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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高三年级线上模拟测试

语 文

一、现代文阅读（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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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它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

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文化。一部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革命文化源于伟大的革

命实践，有了革命斗争实践才有革命文化。研究革命文化，必须研究革命斗争，包括军事斗争、

经济斗争等。这些革命斗争实践为革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其蕴含的不畏牺牲、乐于奉献

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都成

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特质。同时，革命文化也为革命实践的发展提供动力。例如，延安精神来源

于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

的革命实践，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在于其中蕴含的精神要素对延安时期乃至今天的奋

斗实践产生的指导、鼓舞和借鉴意义。

没有理论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

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

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革命实

践与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含的核心要素都来源于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比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中国共

产党革命精神中蕴含的鲜明的群众观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革命文化的形成

和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容。

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主体，革命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创造的。正是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有了中国革命，才孕育和形成了革命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

斗争和曲折艰辛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与任务，充分坚持和尊重

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干

部、群众的头脑，系统地领导人民群众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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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共同创造了革命文化。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 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 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

人民近代以来 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60多年的发

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由于革命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创造和丰富发展的，

因此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朱喜坤《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革命文化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源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等革命实践。

B．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当代的文化自信，必须立足于革命文化。

C．革命文化和革命实践是共生互促关系，因而革命文化指引着革命实践取得成功。

D．研究革命文化，必须研究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开门见山，先给革命文化下定义，然后指出革命文化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B．文章用延安精神论证了“革命实践孕育革命文化”，并阐述了革命文化的作用。

C．文章从理论自觉的层面，列举事例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形成革命文化。

D．文章摆事实，讲道理，采用了举例论证，引用论证、对比论证等方法，论证有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革命文化内涵丰富，主要内容是革命精神，其次还包括奋斗精神和创业精神等。

B．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难以产生革命文化。

C．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主体，但并不是其参加了活动，就可以创造革命文化。

D．根据文章，“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属于革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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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已经在国外的媒体行业大显身手，国内的 AI＋新闻进程也渐渐起步，人工智能

在新闻业的应用使新闻生产更加高效便捷，用户画像更加清晰，新闻传播效果更加优化，它对

新闻业的内容生产、传播方式、反馈互动等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不过，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存

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之处，关于两者的结合，新闻业应认识到 AI与新闻的关系，主动拥抱新变

化。其实，人工智能与记者恰如机器与人类的联姻。理想的合作状态应该是因为使用了这些技

术和得到机器的帮助，人可以把他的工作做得更好，人可以成为更好的人。“好的婚姻不是

1＋1＝2，而是 0.5＋0.5＝1。”单独来看，人与机器都有各自的局限与劣势，但当两者共生协同

发展时，就成了“1”，这个“1”，可以是一篇新稿件，可以是一个新客户端，可以是一个新编辑

部，也可以是一个新的时代。

（摘编自人民网，2019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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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中国企业的排名上升是因为政府推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中国 2018年共计申请 3万

项人工智能公开专利，大约较 5年前增加 10倍，达到美国的 2.5倍。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利数量

在 2015年就已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按领域来看，中国在人工智能专利领域的增长主

要来自电子商务、数据搜索和语言处理等领域。图片处理专利表现尤其强劲，达到 1.6万项，

达到美国的 4倍。中国在人脸识别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项技术可以通过视频中的画面判断人

的身份。中国的专利有 95％提交给国家知识产权局，但很多企业也都瞄准了海外专利申请。作

为一个相对新颖的领域，人工智能比生物科技等传统领域更容易获得专利。

（摘编自《中关村在线新闻资讯》，2019年 3月 11日）

材料三：

与微软小冰智能对话、看 AI（人工智能）合成主播播报新闻、用智能医生“沃森”治疗肿瘤

癌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人工智能已逐渐渗透到各行业各领域，为人类社会和

经济发展带来变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这是自 2017年“人

工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后，连续三年被写入报告。这无疑预示着，人工智能将在未

来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应用。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表示，人工智能发展至今，

开放是走下去的必要条件。只有把更多的数据、运算力、技术汇集在一起，才能够展现出更大

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足够宽的赛道。”李彦宏说，比竞争更迫切的，是找到更多创新点，创造

更多价值，让技术更好地造福社会。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 3月 11日）

材料四：

一是明确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统筹各方力量，加强相关研究，以老百姓的美好生活为终极

目标，兼顾行业创新发展，明确人工智能在安全、隐私、公平等方面的伦理原则，制定人工智

能伦理的指引性文件，对涉及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问题进行评估和指导。二是强化领军企业担

当，加快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落地。在信息推荐、自动驾驶、虚拟现实等热点领域，推进企业引

领示范，在产品设计和业务运营中贯彻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让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和服务帮助

人们成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同时，鼓励企业探索解决实践中产生的人工智能伦理新问题，

共享行业经验，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和伦理的协同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三是加强国际交流，

引领行业发展，凝聚全球共识。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研究和制定，及早识

别禁区，吸收和弘扬“以人为本”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让技术创新更好地造福人类，为国

