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答案

1．C

【解析】C项，曲解文意，“徐志摩制定新诗格律”错误，原文第 2 段“徐志摩则在创作中

丰富了新诗的格律”。是“丰富了”，不是“制定”。

故选 C。

2．D

【解析】

D项，理解错误，由“新诗在音乐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很多不足。造成这些不

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知，文章采取并列结构分析了新诗音乐性不足的原因，并非是“分

析新诗音乐性不足的具体表现”。

故选 D。

3．B

【解析】A项，“众多开创性”错误。原文是“新月派的闻一多等人随后又通过融合西学与

回归传统的方式建立了新诗的现代性规范”“象征派诗人也特别注重诗歌与音乐的联系，渴

望如音乐一般精美的纯诗，达到声音与意义互通互释”，看不出是“众多开创性”贡献。

C项，“所以现代诗人要以一种非功利心创作”强加因果，无中生有。原文是说“第一，过

度强调诗歌的功用性。新诗伊始，侧重的是打破传统而非建设，即使后来的新月派和象征派

关注新诗的音乐性，力促新诗美学回归，但新诗仍被赋予过多的载道属性，影响了其音乐性

的发展”，只是分析新诗的不足的一个原因，得不出选项的结论。

D项，无中生有，“作者对我们当下的诗人及诗评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于文无据，文中分

析完“新诗在音乐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很多不足。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之后就结束了，并没有选项所说的内容。故选 B。

4. A

【解析】A项，“大型商场与餐饮的夜间消费呈逐年大幅上涨趋势”于文无据。原文虽有“大

型商场每天 18 时至 22 时的销售额超过全天销售额的 50％，2018 年，国内夜间餐饮消费较

上年增长 47％”的描述，但是否“呈逐年大幅上涨趋势”，不能知道。故选 A。

5.B

【解析】B 项，“‘夜经济’才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于文无据。材料一：“以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推进，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与习惯。人们开

始追求高品质、多样化消费……消费者开始在能力范围内追求更加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

由此句可知消费者消费的多样化，不能得出“夜经济”才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文中没有这

样的表述。故选 B。

6.①多地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刺激“夜经济”更快发展。②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

高质量发展阶段，“夜经济”市场前景广阔。③消费者消费观念、习惯与时俱进，追求更加

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④文化底蕴丰富，各地有其自身文化特点，能够挖掘本地夜间资源，

丰富业态种类。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近年来，多地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

策，夜经济在激发消费潜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可归纳：多地

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刺激“夜经济”更快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

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推进，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与习惯。……消费者开始在能力范围内追

求更加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可归纳：消费者消费观念、习惯与时俱进，追求更加丰富多

样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经济致力于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新的历史时期，夜经济由

于其蕴含巨大的消费潜能、市场空间开始被人们关注。”“随着人们对高质量、高品质生活

的追求，特别是对自然的钟爱和深层的理解，夜间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日益重要、更加关

注的部分。”可归纳：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夜经济”市场前景

广阔。“发展‘夜经济’，应充分挖掘本地夜间休闲资源、场所和项目，结合自身文化特点，

打造休闲娱乐项目。”“上海在去年 4月出台《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围绕‘国际范’‘上海味’‘时尚潮’三个特点打造‘海派夜经济’”可归纳：文化底蕴丰

富，各地有其自身文化特点，能够挖掘本地夜间资源，丰富业态种类。

7. D



【解析】“因为不忍杀害无辜的喽啰，而放弃了刺杀王伦的想法”错误，小说中“不乏自知

之明的林冲想法和提刀出房时颇不同了”“固然需要一双铁臂，但更需一颗伟大的头脑”等

体现了林冲放弃刺杀王伦的真实想法，让林冲停下杀手的是林冲对自我、对梁山泊的反思。

8.【答案】①以林冲的心理活动为线索，有利于串联起林冲一生的遭遇，使人物形象更完整;②

以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角度灵活自由，便于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反映更全面的生活图景;③

