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优能 1对 1 联合出品 

 1 

2019 年北京市海淀区高三一模语文考试逐题解析 
一、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7 题。 

材料一 

在中国电影史上,《流浪地球》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作品，它选择用中国智慧
改造世界、拯救世界，对人类命运和地球未来作深刻思考，通过表现生命与死亡、希

望与绝望来反映科技与使命、道德与伦理。很多观众看完《流浪地球》最直观的感受

是：太空何其广袤，人类如此渺小。恰恰是生命的速朽与有限，为人类追求不朽提供
了永恒的意义。唯其如此，科技从物质层面、哲学从精神层面为人类预期了更加具有

现实可能性的未来。 

文学艺术离不开生长的土壤，科幻电影也不例外。《流浪地球》看似异军突起，
实则厚．积薄发。诞生在中国电影工业蓬勃发展大背景下的这部电影，还“恰巧”产生

于中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从 1999 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发射升空，到
2007 年“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再到 2011 年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发射成功，

2017 年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进入太空，中国不断向宇宙深处探索。2019 年年

初，“嫦娥四号”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被世界称为“了不起的科技壮举”。中国科
技的迅速发展，为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发展提供了沃土。科技与科幻相结合，《流浪

地球》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航天领城，也将无边的想象力放飞于广袤无垠的宇宙中。

《纽约时报》就发现了《流浪地球》与“嫦娥四号”着陆在时间上的“巧合”，联系
中国在太空实现里程碑式跨越的时代背景，指出“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和科幻片领域

都是后来者，但现在这种局面就要改变了”。 

《流浪地球》的核心特质是将极致的想象力与厚重的现实相结合,对人类发展和未
来命运始终饱含着深沉的关切。影片虽然最终拯救地球的仍然是科技和理性，但理性

背后推动主人公行动的是强烈的情感和意志。父辈的牺牲，家园的情愫，普遍的人性

与中国式情感，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拓展到更广阔的天地，与全人类甚至整个宇宙严
密契合，成就了真正诞生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科幻”。很多同外影评人都注意

到这部电影的“与众不同”，尤其是“不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而是人类共同改变

自己的命运”。这样的理念，是对好莱坞科幻电影叙事套路的突破，它将中国独特的
思想和价值观念融入对人类未来的畅想与探讨，拓展了人类憧憬美好未来的视野。 

《流浪地球》的原著作者刘慈欣曾说，如果生在别的时代，自己可能不会成为科
幻作家，翻天覆地的变化让现在的中国充满未来感，也促进了科幻小说的繁荣。显然，

这是充满现实感的未来感，它从现实中来——源自中国经济日益繁荣的现实，源自中

国科技实力、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现实——源自中国国 力日益增强的现实。沐浴
着时代的春风，中国科幻正在走近世界科幻舞台的中央，不断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

和美好。 

（取材于钟声、李舫等人的文章） 

1.下列成语用来形容电影《流浪地球》的成功有赖于中国科技迅速发展，最准确的一

项是（2 分） 

A.异军突起  B.厚积薄发  C.与众不同  D.翻天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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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 

根据第二段“《流浪地球》看似异军突起，实则厚积薄发”可以得出作者已对这部电

影进行了评价概括。同时 A 项“异军突起”是比喻一支新力量突然出现，和题干“有

赖于中国科技迅速发展”不相符合；C 项“与众不同”表示与其他人不一样，但题干

并没有把《流浪地球》和其他作品比较之意；D 项“翻天覆地” 形容变化巨大而彻底，

但文中并没有推翻以往、完全改变的意思。故选 B。 

2.下列词语在文中不是．．比喻文学艺术创作基础的一项是（2 分） 

A.土壤  B.沃土  C.广阔的天地  D.时代的春风 

【答案】C 

【解析】 

ABD 项在第二段和最后一段，都是给文艺创作提供的基础。而 C 项“广阔的天地”在

第三段，主要说明电影“将中国人的家国情感拓展到更广阔的天地”，与创作基础无

关，故选 C。 

3.下列对“里程碑”式的电影作品《流浪地球》产生原因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中国电影工业蓬勃发展。 

B.中国太空损索实现跨越式发展。 

C.中国当代科幻电影后来居上。 

D.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日益繁荣。 

【答案】C 

【解析】 

A 项在第二段第二句“诞生在中国电影工业蓬勃发展大背景下的这部电影，还‘恰巧’