际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9年 3月 11日，李彦宏委员的发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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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人工智能与记者的理想合作状态应该是因为使用了这些技术和得到机器的帮助，人

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人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B．人工智能是一个相对新颖的领域，2015年中国在电子商务、数据搜索和语言处理领

域人工智能专利数迅速增长，位居世界首位。

C．人工智能已连续三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政府对人工智能的高度重视，也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它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

D．明确人工智能在安全、隐私、公平等方面的伦理原则，制定指导性文件，对相关问

题评估和指导，都以百姓美好生活为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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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为新闻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人工智能的高效便捷，图像更清晰，传

播效果更优化等特点，促进了国内外媒体新闻行业的发展。

B．中国企业的排名上升是因为政府推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几年前中国的人工智

能专利数量就已经超过美国，人脸识别技术也领先。

C．人工智能逐渐在各行业领域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在医疗领域中，智

能医生对肿瘤癌症的治疗，媒体中 AI合成主播播报新闻等。

D．因为要为国际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贡献中国智慧，所以要加强国际交流，引领行业发

展，凝聚全球共识，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研究。

6．第一、二、三则材料，报道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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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拣麦穗

张 洁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身后拣麦穗了。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

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哈？”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

哩！”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姨们眨了眨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

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着。

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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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

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对呀！”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

样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

“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呢？我那淡淡的眉毛，在满是金黄色的茸

毛的脑门上，拧成了疙瘩。我的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

那块灶糖，我又咧着嘴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

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哒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哒，就歇在哪哒！”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哒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

媳妇来呀！”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要我娘找块碎布，给我剪了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

上描了花。

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倒

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给我收了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地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过的那些个话，都是让人

害臊的话。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了。不过他还是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疼

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

年复一年，我看得出来，他的背更弯了，步履也更加蹒跚了。这时，我真的担心了，担心

他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有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摸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

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那棵柿子树的顶梢上，

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让冬日的太阳一照，更是红得透亮。那个柿子多半是因为长在

太高的树梢上，才没有让人摘下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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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

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

老汉。

后来，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因为我是一个贪吃的，而又生得极其丑陋没人疼

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

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

7．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通过“贼眉贼眼”“眨了眨她那双不大的眼睛”“像一群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等语句，

含蓄地嘲讽了好事、爱逗乐的二姨。

B．小时候的“我”扬言要嫁给卖灶糖的老汉，只不过是想天天吃到美味的灶糖，令人捧

腹的言行很符合孩子幼稚天真的特点。

C．文章语言口语化，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你拣麦穗做哈”“婆姨”“你家住哪哒呢”

等，亲切自然，鲜活真实。

D．文章卒章显志，表达了作者对人世间温情的渴望，凸显了老人“朴素地疼爱”的珍贵

价值，也隐含着生命孤独的淡淡哀愁。

8．文章两次描写柿子树上的小火柿子，有何用意？(6分)

9．文章主要讲述了“我”与“老汉”的故事，为什么却以 “拣麦穗”为标题，请结合全文，谈

谈你的认识。(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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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母曰窦皇后。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

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元年冬十月，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

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

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

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孥，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

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胜识。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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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

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

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遣太尉．．亚夫、大将军窦婴将兵击之。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

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

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夏六月，诏曰：“乃者吴王濞等为逆，起兵相胁，诖误吏民，

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灭，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艺等与濞等为逆，

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污宗室。”九月，诏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

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

失职，朕甚怜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

之。” 三年春正月，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

不识其终始。”甲子，帝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吏民户

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二月癸酉，葬阳陵。

（节选自《汉书·景帝纪》）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B．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C．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D．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古代社会不同地位的人的死称谓不同。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不禄，

士死曰卒，庶人死曰死。

B．丁未，在此表示干支纪年，十二天干、十地支依照固定的顺序相互配合，组成六十

个基本单位，古人以此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

C． 在先秦时代，“朕”是第一人称代词，不分尊卑贵贱，人人都可以自称“朕”，自秦始

皇起专用作皇帝的自称。

D．太尉，始于秦朝时期，负责监察百官，代朝廷起草诏命文书等，秦时和丞相、御史

大夫并称“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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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崇敬先帝。他曾下诏表示高祖皇帝圣明如日月经天，而祭祀的乐舞却不相称，

应为他做昭德之舞，以彰明其美德。

B．景帝善于用人。吴王刘濞等诸侯王举兵造反，即七国之乱，景帝遣周亚夫、窦婴领

兵征讨，平定了叛乱。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A6%E6%9C%9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E%E5%AE%98/15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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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景帝心怀仁慈。七王之乱时对受蒙蔽的吏民及逃亡的士卒不以连坐之律追究，一律

赦免，并且留下遗诏在他死后遣散宫人各归其家，免除终身徭役。

D．景帝勤勉治国。文中多次颁发诏书，涉及礼乐教化、安顿吏民、减轻刑罚、劝勉农

桑，对当时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 (5分)

(2)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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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赠别前蔚州契苾使君

