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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语文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 

 （一）论述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

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

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

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

“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

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

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

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

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理顺君臣、父子、夫

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

“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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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

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 “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

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

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

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

作为“孝”之为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

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

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

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

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中国自古以来注重家庭伦理，把家庭伦理规范置于比社会伦理制度更重要的位置。 

 B．家庭既是生活单位，又是生产单位，决定了“孝”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家庭伦理。 

 C．根据儒家思想，“孝”不仅是家庭内的规范，而且在社会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 

 D．由于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的变化，传统“孝”的形式在现代社会无提倡的必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几次引用文献，目的是论证中国古今经典中对“孝”的理解诠释是一致的。 

 B．文章基于对孔子“仁学”思想的认同与接受，提出了关于“孝”的意义的论断。 

 C．文章在论证结构上，先引出论题，再提出观点，然后纵向深入，最后补充论述。 

 D．文章既肯定“孝”的普遍意义，又指出它的内涵变化，显示了作者的思辨态度。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中国古代的“礼”，既有伦理性的一面，也有制度性的一面，是二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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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儒家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看待“孝”，这体现了哲理与伦理的统一。 

 C．以“亲亲”作为“孝”的基点，能使得“孝”在历史实践中一直是自觉自愿的。 

 D．鲁迅从“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角度批评“父为子纲”说，体现了对旧说的反思。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材料一： 

 领袖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之一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何为“新基建”?日前，国家发改委明确范围，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

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具体

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 

 （摘自韩鑫《新基建如何加速落地》，《人民日报》2020 年 6 月 7 日） 

 材料二： 

 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新基建的

谋划布局早已展开，为何要选择此时按下“快进键”? 

 这一决策既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客观需要，更是在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科技与产业变迁大趋势基础

上作出的战略抉择，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和产业渗透率下降的挑战，推进新

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对冲疫情影响，优化投资结构、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疫情期间线上需求的

集中爆发，展现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带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潜力，客观上也

打开了新基建的窗口期。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原有基础设施体系的不适应问题更加凸显，基于新时代新

使命，基础设施体系也必然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加速推动新基建，价值不仅在眼前，5G、数据中心、工业互

联网等领域具有一定超前性，投资新基建，实际上是投资未来，服务长远，新基建是围绕科技这一经济新硬

核掀起的基础建设浪潮，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大“数字动力”，为高质量发展蓄能。 

 （摘编自吴月辉等《为新基建注入强动力》，《人民日报》2020 年 6 月 8日） 

 材料三： 

 中国出台经济扶持计划，以帮助国家摆脱疫情引发的危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中央预算内投

资安排 6000 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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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金额看上去是天文数字，但以中国的标准而言不足为奇，这表现出的更多是审慎。考虑到至少最

近一年经济形势和疫情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没有匆忙将资金注入经济。他们从 2008 年到 2009 年的全球

经济危机中吸取了这一教训。 

 在一揽子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扶持提供了超过 70％城市就业的中小企业。为此中央

政府将向税收优惠、贷款利率和自然垄断产业关税补贴投入资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没有宣布国

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 

 大部分投资不会用于道路和桥梁，而是用于被中国理解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一代信息网络、

5G 应用，数据中心、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中国将力求借这一机会，建成向“工业革命 4.0”过渡的基础

设施。 

 （摘编自《俄媒关注：中国“新基建”阻力“工业革命 4.0”》. 《参考消息》2020 年 6 月 6 日） 

 4．下列对新基建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新基建指新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

是 2020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重点之一。 

 B．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属于新基建中具有一定超前性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投资，其实不利

于建设提供融合创新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C．新基建意味着对基础设施体系进行战略性调整，将有利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过程中所凸

显的原有基础设施体系的不适应问题。 

 D．中国将借助新基建带来的机会，有效地应对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和产业渗透率下降的挑战，

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数字动力”。 

 5．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既能在客观上应对经济下行的

压力，也能改变世界科技与产业变迁的大趋势。 

 B．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将有助于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速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早日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 

 C．在俄罗斯媒体看来，我国今年所以采取审慎的经济措施，不再匆忙将资金注入经济，是因为从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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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2009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吸取了教训。 

 D．2020 年我国一揽子应对危机的措施，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扶持提供了超过 70%城市就业的中小企

业，目的是保障城市就业率，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6．我国重点投资支持新基建与抗击疫情有什么关系？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 分）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 题。 