产生于中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B 项在第二段后半部“联系中国在太空实现

里程碑式跨越的时代背景”；D 项在最后一段“中国经济日益繁荣的现实……也促进

了科幻小说的繁荣”；而 C 项“中国当代科幻电影后来居上”于文无据，且不能与

《流浪地球》产生构成因果，故选 C。 

4.下列对电影《流浪地球》所体现的“中国智慧”的认识，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将人类的想象力拓展到宇宙空间。 

B.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全人类、宇宙契合。 

C.传达了“人类共同改变自己的命运”的理念。 

D.中国独特的理念突破了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叙事套路。 

【答案】A 

【解析】 

A 项“将人类的想象力拓展到宇宙空间”理念以往电影早已有之，并不是《流浪地球》

独有的体现的“中国智慧”。 

材料二 

     现代科幻小说作家罗伯特·A·海因莱因指出：“几乎从所有科幻小说的简单定

义中，都可以读到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现实主义推测，它建立在充分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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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 如果说基于时间的历史，所形成的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那么，对于未

来的科学幻想，则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勇气和希望。刘慈欣的文学著作《流浪

地球》为同名电影的叙事提供了扎实的文本基础，原著超凡的文本创意及其所具有的
民族性的人文精神，也为影片叙事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流浪地球》作为一部蕴含冒险与灾难元素的科幻电影，将地球作为一个巨大的
“太空飞船”，带它逃离即将毁灭的太阳系，这一故事创意本身就在视点与想象层面，

超越了一般好菜坞灾难科幻电影“人类文明终结论”的创作范式。同时，以人的主体

能动性与创造力，以及个体的自我牺牲精神，构成影片最核心的拯救视点。携带地球
寻找新的家园，本身反映的就是植根于中国民族精神信仰的土地情结与家园情怀，是

对好菜坞科幻电影最具影响的“文化与政治主题”“人类文明终结论”的超越。 

    正如美国文学研究家詹姆逊所言，“文化其实是讲故事”。叙事是文化传承的重
要载体，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文化在发生作用。因此，如何叙事反映出的是一个民族

的精神信仰与文化内涵。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呼唤荚雄。英雄与拯教在人类文

明的发展历史中，已然构成一种“绑定”的关系。当“拯救”成为一种话语，甚至是
一种文化权力之时，如何“拯救”，以及为何而“拯救”，就在精神指向层面成为一

种文化的感召力量。《流浪地球》的“中国式科幻”拯教策略，所表达的不是英雄对

故土、家园的抛弃，更不是“人类文明终结论”的悲观主义情绪，而是希望与自我牺
牲精神。它有别于好莱坞电影的拯救视点，亲情构成了人物戏剧性行动的内驱力，智

慧和勇气在戏剧性进程中互为转化。科学的智慧赋予勇气以理性和意志，而勇气则借

助科学的智慧彰显出极具创造性的力量。这其中，面对木星所释放出的灾难性强大引
力，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化”的智慧与科学的智慧融为一体，超越了西方二元论

中主体对客体的征服与构造，化不利为有利，化灾难性引力为拯救地球命运的反作用

力，显然是构成拯救行动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当代科幻电影的发展，体现出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那么其中既包括

了一定的科技实力，更包括蕴含着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文化软实力。它需要利用语言

的社会化功能，有效地建构一个故事世界，更需要塑造饱满的人物，呈现出个体人物
的厚重感及其人性的光辉。因为，民族的精神信仰与文化内涵，直接反映在对叙事命

题的意图表达与解释层面。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指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
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 

(取材于孙承健等人的文章) 

5.下列对好莱坞灾难科幻电影叙事特点的理解或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以“人类文明终结论”为创作范式。 

B.以超级英雄拯救人类文明为拯救策略。 

C.以主体对客体的征服与构造为文化内涵。 

D.以塑造饱满的人物彰显人类的乐观与希望。 

【答案】D 

【解析】 

根据材料二第三和四段的内容，“塑造饱满的人物”“呈现人性光辉”是说当代科幻

电影所需要具备的，不是好莱坞灾难科幻电影的叙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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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材料一和材料二均以电影《流浪地球》为例，阐述了中国科幻作品的特点，且各有

侧重。材料一侧重写___________ ，材料二侧重写__________。（4 分） 

【答案】 

材料一侧重写中国科幻作品的发展与现实发展（科技发展）的关系。（2 分） 

材料二侧重写中国科幻作品的叙事特点（中国科幻作品叙事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2 分）（意思对即可） 

