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学年广东广州越秀区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高一下学期期中语文试卷

（6小题，24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问题。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

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是高大深速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

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

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

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

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和灌木则

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

园林截然相反。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

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

流是人与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

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一字、曲尺、三合

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

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

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

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现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

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

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

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

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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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文阅读



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

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

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

A.

B.

C.

D.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中西方建筑呈现出人与建筑的“分离”或“融合”的迥异特征，不同的建筑文化都受到了各

自 哲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建筑在必须面对自然时，不是像西方那样把建筑看作征服自然的手段与方式，而

是努力融自然时，不是像西方那样把建筑看作征服自然的手段与方式，而是努力融 渗

在自然中，与自然对话。

对于欧洲人来说，建筑只是人之外的观赏品，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建筑等同于生活，

具有很强 的实用功能。

人神之间的冲突和调和作为一种永恒的文化主题，在中西方建筑文化中的表现之一就

是宫殿类 建筑和宗教类建筑的各自繁荣。

（1）

A.

B.

C.

D.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文章开门见山，立足比较的思路，采用总分的结构，从两个大的方面谈中西方建筑在

文化上的 差别。

文章在论证中西方建筑文化的不同特点时，都运用了相当丰富的具体建筑实例增强了

真实性 和准确性。

用哲学思想和文化命题来作为支撑论点的依据，是本文的一大特色，增添了文本的文

化内涵。

“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建筑的影响是本文反复强调和重点论证的一个方面，哪怕是宫殿

类建 筑也体现出人本特色。

（2）

A.

B.

C.

D.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西方的教堂、歌剧院等建筑具有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等特点，而外墙和窗户的面

积则相对 小得多，这是与自然截然分离的体现。

中国古民居“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乡镇民居呈现出一字、曲尺、三合院、四合院、

自由 式等不同格局，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道法自然”的观念。

中国的宫殿是一种将帝王的权威神化了的建筑，宫殿建筑的发达，与中国人把神和人

摆在同等 的地位去尊崇的观念有关。

中西方建筑的木结构材料和石结构材料呈现出质朴和阳刚的不同审美风格，这是

以“人”为中 心和以“神”为中心的不同价值观念造成的。

（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问题。

笑 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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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炯

笑嫂喜欢笑，与人相见微微一笑，高兴时哈哈大笑，有时独自一人也偷偷地笑，好像每时每

刻都在捡宝似的笑个没完。因此，没见过笑嫂发愁时是个什么模样。

因为笑嫂爱笑，大家当面笑嫂笑嫂地叫，背后笑嫂怎么笑嫂怎么地夸，好像笑嫂的姓名就叫

笑嫂。

笑嫂是我的师傅。我大学毕业应聘到一家铝轮厂搞宣传，负责人事的小老头陪我到车间，对

车间主任说，这小伙子到你车间实习一个月，你给他安排一下。车间主任长着八字胡子，看似匪

气十足。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我后，说，一个学生娃，哪能干活。反正一个月后要坐办公室

的，就去帮笑嫂做点事吧。车间主任唠唠叨叨的一番话中，我知道有个笑嫂，也有些受辱的感

觉。车间主任唠叨完，亲自陪我去厂东边一个堆废料的塑料棚下，扯开嗓门喊，笑嫂，我给你送

来一个徒弟，给你打个下手。车间主任的一咋呼，我不但认识了笑嫂，还成了笑嫂的徒弟。

我很顺从地叫了笑嫂一声师傅，笑嫂听了高兴得咯咯地像母鸡下蛋般笑。笑完了就说，你还

真听小胡子的瞎话，什么师傅徒弟。笑嫂停了一下对我说，大家都叫我笑嫂，你也叫我笑嫂吧，

我可不敢做你大学生的师傅呢。说完又咯咯地笑，把个笑嫂的雅号笑得名副其实。笑嫂已是奔五

的人了，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年龄段女人的那种臃肿，而是清清秀秀，穿戴得也整整洁洁，十分素