 越野滑雪 [美]海明威 

 缆车又颠了一下，停了。尼克正在行李车厢里给滑雪板上蜡，把靴尖塞进滑雪板上的铁夹，牢牢扣上

夹子。他从车厢边缘跳下，跳脚在硬邦邦的冰壳上，来一个弹跳旋转，蹲下身子，把滑雪杖拖在背后，一溜

烟滑下山坡。 

 乔治在下面的雪坡上一落一起，再一落就不见人影了。尼克顺着陡起陡伏的山坡滑下去时，那股冲势

加上猛然下滑的劲儿把他弄得浑然忘却一切，只觉得身子有一股飞翔、下坠的奇妙感。他挺起身，稍稍来个

上滑姿势，一下子又往下滑，往下滑，冲下最后一个陡峭的长坡，越滑越快，越滑越快，雪坡似乎在他脚下

消失了。身子蹲得几乎倒坐到滑雪板上，尽量把重心放低，只见飞雪犹如沙暴，他知道速度太快了。但他稳

住了。随即一搭被风刮进坑里的软雪把他绊倒，滑雪板一阵磕磕绊绊，他接连翻了几个筋斗，然后挺住，两

腿交叉，两腿交叉，滑雪板朝天翘起，鼻子耳朵里满是雪。 

 乔治站在坡下稍远的地方，正噼噼啪啪地拍掉风衣上的雪。 

 “你的姿势真美妙，尼克，”他大声叫道。“那堆烂糟糟的雪真该死。把我也绊了一跤。” 

 “在峡谷滑雪什么滋味儿？”尼克挣扎着站起来。 

 “你得靠左滑。因为谷底有堵栅栏，所以飞速冲下去后得来个大旋身。” 

 “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去滑。” 

 “不，你先去，我想看你滑下峡谷。” 

 尼克赶过了乔治，他的滑雪板开始有点打滑，随后一下子猛冲下去。他坚持靠左滑，末了，在冲向栅

栏时，紧紧并拢双膝，象拧紧螺旋似的旋转身子，把滑雪板向右来个急转弯，扬起滚滚白雪，然后才慢慢减

速，跟铁丝栅栏平行地站住了。 

 他抬头看看山上。乔治正屈起双膝滑下山来；两支滑雪杖像虫子的细腿那样荡着，杖尖触到地面，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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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阵阵白雪，最后，他一腿下跪，一腿拖随，整个身子来个漂亮的右转弯，蹲着滑行，双腿一前一后，飞快

移动，身子探出，防止旋转，两支滑雪杖像两个光点，把弧线衬托得更突出，一切都笼罩在漫天飞舞的白雪

中。 

 尼克用滑雪板把铁丝栅栏最高一股铁丝压下，乔治纵身越过去。他们沿路屈膝滑行，进入一片松林。

路面结着光亮的冰层，给拖运原木的马儿拉的犁弄脏了，染得一片橙红，一搭烟黄。两人一直沿着路边那片

雪地滑行。大路陡然往下倾斜通往小河，然后笔直上坡。他们透过林子，看得见一座饱经风吹雨打、屋檐低

矮的长形房子。走进了，看出窗框漆成绿色，油漆在剥落。 

 他们把滑雪板竖靠在客栈墙上，把靴子蹬蹬干净才走进去。客栈里黑咕隆咚的。有只大瓷火炉在屋角

亮着火光。天花板低矮。屋子两边酒渍斑斑的暗黑色桌子后面都摆着光溜溜的长椅。两个瑞士人坐在炉边，

喝着小杯混浊的新酒。尼克和乔治在炉子另一边靠墙坐下。一个围着蓝围裙的姑娘走过来。 

 “来瓶西昂酒，”尼克说，“行不行？” 

 “行啊，”乔治说。“你对酒比我内行。” 

 姑娘走出去了。 

 “没一项玩意儿真正比得上滑雪，对吧？”尼克说。“你滑了老长一段路，头一回歇下来的时候就有这

么个感觉。” 

 “嘿，”乔治说。“真是妙不可言。” 

 姑娘拿进酒来又出去了，他们听见她在隔壁房里唱歌。 

 门开了，一帮子从大路那头来的伐木工人走进来，在屋里把靴子上的雪跺掉，身上直冒水汽。女招待

给这帮人送来了三公升新酒，他们分坐两桌，光着烟，不作声，脱了帽，有的背靠着墙，有的趴在桌上。屋

外，拉着木雪橇的马儿偶尔一仰脖子，铃铛就清脆地叮当作响。乔治和尼克都高高兴兴的。他们两人合得来。

他们知道回去还有一段路程可滑呢。 

 “你几时得回学校去？”尼克问。 

 “今晚，”乔治答。“我得赶十点四十的车。” 

 “真希望你能留下，我们明天上百合花峰去滑雪。” 

 “我得上学啊，”乔治说。“哎呀，尼克，难道你不希望我们能就这么在一起闲逛吗？带上滑雪板，乘

上火车，到一个地方滑个痛快，滑好上路，找客栈投宿，再一直越过奥伯兰山峰，直奔瓦莱洲，穿过恩加丁

谷地。” 