【解析】 

解答本题，需要分别概括两则材料的内容，总结区别。材料一引出中心话题电影《流

浪地球》的影响力。第二段着重写电影诞生的科技背景。第三段着重写电影传递的理

念。第四段以刘慈欣之口写电影的产生与科技实力、文化影响力的关系。 

材料二第一段写了刘慈欣的文学著作《流浪地球》超凡的文本创意和具有的民族性的

人文精神。第二段着重介绍《流浪地球》的创作范式和其超越性。第三段和第四段通

过对比《流浪地球》和好莱坞灾难科幻电影的不同，着重介绍了以《流浪地球》为代

表的中国科幻作品的叙事特点以及与民族精神信仰、文化内涵的关系。 

7.阅读材料一、材料二后，假如你观看科幻影片，请解说你将从哪些角度进行观赏。

（6 分） 

【答案】 

关注影片反映的科技发展状况，关注影片体现的文化价值观念，关注影片的叙事艺术

特点等（注：无固定答案）。 

【解析】 

解答本题时有如下评分要点：（1）角度明确（如：关注影片反映的科技发展状况，

关注影片体现的文化价值观念，关注影片的叙事艺术特点），3 分；（2）解说合理，

3 分（意思对即可）。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8—12 题。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

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 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

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扦格①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

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②朋逆其师；燕
辟③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
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

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教其失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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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

臣者二:当其为尸④，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
面，所以尊师也。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

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
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

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取材于(礼记·学记)） 

【注释】①扦(hàn)格:互相抵触。②燕:通“宴”,娱乐。③辟:邪僻，不正派。④尸:

架祀时代表死者受祭的人。 
8.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    豫:预防 

B.故君子之教喻．也              喻:开导 

C.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长:长处 

D.凡学之道，严．师为难          严:尊敬 

【答案】C 

【解析】 

A 选项译为“在错误未发生前就加以禁止，叫做预防”；B 选项译为“所以说老师的

教学就是启发开导”；C 选项译为“教育，就是发扬学生的优点而纠正学生的过

失。”，其中本选项通过推断可知“长善救失”一词为 ABAB 式的词，“长”和“救”

词性应相同，不可能是 C 选项中“长处”之意。D 选项译为“大凡学习，尊重教师是

难以做到的”。故选 C。 

9.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所以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以教与学为首要事务 

B.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 

  杂乱施教不循序渐进，就会破坏扰乱教学而不可收拾 

C.虽诏于天子，无北面 

  老师即使被天子召见，也不必面北称臣 

D.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 

对善于学习的人而言，老师安闲而他自己加倍努力，老师会因此显得平庸 

【答案】D 

【解析】 

D 选项“师逸而功倍”一句，其中“功倍”一词我们在此前学习中曾多次见过，为

“功效加倍”之意，与 D 所给含义完全不符，可知 D 错。 

10.判新下列句中加点“道”字所属的义项，将其所在句子的序号分别填入下表对应

的空格中。(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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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②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③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 

④不足为外人道．也 

 义项 (1)道理、学说 （2）途径、方法 (3)谈论 (4)引导 

序号     

【答案】 

义项 (1)道理、学说 （2）途径、方法 (3)谈论 (4)引导 

序号       ②        ③     ④     ① 

【解析】 

本题目后两个小空由于是课内的知识，判断难度相对较低，为④和①；前两空迷惑性

较强。第一空需要明晰“师严——道尊——民知敬学”的逻辑，可知“道尊”的“道”

应为“道理、学说”；第二空“用兵之道”相应的含义也就不难判断了，为“途径、

方法”，翻译为“用兵的途径、方法”。 

11.将下列句子译为现代汉语，并分别写出它们在文中的喻意。(4分) 

①玉不琢，不成器 

②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答案】 

①玉石不经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人不通过反复学习，就不能明白道理。 

②即使有可口的菜肴，如果不吃，就不会知道它的美味；即使有至善之道，如果不

学，就不会懂得它的精妙。 

【解析】 

本题目相对此前多数纯翻译题目有很大变化，除了要理解所给语句本身的含义之外，

还需要能够知晓所给语句用于此处的具体寓意，就要求学生真的能够通过对文章的

阅读得到文章主旨，抓住逻辑和用法来得分。 

12.请根据文中的“学之道”和“教之道”的内容，按要求回答问题。（11分） 

   （1）学者有“四失”，即多、寡、易、止。请根据文意及你的学习体验，用四字

词语概括“寡”“止”所导致的后果，并填写在下面语段中的横线上。（2分） 

  人之学也，或失则多，多则囫囵吞枣；或失则寡，寡则        ①       ;  或

失则易 ，易则浅尝辄止；或失则止，止则       ②         。       

   （2）善教者有诸多好的教学方法，请概括其中四种值得借鉴的方法。（4分） 

   （3）连接材料中的子路是否是个“善问者”？请根据上文最后一段相关内容加以

分析。（5分） 

 链接材料：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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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①见识浅陋②半途而废（意思对即可） 

