢密直学士知青州/ 

C．进枢密直学士/坐补吏不当/降待制/知汝州/未几/为陕西都转运/使召拜给事中/吏部侍

郎/户部尚书/复以枢密直学士知青州/ 

D．进枢密直学士/坐补吏/不当降待制/知汝州/未几/为陕西都转运使/召拜给事中/吏部侍

郎/户部尚书/复以枢密直学士知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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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兄，指父亲的侄子中比自己年长的人，也泛指本族平辈中年龄与己相当者。 

B.曹掾，东汉太尉或相国等分曹治事，正职为“掾”，后来泛指各部门治事的属吏。 

C.季弟，指最小的弟弟。古人兄弟排行，伯是老大，仲是第二，叔是第三，季最小。 

C.季弟，指最小的弟弟。一般而言，古人兄弟排行，伯为大，仲次之，叔第三，季最小。 

D.改秩，秩，官吏的俸禄、职位或品级，“改秩”即改变官吏的俸禄、职位或品级。 

12.下列对于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李承之独立性强，不求外援。本家哥哥李柬之想要直接给他个官职，却遭到他的拒

绝，后来他凭借科举考中进士，调任明州司法参军。 

B．李承之做事认真，颇受赏识。曾经因建议免除百姓徭役而受到王安石的称赏；熙宁

年间，谈论制置司的情况非常详细而受到宋神宗的恩赏。 

C．李承之纠察诸事，尽职尽责。担任检正中书刑房，察访淮浙地区日常政务及农田水

利时发现郡县执法混乱，超标征敛赋税，便加以纠正。 



D．李承之秉公执法，不畏权贵。有商人违法为公主贩卖北方的珍珠，因涉及皇族，三

司一直不敢追究，李承之秉公办理，立即下令缉拿案犯。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郡守任情执法，人莫敢之忤，承之独毅然力争之。 

 

（2）“卿兄弟孝友，足厉风俗。肃之亦当迁也。”即并命焉。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11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14～15 题。 

送李侍御赴安西 

高适 

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 

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 

虏障①燕支北②，秦城太白东③。 

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注：①虏障：指防御工事。②燕支：山名，这里代指安西。③太白东：指秦岭太白峰以

东的长安。 

14.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两项是（5 分） 

A．第二句以“金”“铁”饰“鞭”“骢”，平添力度，“行子”意气昂扬的英姿如在眼前。 

B．颔联紧承送别。“万里外”展现出巨大的空间，“一杯中”回到别筵，极富开阖之力。 

C．颈联对比，连用地名尽显意境之广阔，使人联想到安西与长安万里之遥，归乡无望。 

D．末句以看宝刀的动作，表现豪壮气概，鼓励友人昂扬奋发地踏上征途，尽扫愁绪。 

E．全诗表达乐观情绪，高亢有力，音调铿锵，以此更能反衬出送别友人的离愁与牵挂。 

15.此诗作为边塞诗，有哪些典型特征？请结合具体内容试做说明。（6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5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5 分） 

（1）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描写春天里鸟儿活动的两句是“    ，    。” 

（2）苏轼《赤壁赋》中，“    ，    ”两句以比喻来哀叹人生的短暂，又通过

“”一句表达了对永恒的羡慕。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17．下列各句中加点成语的使用，全都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①我的同桌学习非常认真，每堂课都仔细听讲，课间的几分钟也在安之若素地写作业，

神情十分专注，因此学习效率极高。 

②我们既要对事业发展充满信心，又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警觉，审时度势，推动党

和国家的事业稳中求进，行稳致远。 

③防范并化解风险，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凡事先从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做

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把握主动权。 

④一部反映西南联合大学的电影《无问东西》日前在各大影院上映，受到了广大观众的

欢迎，到电影院观看的人座无虚席。 

⑤尽管某歌手因负面新闻被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官方媒体多次批评，但不少的粉丝仍然
对他穷追不舍，为其行为百般辩护。 

⑥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要如履薄冰，越要居

安思危，绝不能犯战略性、原则错误。 

A. ②③⑥ B. ①④⑤ C.①③④ D. ②⑤⑥ 



18．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3 分） 

A.石济高铁正式开通，两地旅行时间从原来最快约四个小时缩短到约两个小时左右，标

志着我国“四纵四横”高铁网中的“四横”完美收官。 

B.如果我们有了过硬本领，就能够不为风险所惧，不为干扰所惑，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

在攻坚克难中不断把伟大的事业推向新境界。 

C.通知还要求，所有被广电总局警告、整改、停播处理的节目，一律不得以成片、花絮、

片断等形式播出，包括不得转移到互联网上播出。 

D.韩国统一部确认，朝鲜同意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高级别会谈，讨论韩

国平昌冬奥会参赛事宜以及韩朝关系改善等问题。 

19．下列各句中，表达得体的一句是（3 分） 

A.小华同学千万不要丧气，困难只是暂时的，如你需要指点的话，我一定不吝赐教。 

B.重阳佳节将至，我代表家父、家母真诚邀请伯父、伯母在适当的时间到寒舍做客。 

C.火车晚点了，不敢劳动大驾到车站迎接，各位只须在家恭候即可，我们马上就到。 

D.我家昨晚在本小区丢失小花狗一只， 如有收留或发现线索者， 请马上送还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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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个字。（6 分）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谚语，虽然大多没有严格的科学依据，但对我们的生活却很有指

导意义，比如“①”就是如此。这里说的“百步走”是指散步，②，因为，它能促进胃肠蠕

动，有助于胃肠消化液的分泌，从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需要注意，“饭后”③，而是

指进食完 20～30 分钟以后。 

21．下面文段有三处推断存在问题，请参照①的方式，说明另外两处问题。（5 分） 

一场大病痊愈之后，我反省了自己，对生活方式与健康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如果平

时多多锻炼，一个人就不会生病，只要多吃蔬菜，就能保证身体营养的均衡，体重降下

来了，身体也就健康了。 

①并不是多多锻炼就不会生病。 

②             

③                 

四、写作（60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60 分） 

在某景点，一对外国夫妇和一对中国夫妇在长椅上坐着休息，他们刚刚学会走路的

孩子在一边玩耍，一不小心两个小孩都摔倒哭了起来。外国父母仍然在一旁聊天，好像

没有听到看到；中国父母忙上前把两个孩子都扶起来并轻言安慰。这对外国父母对中国

父母很不满地说：“就应该让孩子自己爬起来。你们把他扶起来，只会造成孩子对周围

人的依赖！”中国父母也非常生气，回答说：“你们这样的父母太冷漠，孩子心里会很受

伤，他会怎么看这个世界！”他们的争执引来很多人围观，大家议论纷纷。 

这场育儿理念冲突的背后，却有着深层文化因素。对这种冲突，你会有怎样的理解或感

悟？产生了怎样的联想与思考？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

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