重点将林冲内心的思想矛盾更尖锐地展示出来，对王伦和梁山泊的看法超越了原著的内涵，

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思想性。(每点 2 分）

9.【答案】①“林教头”是朝廷罪囚，“豹子头林冲”已是流落梁山泊的江湖人物。②“林

教头”安分守己，忍辱负重，随遇而安;“豹子头林冲”情绪激烈，反抗意识强烈。③“林

教头”是从一忍再忍到忍无可忍;“豹子头林冲”则是开始冲动暴躁，后来冷静反思，忍而

不发。(每点 2 分)

10. A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能力。

“善将”的意思是“善于带领”，应带有宾语，在“善将”后断开，缺少宾语，排除 B；“此

乃……也”表判断，中间不能断开，排除 C；“何为”正常语序为“为何”，与后面“为我

禽”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疑问句，意思是“多多更好，为什么被我擒住”，排除 D。这段

话的意思是：皇上笑着说：“您越多越好，为什么还被我俘虏了？”韩信说：“陛下不能带

兵，却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我被陛下俘虏的原因。况且陛下权力是上天赐予的，不是人力

能做到的。”

故选 A。

11.B

【解析】爵位有五等，分别为：公、侯、伯、子、男，侯为第二等。

12. D

【解析】D 项，“本没有反叛之心，听信小人之言”有误，根据原文“而天下已集，乃谋畔

逆，夷灭宗族”可知，韩信有反叛之心；“实属不该”错误，而文中说的是“夷灭宗族，不

亦宜乎”。

故选 D。

13.（1）您管辖的地区（1 分），是天下精兵聚集的地方（1 分）；而您，是（1分）陛下

信任宠幸的臣子。如果有人告发说您反叛（1 分），陛下一定不会相信。

（2）假使韩信能够学习圣贤之道谦恭退让（1 分），不夸耀（1 分）自己的功劳，不自夸（1

分）自己的才能，那就成为贤者了（或译为：那么或许可以保全自己了）（1 分）

（3）如果放弃攻打郑国，而把郑国当作东方道路上的主人（1分），出使的人（1 分）来来

往往，（郑国）供给他们缺少的东西（1 分），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1 分）。

（4）樊将军因为走投无路处境困窘（1 分）而来归附（1 分）我，我不忍心由于自己个人的

私仇而伤害忠厚之人（1分）的心意，希望您再想想别的办法吧（1 分）。

【译 文】

韩信知道汉王畏忌自己的才能，常常托病不参加朝见和侍行。从此，韩信日夜怨恨，在

家闷闷不乐，和绛侯、灌婴处于同等地位感到羞耻。韩信曾经拜访樊哙将军，樊哙跪拜送迎，

自称臣子。说：“大王怎么竟肯光临。”韩信出门，笑着说：“我这辈子竟然和樊哙这般人

为伍了。”皇上曾经闲暇时和韩信议论将军们的高下，认为各有长短。皇上问韩信：“像我

的才能能统率多少兵马？”韩信说：“陛下不过能统率十万。”皇上说：“你怎么样？”回

答说：“我是越多越好。”皇上笑着说：“您越多越好，为什么还被我俘虏了？”韩信说：

“陛下不能带兵，却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我被陛下俘虏的原因。况且陛下权力是上天赐予

的，不是人力能做到的。”

陈豨被任命为钜鹿郡守，向淮阴侯辞行。淮阴侯拉着他的手，避开左右侍从在庭院里漫

步，仰望苍天叹息说：“您可以听听我的知心话吗？有些心里话想跟您谈谈。”陈豨说：“一

切听任将军吩咐！”淮阴侯说：“您管辖的地区，是天下精兵聚集的地方；而您，是陛下信

任宠幸的臣子。如果有人告发说您反叛，陛下一定不会相信；再次告发，陛下就怀疑了；三

次告发，陛下必然大怒而亲自率兵前来围剿。我为您在京城做内应，天下就可以取得了。”