（2）预见学生的错误，防患于未然；把握教育契机，适时而教；循序施教；组织学

生互相切磋；善于启发诱导；长善救失；善于答问。 

（3）本题目两个方向均可，但需注意观点明确，尤其需要注意原文最后一段和链接

材料之间的联系，分析时紧扣两段文字主旨。 

【解析】 

本题目主要考察的还是孩子对于文言文的理解能力，能够理解的文字占比越高，相应

能够整理出的正确答案条目就越多。此外需要有分条概括的意识，确保不遗漏即可。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13－15 题。（共 13 分） 

望庐山瀑布水（其一） 

李白 

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 

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 

欻①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 

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 

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 

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 

空中乱潨②射，左右洗青壁； 

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 

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 

无论漱琼液，还得洗尘颜。 

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 

【注释】①欻（xū）：忽然。②潨（cóng）：急流。 
13.下列李白诗歌中，与《望庐山瀑布水（其一）》题材不同．．的一项是（3 分） 

A．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东海横秦望，西陵绕越台。 

B．三门横峻滩，六剌走波澜。石惊虎伏起，水状龙萦盘。 

C．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D．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银台出倒景，白浪翻长鯨。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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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选项通过“天山”“笛”“柳”等意象，可以推断出该项为边塞诗；ABD 三项根据

诗歌内容可推断出为山水诗，同时本次赏析的诗歌也为山水诗，因此本题选 C 项。 

14.诗话，常用三言五语对诗歌进行简练而中肯的点评。请为“初惊河汉落，半洒云

天里”或“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写一则诗话。（4 分） 

【答案】 

示例一： 

“挂流”二句。运用夸张手法描写瀑布的纵横之势。初看以为银河从九天垂落，河水

从云天高处半洒而下。诗人先点明自己看瀑布的角度以及瀑布的方位，生动形象的写

出了庐山瀑布的壮美阔大的特点。 

示例二： 

“海风”二句全从作者幻觉而出，以烘托手法来刻画瀑布的雄奇壮伟。诗人说这从天

而降的瀑布连海上飓风也吹它不断，假如时值皓月当天，则照在瀑布上便成为一片空

明，与月光浑融为一。有此二句，则上文的“雄”“壮”二字就不是概念化的了。这

四句用透过一层的写法以传瀑布之神，用笔虽虚，却使瀑布更为形象化了。 

【解析】 

诗话的意思是对诗歌进行简练中肯的点评，实际上就是对诗句进行整体的赏析，我们

从手法、内容、情感等方面入手即可。评分要点：点评中肯 3 分，评析简练 1 分。 

15.盛唐山水诗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同是歌咏山水，李白与王维的诗风格迥异。请

以《望声山瀑布水（其一）》与王维《山居秋暝》为例，任选一个角度，比较赏析两

人山水诗的风格。（6 分） 

山居秋瞑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答案】 

李白把庐山瀑布写得壮美阔大。诗人寄情于山水，从“西登香炉峰”到“流沫沸穹石”

都是写景，而最后三句是抒情之句。“海风吹不断，江月照江空”中的“空”字更说

明诗人寻求的是一种“闲”情，也体现李白山水诗歌的飘逸之风。同时想象丰富，奇

思纵横，气势恢宏，感情奔放，似江河奔腾，又自然清新，似云卷风清，其诗歌的审

美特征是自然美、率真美和无拘无束的自由美。 

王维的《山居秋暝》中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

女归来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丰

富新鲜的感受，生动表现了幽清明净的自然美，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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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李白和王维两位诗人的山水田园的诗歌风格，结合具体诗句进行赏析。需要大家

注意的是解释诗歌的语言要优美。评分要点 ：比较风格准确 2 分，结合诗句恰当 2

分，分析合理。 

16.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7 分）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笔下的绿水青山，固然少不了“木欣欣以向荣，   ①     ”

的佳木清泉，更寄寓着诗人的万般情思。王羲之与友雅集兰亭，于“      ②     ，                          

③       ”“清流激湍”间畅叙幽情；杜甫独登高台，望“     ④       ，不尽

长江滚滚来”，悲情汹涌；苏轼纵一苇于赤壁，赏东山月，观“白露横江，  ⑤  ”，

超然洒脱；毛泽东立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⑥     ，   ⑦    激

荡似火豪情。青山缘水，不仅是自然山水的画卷，更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栖息地。 

【答案】 

①泉涓涓而始流    ②崇山峻岭    ③茂林修竹    ④无边落木萧萧下 

⑤水光接天        ⑥漫江碧透    ⑦百舸争流 

（7 分，每句 1 分，有错别字、多字、少字，该句不得分）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7—21 题。 

