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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盐城市 2018 届高三年级第二次模拟考试 

语    文 

注意事项： 

1.本次试卷共 160分，考试用时 150分钟。 

2.答题前，考生务必将学校、姓名、考试号写在答题卡上指定区域内，答案写在答题卡对应

题目的横线上。考试结束后，请交回答题卡。 

 

一、语言文字运用（15 分） 

1. 在下面一段话空缺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3分） 

     在很多人看来，纪检干部           ，“老纪检”的脸上却总挂着笑容。经他查办的大

案要案很多，有些至今还被业内同行           。“老纪检”说，诱惑时常有，一不小心就

容易栽跟头，可           ，既然选择了纪检事业，就不能有发财的念头，与民争利的事

更不能干。 

A. 不苟言笑    啧啧称奇    出水才看两腿泥 

B. 谨言慎行    啧啧称奇    锥子没有两头尖 

C. 谨言慎行    津津乐道    出水才看两腿泥 

D. 不苟言笑    津津乐道    锥子没有两头尖 

 

2. 下列语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3分） 

A. 就社会效果而言，《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热播不仅带动了《诗经》等传统文化类图书阅

读升温，还引发了同名书籍的持续热销。 

B. 工商资本下乡，应该带动农民而不是代替农民，把“老板”与“老乡”的优势结合起来， 

让农民通过土地等资源获得应有利益。 

C. 2017 十大媒体流行语近期发布，这十个词条概括了一年中令人难以忘怀的时事、世情、

民心，描述了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 

D. 长期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受到地震、海啸、洪水、风暴潮等诸多自然灾害，迫

切需要利用大数据来提高自身的减灾应对能力。 

 

3. 下列语段空缺处应填入的语句，排列正确的一项是（      ）（3分） 

《七月》是一份集体的、或曰“大我”的回忆。因为是回忆，所以思绪是流动的，叙述是

跳荡的。一根或起或伏、若明若暗的线，牵绾起活泼的思绪、跳荡的旋律。      。《七月》

追述春夏秋冬的故事，却不是记录春夏秋冬的《月令》；铺叙一岁耕桑的苦乐，却不是安排

耕种与收获的农书。       。因为是“大我”，所以它可以包容无数对“小我”。      。它是

阳刚的，却不妨阳刚中有阴柔。它尽可以在一个大结构中，细心经营一个一个的小结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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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为平平常常的劳作注入了生命，      。 

①它是鲜活的诗，也是永久的史        ②它可以散漫开，又可以归拢来 

③它是写实的，却不为“实”所缚      ④它是粗放的，却又不妨粗放中有细腻 

A. ①②③④                              B. ①③④② 

C. ②①④③                              D. ②③④① 

 

4.下列楹联与场所不匹配．．．的一组是（      ）（3分） 

A.泗水文章昭日月，杏坛礼乐冠华夷。（文庙） 

B.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书房） 

C.追摹古人得高趣，别出心裁在一家。（宗祠） 

D.法云广荫无遮会，慧日高悬有相天。（寺院） 

 

5. 为下面的公益广告图拟个标题，恰当的一项是（      ）（3分） 

 

A. 美德点亮生活                            B.携手创造光明 

C. 节能人人有责                            D.科技驱散黑暗 

 

二、文言文阅读（18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9题。 

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骄蹇

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战，始知其

弊，癸亥，谓侍臣曰：“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

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

又以骁勇之士多为潘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

其骑步诸军，各命将帅选之。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 

契丹自晋、汉以来屡寇河北，轻骑深入，无藩篱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杀掠。言事者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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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之间有胡卢河，横亘数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诏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

使韩通将兵夫浚胡卢河，筑城于李晏口，留兵戍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卢河，河南之民始得

休息。 

壬戌，诏群臣极言得失，其略曰：“朕于卿大夫，才不能尽知，面不能尽识；若不采其

言而观其行，审其意而察其忠，则何以．见器略之浅深，知任用之当否！若言之不入，罪实在

予；苟求之不言，咎将谁执！” 