雅。笑嫂的活不笨重，也不怎么脏，她每天整理着送来的废过滤网，那些过滤网是用来过滤铅水

的，用过后铝水沾在过滤网上结成了块。因为过滤网是铁的，沾在上面的是铝，铁几百元一吨，

铝上万元一吨。把废铁网当铝卖，人家不要；把铝当铁卖，公司不干。因此，笑嫂把沾在上面的

铝块铝屑撬下来，分开卖，谁也不亏。

笑嫂做事很认真，一块块像翻找金子一般，有时我一不留神漏撬了几块，她会猫着腰，捡回

来重新撬。这样一来，我也不好意思马虎了，做得一丝不苟。笑嫂还挺关心人，我进公司时是夏

天，南方的夏天贼热，加上在似露天一样的塑料棚下，汗似下雨般流，一把把捋也捋不完。笑嫂

见了心疼地说，大学生，你去找个地方凉快一下，这点活我做起来很轻松的。我当然不同意，笑

嫂就说，还要我陪你啊。说完就咯咯地笑着，连推带搡赶我走。

笑嫂从来不到餐厅吃饭，她每次从餐厅里买来米饭，不打菜，菜从家里带来，等吃饭的人走

得差不多了，就打开饭盒，坐在塑料棚下吃起来。那些走过来走过去的人都会与笑嫂打个招呼，

笑嫂吃饭了？今天啥菜？还会有啥菜，这个星期吃成鸭蛋呗。笑嫂咯咯咯地笑着回答，笑嫂的菜

每星期换一种菜，成鸭蛋，炒鸡蛋等等。

那天，我没去吃中饭，笑嫂吃完饭去了洗手间，我想笑嫂经常帮我洗饭盆，我也帮笑嫂洗一

次。打开盛菜的铝盒子，里面的成鸭蛋丝毫没动，完完整整地躺在盒内。当初没在意，后来想想

有点问题，以后几天我特意偷看了笑嫂的菜盒，我终于明白，笑嫂一个咸鸭蛋要吃一个星期。我

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一位同事，同事不满地瞪我一眼说，就你聪明？我闹了个大红脸。从此我不再

看笑嫂的菜盒，也不再提及同一个菜要吃一个星期的事。

那次大地震后，公司开展捐款救援，笑嫂捐二百元，工会主席说，笑嫂你要不少捐一点？笑

嫂微微一笑说，多的拿不出，捐二百没问题。工会主席不再说什么了。

实习期满，我到宣传部搞宣传工作。那天工会去慰问贫困职工家庭，领导让我去拍照片，并

写一篇通讯稿。走了几户后，一行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叩开一扇墨绿色的斑驳的门。门一



打开，一张笑脸呈现在大家面前，我有些诧异地叫道，笑嫂？笑嫂仍在笑，把大家让进屋，屋里

灯光暗淡，客厅也逼仄，几个人进去后有些拥挤。这时我才知道，笑嫂的丈夫几年前被车撞得瘫

痪，长年卧床不起，公公早年已故，婆婆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需照料，一个女儿正在上初中，

家里十分拮据。笑嫂照顾两个病人，负担一个学生，又要上班，还从社会上揽来了刺绣，挣几个

外快，以补家用。可想而知，笑嫂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我对笑嫂更是敬重了，有事没事总爱往笑嫂的工作场地跑。笑嫂依旧咯咯咯地笑，好像与那

个沉重的家没有一点牵绊似的。

那次我与笑嫂聊得很开心，我忽然说，笑嫂你的心态真好。笑嫂知道我想说什么，顿了顿

道，家里有这么多病人，谁会不烦，如果我成天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我还活不活？

笑嫂叹口气说，我如果整天苦着个脸，人家见了我，也不会有好心情的。因此我得高高兴

兴，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心情。说完笑嫂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A.

B.

C.

D.

对作品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一项是

前两段是说“笑嫂”这个名字的由来，同时交代出她和同事的关系，她乐观的精神以及她

对周围人的影响，这些都为后面的内容做了铺垫。

笑嫂自己身处困境，却仍然为地震灾区捐200元，这与她每个星期换一种菜“咸鸭蛋、

炒鸡蛋”的心理是一致的，表现笑嫂既热心又要面子。

“我”关注笑嫂的咸鸭蛋吃一个星期的事，是因为在“我”的心里关心笑嫂，同事却因此“瞪

我一眼”，说“就你聪明”，

“我”开始叫笑嫂师父是“顺从”地叫，但后来却对笑嫂“甚是敬重”，总往她工作场地跑，

是因为受到了她精神的感染。

（1）

小说中的“笑嫂”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2）

作品为什么以“笑嫂”为题？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3）

（共47分）

A.