瓦浪如海 

①老北京四合院的房顶铺的都是鱼鳞瓦。灰色，一片灰色的瓦，紧挨着一片灰色

的瓦，连接着一片浩瀚的灰色，铺铺展展，犹如云雾天里翻涌的海浪一样，一波又一
波，直涌到天边。 

②这种由鱼鳞瓦组成的灰色，和故宫里那一片碧瓦琉璃，做着色彩鲜明的对比。
虽不如碧瓦琉璃那般炫目，那般高高在上，但满城沉沉的灰色，低矮着，沉默着，无

语沧桑，力量沉稳。它似秤砣一般压住了北京城，铁锚一样将整座城市稳定在蓝天白

云之下。在北京胡同长大的建筑师张永和先生，对这样的鱼鳞瓦太熟悉不过，他说：
“我成长于一个拥有低矮地平线的城市中。从空中俯瞰，你只能看到单层砖屋顶上灰

色的瓦浪向天际展开，打破这波浪的是院中洋溢着绿色树木以及城中辉煌的金色。”

而只有向天际展开的灰色瓦浪，才会让那些绿色的树木和城中辉煌的金色拥有力量；
只有在这样一片灰色的瓦浪中，那些绿色的树木和城中辉煌的金色才会显示出自己的

力量。 

③上个世纪 50 年代，北京的天际线很低，不用站在景山上面，就是站在我家的

房顶上，从脚下到天边，一览无余，基本上是被这些起伏的鱼鳞瓦顶所勾勒。那时候

成片成片的四合院【甲】（占有/占据）了北京城的空间。这一片如海的瓦浪，它所
显示出的色彩和力量，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的。 

④那时候，四合院平房没有如今楼房的阳台或露台，鱼鳞状的灰瓦顶，就是各家

的阳台和露台，晒的萝卜干、茄子干或白薯干，都会扔在那上面；五月端午节，艾蒿
和蒲剑插在门上之后，也要扔到房顶，图个吉利；谁家刚生小孩子，老人讲究要用葱

打小孩子的屁股，取“葱”的谐音，说是打打聪明，打完之后，还要把葱扔到房顶，

这到底是什么讲究，我就弄不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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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那时候对于我们许多孩子而言，鱼鳞瓦的灰色房顶，就是我们的乐园。老北京

有句俗话，叫做“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淘得要命，

动不动就跑到房顶上揭瓦玩儿，那是司空见惯的儿童游戏。鱼鳞瓦，真的很结实，任
我们成天踩在上面那么疯跑，就是一点儿也不坏。单个儿看，每片瓦都不厚，一踩会

裂，甚至碎，但一片片的瓦铺在一起，铺成一面坡的房顶，就那么结实。它们是一片
瓦压在一片瓦的上面，中间并没有什么泥粘连，像一只小手和另一只小手握在一起，

可以有那么大的力量，也真是怪事，常让那时我好奇而百思不解。 

⑥十几年前，听说老院要拆，我特意回去看看，路过长巷上头条，看见那里已经
拆光大半条胡同了。一辆外地来的汽车车厢里，装满从房顶上卸下来的鱼鳞瓦。那些

鱼鳞瓦，一层层，整整齐齐地码在车上，和铺铺展展在屋顶上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了，

尽管也呈鱼鳞状，却像是案板上待宰的一条条鱼，没有了生气，更没有瓦浪如海，翻
涌向天际展开的气势了。 

⑦我望着这满满一车的鱼鳞瓦，它们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雨雪风霜，还是那样的结
实，那样的好看。又有谁知道，那些鱼鳞瓦上，曾经上演过童年那么多的游戏，带给