李商隐

何年部落到阴陵，奕世勤王国史称。

夜卷牙旗千帐雪，朝飞羽骑一河冰。

蕃儿襁负来青冢，狄女壶浆出白登。

日晚鸊鹈泉畔猎，路人遥识郅都鹰。

注：①诗题下作者自注:“使君远祖，国初功臣也。”契苾通是铁勒族契苾部落人，贞观

六年，契苾通五世祖契苾何力率部归顺唐王朝。②鸊鹈泉:在今内蒙古五原县。③郅都:西汉景

帝时人，任雁门太守时，威震匈奴。

14．下列对这首诗歌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联以反问起笔，总写铁勒部落归附唐王朝及为朝廷效力的历史，而整首诗则体现

了诗人对民族战争的看法。

B．颔联以景衬人，用一早一晚两个典型时间的行军作战场面叙写了当年契苾通“勤王”

的事迹。

C．颈联转写现实，诗人通过两幅画面表现了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对抵御外族入侵战争

的态度。

D．尾联明写打猎也隐指对敌作战，借傍晚的出猎暗写战争中的“使君”，叙写巧妙，含

蓄深沉，举重若轻。

15．赵臣瑗于《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评价：“义山撰人，神采奕奕。”此诗为我们塑造

怎样的使君形象？请结合诗句内容分析概括。（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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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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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表现诗人宁愿冻死以换取天下劳苦大众温暖的

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离骚》中，屈原表达自己虽爱好修洁，严于律己，但早晨被诟骂，晚上被免职的句子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屈原用“美人”象征理想，抒发政治感慨；苏轼《赤壁赋》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两句也运用了类似的写法。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7～19题。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 ，李白是一个一生都在用世的士子。李白一生的诗歌固多归隐

出世之语，甚至及时行乐的思想与行动也随处可见，那么如果考虑李白一生的行踪，再仔细观

察到文化思潮与整个社会的风尚，我们就会明白，李白一进长安遇冷后，其所有放浪形骸的诗

歌背后，都有其 的痛苦与郁闷，（ ）这是性格使然，也是主流社会思潮的个体呈

现，士子就是士子，士子的社会功用理想流淌在他们每个人的血液与灵魂里。越是仕进不成，

李白越是要我行我素不受羁束爱自由，希图用 的名士风范仕进成功以实现自己用世的生

命需求。所以，李白的“求仙”非为求仙，他的“访道”也非为 ，虚幻不是李白人生的目的。

17．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3分)

A．发现 难以言说 卓尔不群 隐居

B．发现 一言难尽 不同凡响 遁世

C．承认 难以言说 不同凡响 遁世

D．承认 一言难尽 卓尔不群 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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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仔细考虑李白一生的行踪，再观察文化思潮与整个社会的风尚

B．但如果考虑到文化思潮与整个社会的风尚，再仔细观察李白一生的行踪

C．那么如果考虑到整个社会的风尚和文化思潮，再仔细观察李白一生的行踪

D．但如果仔细考虑李白一生的行踪，再观察文化思潮与整个社会的风尚

19．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

A．他表面上的归隐之语，怎能掩饰着急用世的灵魂？

B．一个着急用世的灵魂之前，都站着他所有的归隐之语

C．一个着急用世的灵魂，是表面上的归隐之语难以遮掩的

D．他所有的归隐之语背后，都站着一个着急用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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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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给学生减负到给教师减负，这一教育减负政策的变化，反映出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

视，以及引导和规范学校教育主体责任不断回归。从学校教育的内部系统来说，施教者和受教

者在教育实施过程中是一对直接作用关系， ① ，尤其是与教育教学无关的负担过重，难免

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一位压力山大、心情糟糕的教师， ② 。因此，教育减负，不只是对学

生减负，教师也需要减负。当然， ③ ，而非岗位职能和职业责任，也不是对职业道德、职

业素养要求的放松。

21．请使用比喻手法，为下列新闻拟写一个标题。限 20字以内。（5分）

2018年 12月 1日，共同出席 G20阿根廷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

行了会晤。这是自 2018年 3 月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来两国元首的首次会面。双方讨论了

中美经贸问题并达成了共识，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立即着手解决彼此关切的问

题，指示双方经贸团队加紧磋商，达成协议，取消 2018年以来加征的关税，推动双边经贸关

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实现双赢。

在中美经贸摩擦面临进一步升级的关头，中美元首共同踩下刹车，体现出相向而行、对话

解决的意愿。同时，也体现出中方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立场，以及所

坚持的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谈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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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在国庆期间悄悄到学校探望独生女儿，本准备送去惊喜却反遭冷落、抱怨。问原因，

女儿说她已和同学约好要去外地游玩，父母未经同意就来到学校，对她极不尊重。

有人不赞同女儿的做法：“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应体谅、尊重父母。

也有人认为父母的做法有待商榷：父母应该想到，孩子与同学可能的假期旅行安排；或者

出发前应沟通好探望时间。父母忘了尊重子女作为成年人的自主权，所以注定换不来孩子的爱

与尊重。

对此现象，某班级拟召开班会讨论，请你联系现实生活，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观点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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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