B.

C.

D.

下列各项中句式不相同的一项是

①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②非我也，兵也

①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②何以伐为女同

①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②蚓无爪牙之利，筋骨选强

①申之以孝悌之义                            ②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3

A.

B.

下列语句中加点的字，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①河内凶                        凶：荒年           ②奋六世之余烈              烈：功业

①金就砺则利                 砺：磨刀石        ②请以战喻                     喻：比喻

4

二、古诗文阅读



C.

D.

①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致：到达            ②谷不可胜食也              胜：完，尽

①秦人开关延敌             延：推延，推迟  ②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检：反省

翻译下列句子（6分）

翻译下列句子。

无乃尔是过与？

5

翻译下列句子。

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6

阅读下面的课外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景公问晏子曰：“吾欲服圣王之服，居圣王之室，如此，则诸侯其至乎？”晏子对曰：“法其节

俭则可；法其服，居其室，无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诸侯也，诚于爱民，果于行善，

天下怀其德而归其义，若其衣服节俭而众说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务其饰衣足以掩形御寒不务其美

身服不杂彩首服不镂刻。古者尝有处橧巢窟穴而不恶，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归其仁。

及三代作服，为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洁，而不害于动作。服之轻重便

于身，用财之费顺于民。其不为橧巢者，以避风也；其不为窟穴者，以避湿也。是故明堂之制，

下之润湿，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镂，示民知节也。及其衰也，衣

服之侈过足以敬，宫室之美过避润湿，用力甚多，用财甚费，与民为仇。今君欲法圣王之服，不

法其制，若法其节俭也，则虽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穷台榭之高，极污池之深而不止，务于

刻镂之巧，文章之观而不厌，则亦与民而仇矣。若臣之虑，恐国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愿致诸

侯，不亦难乎！公之言过矣。”

（节选自《晏子春秋》 ）

7

A.

B.

C.

D.

对下列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吾欲服圣王之服                 服：穿

若其衣服节俭而众说也       说：同“悦”，高兴

土事不文，木事不镂          文：花纹

极污池之深而不止             极：穷尽

（1）

A.

B.

C.

D.

下列对文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诸侯：古代中央政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周代依次分为侯、公子、男、伯五等

三王：夏商周三朝的开国君主的合称。《三字经》：“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

王。”

槽巢：古时用柴木在树上所筑成的像鸟巢一样的住所

明堂：古代田子宜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均在此举行。

（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与分析，表达不正确的一项是（3）



A.

B.

C.

D.

晏子认为，古代圣王诚心诚意地爱护百姓，实实在在的对百姓行善，因此天下的人都

感念其德义而归附他们。

晏子认为要想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归附，最重要的不是取法已过时的古圣王制度，而

是效法他们的节俭风尚。

晏子认为使用钱财的多少要顺于民意，建造华美的房屋，穿华美的衣服，是浪费钱

财，这是与民为仇敌。

本文采用对话的方式，批评了景公治理国家的错误观点和做法，表达了晏子提倡节

俭，提倡仁爱等政治主张。

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

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居其室，无益也。1

公乃愿致诸侯，不亦难乎！公之言过矣。2

古代诗歌鉴赏。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下列各题。

白帝

杜甫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注】此诗写于诗人寓居夔州期间，这期间诗人还创作了《秋兴八首》《登高》等作品。

8

A.

B.

C.

D.