我们那么多的欢乐呢？还曾经上演过比我们的游戏和欢乐更多更沧桑的故事呢？ 

    ⑧要说带给我们最大快乐的，一是秋天摘枣，一是国庆节看礼花。那时，院子里
是三棵清朝就有的枣树，我们可以轻松地从房顶攀上枣树的树梢，摘到顶端最红的枣

儿吃，也可以站在树梢儿上，拼命地摇树枝，让那枣纷纷如红雨落下，噼噼啪啪砸在
房顶的瓦上，【乙】（溅落/掉落）在院子里。比我们小的小不点儿，爬不上树，就

在地上头碰头地捡枣，大呼小叫，可真的成了我们孩子的节日。 

⑨打完了枣，下一个节目就是迎接国庆。国庆节的傍晚，扒拉完两口饭，我们会
溜出家门，早早地爬上房顶，占领有利地形，等待礼花腾空。由于那时没有那么多的

高楼，一眼就能看到晚霞中的西山脚下。前门楼子和天安门广场都是看得真真的，仿

佛就在眼前，连放礼花的大炮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坐在鱼鳞瓦上，心里充满期待，也
有些焦急。随着礼花腾空会有好多白色的小降落伞。降落伞飘来的那一刻，我们会立

刻大叫着，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伸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妈妈晾衣服的竹竿，争先恐后去

够那些小小的降落伞。有一次，就让我够着了一个，还挺大的个儿，成为我拿到学校
【丙】（炫耀/显摆）的战利品。 

⑩一直到十几年前，重返我们的老院，又看到童年时爬过的房顶，踩过的鱼鳞
瓦，才忽然发现和它们这么久没有相见了，也才发现瓦间长着一簇簇的狗尾巴草，稀

疏零落，枯黄枯黄的，像是年纪衰老的鱼鳞瓦长出苍老的胡须，心里不禁一动，有些

感喟。其实，这种狗尾巴草一直都是这样长在瓦缝之间，一年又一年，它们的生命力
和鱼鳞瓦一样的顽强而持久。 

⑪去年的秋天，我路过草厂胡同一带，那里的几条胡同已经被打理一新，地面重
新铺设青砖，四合院重新改造。有老房子的房顶被改造成露台。顺着山墙新搭建的梯

子，爬到房顶，楼房遮挡得远处看不到了，但附近胡同四合院房顶的鱼鳞瓦，还能看

得很清楚，尽管已经没有了张永和先生说的“灰色的瓦浪向天际展开”的景象，却还
是让我感到亲切，仿佛又见到童年时候的伙伴。真的，这和看惯各式各样的楼顶，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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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是青岛那样漂亮的红色楼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灰色的鱼鳞瓦，才能带

给我老北京实实在在的感觉，是一种家的感觉。 

⑫我还看见眼前不远处屋顶上鱼鳞瓦之间长出的狗尾巴草，迎着瑟瑟秋风，摇曳

着枯黄的颜色，和鱼鳞瓦的灰色，吟唱着二重唱。 

（取材于肖复兴的同名散文） 

17.依次填入稳重甲、乙、丙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 占据 掉落 炫耀   B. 占有 溅落 炫耀 

C. 占据 溅落 显摆   D. 占有 掉落 显摆 

【答案】C 

【解析】 

甲中，占据指用强力取得并保持，特指地域、场所；占有指人对不动产或动产的实际

控制。原文中作者想表达四合院在北京城中有一席之地，所以甲处为占据；乙中，溅

落指重物自高处落入水中；掉落指物体从空中下落，前者特指落下后的状态，后者特

指落下的过程。原文中作者是想突出描写下落之后，所以乙处为溅落；丙中，炫耀指

从各方面特意强调自己，多指金钱、权利、地位；显摆指显示某个物体并夸耀。原文

中作者拿着够下来的降落伞去夸耀，所以丙处为显摆。 

18.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作者开篇将四合院鱼鳞瓦与故宫琉璃瓦的色彩进行对比，目的在于突出灰色

瓦浪的力量。 

 B. 作者重返老院，面对四合院和人们生活的种种变化触景伤怀，悲痛凄凉之情

油然而生。 

 C. 文中鱼鳞瓦上的狗尾巴草生命力顽强而持久，其枯黄稀疏的姿态表现出四合

院的沧桑。 

 D. 本文语言朴素自然又不乏生动形象，细腻的文笔蕴含浓郁的生活气息，令人

回味无穷。 

【答案】B 

【解析】 

第⑩段中作者重返老院，看到的是同年的房顶、鱼鳞瓦、狗尾巴草，并没有人们生活

的种种变化，以及只是感喟鱼鳞瓦和狗尾巴草的生命力顽强，与选项中所说不符，故

选 B。 

19.文章题目“瓦浪如海”，意丰而情深。综观全文，请解说其丰富的寓意。（6 分） 

【答案】 

老北京四合院屋顶的鱼鳞瓦连片成海，气势磅礴；灰色的鱼鳞瓦朴素低调，显示出沉

稳的力量，富有历史沧桑感；鱼鳞瓦下四合院里普通人的生活简单质朴，自在随意，

快乐自足；作者对四合院的生活无限眷恋；对“瓦浪如海”的消逝，伤感无奈。 

【解析】 

首先从字面意思上，瓦浪直观能够突出瓦片数量多，并且如海，大海的特点就是气势

磅礴；再有从文中可以得出瓦片的特点是灰色，而特点在文中解释也是厚重、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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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沧桑感；且文中对于鱼鳞瓦是与故宫的琉璃瓦对比，那么突显出的就是鱼鳞瓦