 “对，就这样穿过黑森林区。哎呀，都是好地方啊。” 

 “就是你今年夏天钓鱼的地方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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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喝光了剩酒。 

 尼克双肘撑在桌上，乔治往墙上颓然一靠。 

 “也许我们再也没机会滑雪了，尼克，”乔治说。 

 “我们一定得滑，”尼克说，“否则就没意思了。” 

 “我们要去滑，没错。”乔治说。 

 “我们一定得滑。”尼克附和说。 

 “希望我们能就此说定了，”乔治说。 

 尼克站起身，他把风衣扣紧。他拿起靠墙放着的两支滑雪杖。 

 “说定了可一点也靠不住，”他说。 

 他们开了门，走出去。天气很冷。雪结得硬邦邦的。大路一直爬上山坡通到松林里。 

 （陈良廷译，有删改）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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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描写滑雪的段落多从尼克的角度来写，要么侧重他本人滑雪时的感受，要么通过他的眼睛

来观看乔治滑雪的姿态，虽多次描写而无雷同之感。 

 B．小说的多个细节描写突出了客栈的破败和黯淡，与白雪皑皑的山间峡谷形成鲜明对比，小说氛围

由此发生变化，情节也由此发生转折 

 C．小说插入了对喝酒的瑞士人、客栈女招待、伐木工人等人物的描写，这符合主人公在客栈小憩时

的观察，也为小说增添了更真切的故事背景。 

 D．小说主旨与《老人与海》较为接近，都是通过描写人挑战大自然或者投身不甘平庸的冒险生活，

来塑造海明威式的“硬汉”形象。 

 8．两人在喝完酒离开客栈前有一段一再相约的对话，请结合上下文分析对话者的心理。（6 分） 

 9．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将文学作品同冰山类比，他说:“冰山在海面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

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本小说正是只描写了这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请据此简要说明本小说的情节安

排及其效果。（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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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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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嘉祐二年，试礼部。主司欧

阳修思惊喜，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洵卒，赠光禄丞。既除

丧，还朝，以判官告院，安时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 

 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

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

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元佑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

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四年，积以论事，为当

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

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

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

稍畜钱粮待之。徽宗立，更三大敖，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佑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

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轼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 

 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

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 

 （节选自《宋史·苏轼传》）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

/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B．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

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C．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

/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D．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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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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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句既可指主管某项事务的官员，又可转指科举的主试官，文中指后者。 

 B．殿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高一级的考试，在殿选举行，由丞相主持。 

 C．司衣是官名，又称为大司农，主要掌管农桑，仓储、租税等相关事务。 

 D．当轴，指官处在重要的位置，当轴者则指身居显赫职位的当权官员。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苏轼自幼聪颖，深受时贤赏识。母亲亲自为他授课，他往往能说出要点。欧阳修十分看重他，曾对

梅圣俞表示，应当避开此人让他出人头地。 

 B．苏轼因势利导，利用新法便民，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他上书论其不便；新政下达，他常常设法使

这些法令有利于百姓，百姓生活得以安宁。 

 C．苏轼直面饥疫，解救受灾百姓。她在任职杭州时遭遇早灾病疫，减免上供米三分之一纾缓灾情；同

时又集贮钱粮、建造治病场所以防备疫病。 

 D．苏天赋异禀，为文得心应手、他从父习文，又极具才华，作文如行云流水，行止有度，婧笑怒骂

之辞，皆可书而诵之，最终成为一代文宗。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又减价集常平米，多作馕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 

  

（2）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 14~1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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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和袭美抱疾杜门见寄次韵① 陆龟蒙 

 虽失春城醉上期，下帷裁遍未裁诗②。 

 因吟郢岸百亩蕙③，欲采商崖三秀枝④。 

 栖野鹤笼宽使织，施山僧饭别教炊。 

 但医沈约重瞳健⑤，不怕江花不满枝。 

 [注] ①袭美，即陆龟蒙的好友皮日休。②下帷：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指教书，诫诗；作诗。③《楚

辞·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比喻培养人才。④商崖：这里泛指山崖。⑤沈约，商朝诗

人，史载其眼中有两个瞳孔，这里以沈约代指皮日休。 

 14．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作者写作此诗之时，皮日体正患病居家，闭门谢客，与外界不通音讯。 

 B．由于友人患病，原有的约会被暂时搁置，作者游春的诗篇也未能写出。 

C．作者虽然身在书斋从事教学，但心中望能走进自然，领略美好春光。 

 D．尾联使用了关于沈约的典故，可以由此推测皮日休所患的疾病是目疾。 

 15．请简要概括本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6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离骚》中“                    ，           ”两句对古代服饰的“上衣下裳”有所反映。 