以枢密院承旨清河张美为右领军大将军、权点检三司事。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谷

隶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为供副．。美治财精敏，当时鲜及，故帝以利权授之；然思其

在澶州所为，终不以公忠待之。 

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监采

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

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上谓侍臣曰：“卿

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

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6. 下列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                    劝：勉励 

B. 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            尤：杰出 

C. 帝或私有所求，美曲为供副．                副：符合 

D. 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          差：差错 

 

7. 对下列各句中“以”的意义和用法，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3分） 

①又以骁勇之士多为潘镇所蓄          ②可浚之以限其奔突 

③则何以见器略之浅深                ④帝以县官久不铸钱 

A. ①④相同，②③不同               B. ①④不同，②③不同    

C. ①④相同，②③相同               D. ①④不同，②③相同 

 

8. 把文中画线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 

                                                                                   

                                                                                  

 

（2）若言之不入，罪实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将谁执！ 

                                                                                   

                                                                                  

 

9. 文中周世宗的哪些举措体现出他是一位明君？请加以概括。（4分） 

加群获取更多资料 高一：325856057 高二：216404542 高三：222063930 添加微信公众号“南京爱智康”了解更多资讯



  
 

4 

 

 

 

三、古诗词鉴赏（11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 10-12 题。 

满庭芳 

苏轼 

余年十七。始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今年四十九。相逢于泗上。淮水浅冻。久留郡中。

晦日同游南山。话旧感叹。因作此词。 

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

奔走尘凡。流年尽，穷途坐守，船尾冻相衔。 

巉巉。淮浦外，古寺空岩。步携手林间，层楼翠壁，笑挽攕攕。莫上孤峰尽处，萦望眼、

云海相搀。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 

10. 上阙写出了苏轼怎样的人生境况？（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请赏析词中“巉巉”的表达效果。（5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下阙抒发了词人哪些情感？（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名句名篇默写（8 分） 

13.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 

（1）总角之宴，                     。（《诗经·氓》） 

（2）君子坦荡荡，                     。（《论语·述而》） 

（3）                                ，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 

（4）                                ，以手抚膺坐长叹。（李白《蜀道难》） 

（5）荡胸生曾云，                                。（杜甫《望岳》） 

（6）历览前贤国与家，                                。（李商隐《咏史》） 

（7）野芳发而幽香，                                。（欧阳修《醉翁亭记》） 

（8）驾一叶之扁舟，                                。（苏轼《赤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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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代文阅读（一）（20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4——17题。 

 

老屋 

【苏联】佛罗伦斯·简·索曼 

看着房地产广告，她的眼睛被一行字吸引住了——“幽静的凉台”。她一直向往着有一个

凉台，她这会儿把广告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出售房屋，八个宽敞的房间，两间浴室。树荫

掩映草坪。幽静的凉台，安谧而迷人。价格从优，情愿牺牲。”后面是经纪人的姓名。  

这对我们太理想了！她抬起头，凝望着丈夫。乔正坐在对面埋头看书，他把一天中的这

个时间称之为“缓冲时刻”。两个孩子睡着了，他也能够松弛一下。看到乔神色倦怠，萨拉心

中一阵触痛。 

她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环视着这座老式房屋。所有房间都很宽敞，也就是这一点，还

有那间巨大而不实用的厨房，常常成为她和乔之间争执的话题。他喜欢它啊——这幢老宅

从他祖上到他这辈子传了三代了。但她不喜欢，因为没有帮手，要管理这么大个家的确是件

操心费力的苦差事。每逢谈及搬家，他就会把它称做“妙不可言的老房子”，眼里闪着光；而

她则称它为“旧仓库”。  

现在，她要把这条广告念给他听听，可他那削瘦的脸上泛起的倦容，使得她把到嘴边的

话又咽了下去。  

萨拉叹口气。有时她真想听他吐出一些美丽动听的话。他深爱着她可并不溢于言表。这

是他的天性。  

她努力使自己从这种臆想中摆脱出来，重新研究着广告。“情愿牺牲。”这意味着是桩好

买卖。如果那房子像广告上说的那样而且价格公道的话，乔看了或许会……她被突如其来的

兴奋攫住了。明天得找人来照看一下孩子，我要去看看那所房子。  

第二天，在房地产办公室里，办事麻利的西姆斯太太向她道歉说，这条广告“被搞错了”，

她说：“它本应该下星期才刊登出来。但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别的房子。”  