下的居民是质朴的；再有通篇文章是为了怀念与描写瓦片；最后当北京城现代化脚步

不可阻挡时，鱼鳞瓦一片一片的消失了，非常伤感无奈。 

20.本文以质朴的语言讲述平常而隽永的生活，请结合文章具体内容，赏析这一艺术    

特色。（6 分） 

【答案】 

第⑧段中描写“拼命地摇树枝，让那枣纷纷如红雨落下，噼噼啪啪砸在房顶的瓦上，

溅落在院子里”。本句话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将落枣比喻成落雨，生动形象的突

出了落枣时壮阔的景象。一件非常平常的孩童时期玩乐事件，被作者描写出具有很强

的温馨感，隽永的美好性灵，表达了作者对于老院生活的眷恋以及对于瓦片消逝的感

慨。 

【解析】 

题目中要求对作者的语言做出赏析，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写出语言特色（手法），然后

举出例子（原文）来印证此处考查的就是对于修辞手法的赏析，此处注意举的例子必

须符合题干中描写普通事件但却有隽永感觉的句子。 

21.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许多事物与文中的老四合院同样面临着“被拆掉”或“被

重新改造”的命运，请联系现实，谈谈你对这类现象的认识。（6 分） 

【答案】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老物件被拆除，九五年修建西长安街时，拆除了庆寿寺双塔。

我认为城市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必需，也是跟上先进时代的必要条件，但是一些历史建

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代人所倾注的感情的见证，我们拆掉的，可能不仅仅是

一座建筑，更是一段岁月，一段青春。我们在发展时也应做到铭记历史，历史可见，

未来可期，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昂首向前。 

【解析】 

此种开放题严格遵守题干要求，首先要观点明确，即需要在答案中写出你自己的看法，

最好直接表达，不要拐弯抹角，然后既然有观点就需要举例，例子要恰当，要能充分

说明观点，之后要有一定的分析，分析需要合理，最后在文采上，语言表达需要优美，

整体来看类似于一个非常精炼的论证过程。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2.微写作（10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 

   ①人们常用“百科全书”“里程碑”等，形象地评价经典文学作品。请从《论语》

《边城》《老人与海》中任选一部，对其进行形象的评价（“百科全书”“里程碑”

除外），并阐释理由。要求：评价恰当，阐释合理。180字左右。 
【解析】 

本篇微写作重点考查的是对于三本名著的整体的理解能力和概括能力。从材料中可以

看出已经给出了一个整体评价，并且要求我们不能再运用这一整体评价。所以《论语》

《边城》《老人与海》我们需要给出适当的整体评价，并且可以根据文章内容，人物

形象，对于后世的地位等各个方面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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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学校举办戏剧节，拟将经典名著《红楼梦》《呐喊》搬上舞台。作为戏剧社成

员，请就你最想饰演的某一人物的个性化语言，说明你的表演设想及理由。要求：选

例典型，说明具体，理由充分。180字左右。 
【解析】 

本篇微写作重点是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同时根据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我们要给出恰

当的表演设想，这种设想可以包括人物的动作、眼神，环境的设置等多重因素。在写

本篇微写作时候需要注意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同时也是最经典的情节来进行设定并且

把设定的理由解释明白即可。 

③在你阅读的文学名著中，总会有一个鼓舞你成长的“引路人”。请从《红岩》《平

凡的世界》中选取一个这样的人物，写一段抒情文字或一首小诗，表达你对他（她）

的崇拜之情。要求：感情真挚，富有文采。150 字左右。 
【解析】 

本篇微写作依旧是考查对于人物的把握，但是材料给出了限定的范围，即选取的人物

需要对我们有鼓舞作用。所以我们在选取的时候要选择正能量的，积极的人物及相关

的事迹，并且通过抒情文字或小诗写出我们对其崇敬之情。 

23. 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 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 

      ①电影《流浪地球》中，人类化险为夷的策略，尽显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化”

的智慧。“化”，是化干戈为玉帛，是化惊涛为细流，是化腐朽为神奇...... 