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首联照应题目，写白帝城云雨翻腾的景象：云气从城门涌出，大雨倾盆而下。

颔联对句工巧，写出黑云压城大雨将至的昏暗沉寂气氛，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诗歌前两联以风雨起兴，为后两联展现凄凉萧索、满目疮痍的社会面貌做铺垫。

尾联以孤苦无依的寡妇被搜刮尽净、哀愁恸哭的悲剧形象，控诉黑暗的社会现实。

（1）

诗歌的颈联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2）

默写（共10分）

名篇名句默写。

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的空缺部分。

吴楚东南坼，            。（杜甫《登岳阳楼》）

9

            ，蓝田日暖玉生烟。（ 李商隐《锦瑟》）10



            ，莲动下渔舟。 （王维《山居秋暝》）11

万里悲秋常作客，            。（杜甫《登高》）12

李白在《蜀道难》用夸张的手法，写行人仿佛能触摸到星辰，惶恐神情的句子

是“            ，            ”。

13

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写琵琶曲的演奏在短暂停歇之后又推向一个高潮的两句

是“            ，            。”

14

荀子《劝学》中强调思考和学习的关系的语句是：            ，            。15

（19分）

语言文字应用。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热播，掀起又一波传统文化浪潮。不少网

友表示：“这些节目堪称是综艺圈里的一股清流！”文化生态多种多样，观众需要哈哈爆笑来解

压，更需要厚重的文化来滋养身心。以《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为代表，央视文化创新节

目如            ，成为文化综艺新的标杆。但由于跟风，“诗词”和“朗读”扎堆严重，使人渐渐产生审

美疲劳，“在文学等细分题材被集体消费的时候。我们要着眼未来，探索新的方向。”央视副总编

辑朱彤承诺。“央视将持续在原创文化节目上发力。”而总导演、制片人于蕾给《国家宝藏》下了

定义：“大型文博探索节目”，以历史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集演播室

综艺、纪录片、舞台戏剧、真人秀等多种艺术形态于一体的全新模式。是全新创制的“记录式综

艺”。

其实，博物院文化的流行早有端倪。《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也曾            ，这样的背景

下，《国家宝藏》播出的时机，无疑是非常合适的。说起博物馆，总让人想起深宫大院；说起文

物，也总让人想到冰冷的历史，仿佛离我们日常生活很远。在众多的文化综艺节目中，《国家宝

藏》之所以能够            是因为它使那些尘封于历史的文物活了过来——请来能辐射到各个年龄阶

层的演员，又在表演的各个方面精准要求演员，（）。它们不再是冰冷的，而是带着温度的；不

但记载着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也与我们许多人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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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部恰当的一项是（1）

三、语言文字应用



A.

B.

C.

D.

擎天之柱   风靡一时   脱颖而出   休戚相关

雨后春笋   红极一时   崭露头角   休戚相关

擎天之柱   红极一时   崭露头角   息息相关

雨后春笋   风靡一时   脱颖而出   息息相关

A.

B.

C.

D.

文中画横线的部分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诗词”和“朗读”严重扎堆，渐渐使人审美疲劳。

“诗词”和“朗读”扎堆严重，渐渐使人产生审美疲劳。

“诗词”和“朗读”严重扎堆，渐渐使人产生审美疲劳。

“诗词”和“朗读”扎堆严重，渐渐使人审美疲劳。

（2）

A. 演员在表演中真正做到演“活”文物 B. 让其在表演中真正做到演“活”文物

C. 尘封于历史的文物被这些演员演活了 D. 演员的表演把这些文物真正演“活”了

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3）

下面的单句改写成由三个短句组成的一段话。（不得增删内容，字词可作调整）

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与福楼拜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法国著名作家，“底层民众的歌者”——

莫泊桑创作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向人们展示了下层人物生存的艰难。

17

节日赋诗是古代文人雅事，请尝试根据以下节日，模仿例句，前半句自创，后半句引用诗句，用

一句话表现其特点。

重阳节：拄杖登山，老夫聊发少年狂。

清明节：            ，            。

中秋节：            ，            。

18

（60分）

阅读下列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点击链接就可以阅读美文，打开图片就可以欣赏风景，扫码支付就可以购买时装……科学的

发展使成果的共享变得更加便捷。只是。我们仍然很难共享写作者的思考，摄影师的体验，设计

师的匠心……这些仍然属于独创者独有。

对于国家而言，你可以共享别国科学发展的成果，只是很难共享他们独有的关键核心技术。

因为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我们生活中并不缺乏“共享者”，同时，新时代的中国呼唤着更多的青年人成为某一领域的独

创者、独有者。因为，有什么样的青年，中国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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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文



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感悟或思考？请根据材料写一篇文章，表明你的态度，阐述你的看

法。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

息；不少于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