在后来的一个小时里，萨拉情绪低落，在一个新区，她看了三幢由设计师构思布局的“摩

登之家”。房子还漂亮，可房间给它的印象似乎是太……太窄了，她想，仿佛一位吝啬的建筑

师一寸一寸地算计着，好把这些方块都挤在一起。在一间被称之为“大师卧房”的屋子，她不

由得感叹道：“他真的是一个矮子大师。”  

“我带你去另一处。”西姆斯太太说。  

但在开车前往另一处新住宅区之后，萨拉更泄气了。一幢幢房屋紧挨在一起，前面一棵

树佝偻着身子，房间的天花板低矮得给她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见到她的沮丧表情，西姆斯太太突然说：“我可以带你去看看你感兴趣的那座房子，不

过，只能在外面看。”  

“哦，太好了！”萨拉说。她们驱车向城市另一方驶去，直到车开上一条宽宽的林荫路时，

她才回过神来。车靠近路边，她坐直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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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就是它，”西姆斯太太说，“很可爱，不是吗？”萨拉望着这座漂亮的红砖小楼，它

前面是一大片草坪和两株悦人的古树。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 

“不错，很可爱。”她说着并缓慢地下了车，“多谢您啦，西姆斯太太。我住得离这儿不

远，我可以走回去。”  

车开走了，她茫然若失地站在人行道上。过了一会儿。她迈步踏上了门前长长的甬道，

拿出钥匙，打开房门，静静地站着，环视着四周，听着后院传来的孩子们欢快的笑声。  

一种新奇之感悄悄地袭遍全身。还是老房子高大、宽敞、空气畅通！她看到宽大的门厅，

雅致的楼梯，起居室里可爱的窗户——从中望去，一幅树影婆娑、枝叶依依的景色映入眼

帘。一切似乎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  

“安谧而迷人。”她想着广告上的词儿，心里好像被什么触动了，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晚上乔回到家。“我今天干了件荒唐事，”她说，“我去应征出售自己房子的广告了。”  

他默默地凝视着她，然后脱口说道：“那应该在下星期登出来！在你生日那天！”“经纪

人已经道了歉，”她扬起眉，“告诉我，咱们的凉台在哪儿？” 

他脸红了，说：“就是爱米房间外面的那个。”她吃了一惊，大叫起来：“你是说那个小

木头平台？”“是啊，它也算是一种凉台。我是想吸引买主。”他嗫嚅着，“我知道你十分讨厌

这个旧仓库。”  

“它不是旧仓库！”蓦地，她喉头一阵刺痛，“它有很多地方让人依依难舍！”她颤声说，“那

篇广告一定费了你很多心思。”  

一阵沉默，他们目光相遇了。房子那一边传来一阵孩子们的尖叫声，随后又远去了。他

蠕动着嘴唇：“我是想让你高兴。”“情愿牺牲。”她想起来了。走上前她依偎在乔的怀里并低

语：“我就待在这里，真的，哦，乔，我爱你。”  

他把她紧紧地揽在怀里。  

多美啊，她想。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他跟我说甜言蜜语。不错，那天她看过的几所漂亮

木楼和她的梦想大相径庭。如果她的“梦中之屋”只是一个梦，那么它似乎再也无关紧要了。

她将拥有她的天地——吱嘎作响的地板，不合时宜的厨房，所有额外的活计——一切。  

“情愿牺牲”又浮现在她脑海里。这言简意赅的话似乎很奇妙，将他俩包溶在一片温馨的

爱情之中。 

（有删改） 

14.简要概括文中乔的形象特点。（4分） 

                                                                                

                                                                                

                                                                                