请根据上面的文字，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自定文体，写一篇文章。 

【解析】 

材料中“化干戈为玉帛”是化解冲突，以和为贵；“化惊涛为细浪”是化解危机；

“化腐朽为神奇”是创造力。虽都是“化”的智慧，但各不相同。若选议论文，三个

分论点，举例说明即可。若选记叙文，选一个立意讲故事即可。建议考生，这个题目

更适合记叙文体。 

     ②一百多年前，外国记者曾拍下国人呆滞木讷的影像；迈入新时代的当今中国，
到处可见幸福开心的笑脸。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我发言人就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问题作出的回应，义正辞严，斩钉截铁；联合国休息室内，中东某国外交官在抗议侵

略无效后，沉默不语，神情沮丧......正像歌中所唱：“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
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 

以上文字，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联系现实，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自

定文体，写一篇文章。 

【解析】 

材料中“百年前国民的木讷”和“新时代的笑脸”，背后是国力的不同；“外交部发

言人的义正言辞”和“中东外交官的沮丧”，背后同样是国力的不同。“浪是海的赤

子，海是浪的依托”，强调的是国家对于个人的意义。论点选择：国家的强大，让国

民更幸福，更自信。结合国家百年来的发展，谈国家为个人提供的机遇、保障即可。

建议考生，这个题更适合议论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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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文言文译文 

玉石不经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人不通过反复学习，就不能够明白道理。所以

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以教与学为首要事务。 

即使有可口的菜肴，（如果）不吃，就不会知道它的美味；即使有至善之道，

（如果）不学，就不会懂得它的精妙。所以，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教学之后

才能知道自己的困惑。知道自己的不足，然后才能自我反省；知道自己的困惑，然后

才能奋发自强。所以说，教与学是互相促进的。 

大学的教育方法：在（学生的）错误未发生前就加以禁止，叫做预防；当学生适

合接受教育时而加以教导，叫做时机恰当；不超越学生的学习阶段而讲授，叫做循序

渐进；组织学生互相学习以吸收别人的优点，叫做切磋。这四点，就是教育成功的缘

由。（学生的）错误出现后再去禁止，教与学就会互相抵触，学生便不能改正错误；

最佳学习时机已过，然后才去学习，就会辛苦而难有成效，杂乱施教而不循序渐进，

就会破坏扰乱教学而不可收拾；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一起切磋、交流，就会孤陋寡闻；

沉溺于与朋友娱乐，就会违背老师的教诲；沾染上不良习气，就会荒废自己的学业。

这六点，是教育失败的原因。 

  君子既懂得教育成功的原因，又懂得教育失败的原因，然后才可以成为人师。所

以说老师的教学就是启发开导：（对学生）引导而不强迫，劝勉而不强制，启发而不

把答案直接告诉学生。（对学生）引导而不强迫，则（师生）关系融洽；劝勉而不强

制，则平易近人；启发而不把答案直接告诉学生，则引人思考。能做到关系融洽、平

易近人，并能引人思考，可以说是做到了善于启发开导了。 

学习的人有四种过失，施教的人必须要知道。人们在学习中，有的过失在于贪多，

有的过失在于学得少，有的过失在于轻视学问，有的过失在于浅尝辄止。这四种过失，

是（学生）不同的心理状态造成的。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才能挽救他们的过失。教

育，就是发扬学生的优点而纠正学生的过失。 

大凡学习，尊重教师是难以做到的。老师受到尊重，这之后他所教授的道理才能

受到尊崇，道理受到尊崇，这之后百姓才懂得以敬重的心态对待学习。所以君王不以

对待臣子的态度来对待臣子的情况有两种：一是请臣子在祭祀中代表死者受祭的时候，

不把他当臣子对待；一是教师，不把他当臣子对待。根据大学的礼制，老师即使被天

子召见，也不必面北称臣，以此来表示对教师的尊重。 

善于学习的人，老师轻松而功效加倍，学生从而感激老师；不善于学习的人，老

师勤苦，但功效只有一半，学生从而埋怨老师。善于提问的人，如同砍伐坚硬的大树，

先砍容易的地方，再砍伐枝干交接、纹理纠结不顺的地方，等到时间久了，问题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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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决了；不善提问的人与此相反。善于对待提问的人，如同被撞的钟一样，用小力

敲打，响声就小，用大力敲打，响声就大，待被撞的钟从容不迫地回响，这样之后钟

才会缓缓地响完它的余音；不善于回答问题的人与此相反。以上这些，都是增进学问

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