 （2）元代戏剧家马致远的杂剧《青衫泪》根据白居易的诗《琵琶行》改编而成，剧名来自诗中的

“                         ” 两句。 

 (3)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苏轼自言想要重返天上，但又有所顾虑，原因在于“_________，

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9 题。 

 在中国各种艺术形式中，篆刻是一个________的门类，篆刻是从实用印章的应用中发展而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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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章最初用在制陶工艺方面，上面镌刻的是图案，花纹或族徽，到春秋战国时期，刻有官职名或人名的文

字印章得到普遍使用，唐宋以后，由于文人士大夫参与到印章的创作中，使这门从前主要由工匠承揽的技

艺，增加人文意味，印章不再局限于用来昭示身份与权力，而是通过镌刻人名字号，斋馆名称、成语警句等

来表达情趣志向、印章也就超越实用功能，成为文人表达自己审美追求的独特方式。中国印章艺术由此实现

了一次完美的升华—演变为中国文化特有的篆刻艺术，明清时期，众多______的艺术家在篆刻上融入了对汉

字形体的研究和理解，再加上他们对印面布局的精心设计，对各种刀法的熟练掌握，篆刻艺术迅速走向成熟

并孕育出______的流派风格，篆刻艺术的发展及成就，使印章成为与中国画、中国书法紧密结合的艺术形

式，同时也是中国画和书法作品中______的组成部分。 

 17．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部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别具匠心 才思敏捷 异彩纷呈 弥足珍贵   B．别具匠心 才华横溢 奇光异彩 不可或缺 

 C．十分独特 才华横溢 异彩纷呈 不可或缺   D．十分独特 才思敏捷 奇光异彩 弥足珍贵 

 18．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由于文人士大夫参与到印章的创作中，使这门从前主要由工匠传承的技艺，增加了人文意味 

 B．由于文人士大夫参与到印章的创作中，这门从前主要由工匠承揽的技艺，增加了人文意味 

 C．文人士大夫参与到印章的创作中，使这门从前主要由工匠承揽的技艺，增加了人文意味 

 D．文人士大夫参与到印章的创作中，使这门从前主要由工匠传承的技艺，增加了人文意味 

 19．下列各句中的破折号，和文中破折号作用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说话——矿上已经把你开除了。 

 B．醉心阅读使我得到了回报一—我的作文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C．我看你的性情好像没有大变——鲁贵像是个很不老实的人。 

 D．你永远那么青翠挺拔，风吹雨打，从不改色，刀砍火烧，水不低头——这正是英雄的井冈山人的

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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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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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发现，有氧运动能增加流向与记忆有关的大脑区域的血流量，从而改善记忆力。任何时候开始锻

炼都不会太晚，即使进入老年阶段， ①                    ，你仍然可以通过适当增加有氧运动来加以

改善，有 30 名被试人员（平均年龄 66 岁）参与了研究， ②                  ，这两组人都没有定期锻

炼的习惯，也没有记忆障碍的迹象，其中一组每周完成数次有氧运动的任务，而另一组只进行拉伸和平衡训

练，同时保持较低的心率。12 个月后，与拉伸平衡组相比，有氧运动组流向与记忆有关的大脑区域的血流

量增加了。研究开始和结束时进行的记忆力测试显示， ③                ，而拉伸平衡组的成绩提高不

明显。 

 21．请对下面这段新闻报道的文字进行压缩。要求保留关键信息，句子简洁流畅，不超过 70 个字。

（5 分） 

 2020 年“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于 4 月 24 日在国家航天局网站举行。备受关注的中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名称、任务标识在启动仪式上公布。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

名为“天问一号”，后续行星任务依次编号。据介绍，该名称源于屈原长诗《天问》，体现了探索自然和宇宙

空间的文化传承，寓意追求科技创新永无止境，而象征“揽星九天”的任务标识，展现出中国航天开放合作

的理念与态度。 

  

四、写作（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春秋时期，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管仲和鲍叔分别辅助他们。管仲带兵阻击小白，用箭射

中他的衣带钩，小白装死逃脱。后来小白即位为君，史称齐桓公。鲍叔对桓公说，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非管

仲不可。于是桓公重用管仲，鲍叔甘居其下，终成一代霸业。后人称颂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

秋五霸”之首。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司马迁说：“天下不多（称赞）管仲之

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班级计划举行读书会，围绕上述材料展开讨论。齐桓公、管仲和鲍叔三人，你对哪个感触最深？请结

合你的感受和思考写一篇发言稿。 

 要求：结合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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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