15.理解文中加点词语“说不出的滋味”的含义。（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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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说中两次描写孩子的声音，有什么作用？（4分） 

                                                                                

                                                                                

                                                                                

17.结合全文，探究小说最后一段的意蕴。（6分） 

                                                                                

                                                                                

                                                                                

                                                                                

六、现代文阅读（二）（18 分） 

                                   瞎子摸象 

                                    陈乐民 

据说欧洲的启蒙时期受到了中国的“启发”，这则“佳话”的来源是法国的传教士。这些传

教士受命于法国路易十四，意在到东方去用基督教感化那里的异类。他们钻到了康熙皇帝的

左右，从这位有道明君身上看到路易十四所缺少的雍容大度和好学不倦的风范和品行性。结

果是，康熙和他的左右不曾被基督教化，传教士们却被“儒化”了。传教士之一李明居然认为

基督教义几乎都能在中国古书里找到。 

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的见闻和良好印象通过两条渠道扩散开来了。 

十八世纪初，教廷组织批判了那些维护中国传统礼法的传教士，“亲华派”被推上了批判

席。批判的结果自然是李明等“败诉”。然而李明们的主张却不胫而走。李明的厚厚一本《中

国现状回忆录》虽因而遭禁，后来却实实地成了畅销书。 

到了欧洲启蒙前期，那些渴求新知的哲人们，发现“中国哲学”对于他们匡正时弊有用，

康熙皇帝又如此英明，他明明不相信基督教，却能容忍他在古老的中国传播。身处逆境的伏

尔泰因而把中国和康熙皇帝一起理想化了。这可以叫做“托华改制”吧。伏尔泰曾嘲笑莱布尼

兹犬儒主义式的乐观主义。然而，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他和莱布尼兹却是一致的。只是莱布

尼兹比伏尔泰更深一层，伏尔泰是从为什么法国不能出个康熙皇帝的角度来对待中国的。莱

布尼兹是用自己的哲学“格义”消化中国哲学。莱布尼兹似乎有一种通汇天下学问的本领，一

个“先定和谐”，一个“异教相通”，就把天下一切格格不入乃至对立的东西消化掉了。 

就这样，传教士了解的那点中国学问就被放大了，似乎在遥远的东方真的有那么一个理

想的“天国”，那里的一切都值得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效仿，久而久之，有的人便得出

一个说法，似乎欧洲的启蒙运动是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启示。 

其实这两点都有错觉和幻觉。前者，罗马教廷的霸道作风反提高了中国在欧洲社会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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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后者，则是欧洲的哲学家们“为我所用”地从传教士们那里摸到大象的一条腿或一只耳朵

或一根尾巴......然后加以“格义”。延伸开来，便成了欧洲的启蒙受到了中国的“启发”。 

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而陶醉。中国文化自有其博大精深之处，它不必因其“启发”了欧洲的

启蒙运动才显现其伟大。启蒙早期的欧洲人文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实用主义地“引进”

中国哲学，绝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真的被理解了，也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真的起了那种作用，那

时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到黑格尔时期，对中国的盲目歌颂来了一个反动，

那是另一个极端，摸到了大象的另一个部位。然而，中国启示的神话并没有被黑格尔破除干

净，因为印象已经造成了。 

当然，让这种“佳话”式的自我陶醉留下来也无伤大雅，虽然它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欧洲

人，中国人都想找些维系感情的话题，那就摆摆龙门阵，过过瘾吧。反正科学的态度是另一

回事。 

 

18.第二段中“两条渠道”指什么？请依据文本加以概括。（6分） 

                                                                                

                                                                                

                                                                                

19.“瞎子摸象”在文中指什么？有什么作用？（6分） 

                                                                                

                                                                                

                                                                                

20.对于“中国启示的神话”，科学的态度是什么？（6分） 

                                                                                

                                                                                

                                                                                

七．作文 

21. 根据以下材料，选取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文章，文体不限，诗歌除

外。 

没有人对你说“不”的时候，你是长不大的。 

你自己不会说“不”的时候，也是长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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