陈豨一向知道韩信的雄才大略，深信不疑，说：“我一定听从您的指教！”汉十年，陈豨果

然反叛。皇上亲自率领兵马前往，韩信托病没有随从。暗中派人到陈豨处说：“您只管起兵，



我在这里协助您。”韩信就和家臣商量，夜里假传诏书赦免各官府服役的罪犯和奴隶，打算

发动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部署完毕，等待着陈豨的消息。他的一位家臣得罪了韩信，韩

信把他囚禁起来，打算杀掉他。他的弟弟上书告变，向吕后告发了韩信准备反叛的情况。吕

后打算把韩信召来，又怕他不肯就范，就和萧相国谋划，令人假说从皇上那儿来，说陈豨已

被俘获处死，列侯群臣都来祝贺。萧相国欺骗韩信说：“即使有病，也要强打精神进宫祝贺

吧。”韩信进宫，吕后命令武士把韩信捆起来，在长乐宫的钟室杀掉了。韩信临斩时说：“我

后悔没有采纳蒯通的计谋，竟然被妇女小子所欺骗，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诛杀了韩信三

族。

太史公说：我到淮阴，淮阴人对我说，韩信即使是平民百姓时，他的心志就与众不同。

他母亲死了，家中贫困无法埋葬，可他还是到处寻找又高又宽敞的坟地，让坟墓旁可以安置

万户人家。我看了他母亲的坟墓，的确如此。假使韩信能够学习圣贤之道谦恭退让，不夸耀

自己的功劳，不自恃自己的才能，那就成为贤者了（或译为：那么或许可以保全自己了）。

他在汉朝的功勋可以和周朝的周公、召公、太公这些人相比，后世子孙就可以享祭不绝。可

是，他没能致力于这样做，而天下已经安定，反而图谋叛乱，诛灭宗族，不也是应该的么。

14．B

【解析】本题属于综合考查题，考查学生对诗句的理解能力。采用了客观选择题的形式。解

答此类题目，首先要审题，即明确题干的要求，然后要注意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参看注释，

逐句翻译诗句，接着把握诗歌的意象，分析诗歌营造了什么样的意境，领悟作者表达了怎么

样的思想情感，思考诗歌中运用了哪些表现手法，再对照选项一一确认，得出答案。本题中，

B项，“不经意间”有误。既然是庭中奇树，女主人公应是有意观看。

故选 B。

15．内容方面：都是通过采花相赠的方式，抒发对远方之人的思念之情，都抒发了因路远无

法将鲜花送达的痛苦心情。表现手法：都采用了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沙江采芙蓉》借“美

蓉”“兰泽”“芳草”等美好景物来村托哀情；本诗通过“奇树”“绿叶”“荣”“馨香”

等繁荣旺盛的意象，来突出主人公的孤单寂寞，抒写其心中的哀怨伤感。

【解析】本题考查诗歌比较鉴赏的能力。比较鉴赏题有如下设题角度：从大方面看，比较阅

读题一般从“求同”、“求异”两个方面来设计问题；从小方面看，可以从诗歌的体裁、题

材、形象、语言、感情、思想内容、表现技巧等方面设题。首先要注意题干中的要求“分析

《涉江采芙蓉》与本诗在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的相同之处”，答题时要注意内容上结合具体

诗句分析，表现手法上结合两首诗所选取的意象的共同特点做分析。内容上，这首诗写一个

妇女对远行的丈夫的深切怀念之情。由树及叶，由叶及花，由花及采，由采及送，由送及思。

写一个妇女对远行的丈夫的深切怀念之情。《涉江采芙蓉》借助他乡游子和家乡思妇采集芙

蓉来表达相互之间的思念之情。表现手法上，《涉江采芙蓉》全诗运用借景抒情及白描手法

抒写漂泊异地失意者的离别相思之情；从游子和思妇两个角度交错叙写，表现游子思妇的强

烈情感；运用悬想手法，在虚实结合中强化了夫妻之爱以及妻子对丈夫的深情。本诗前面六

句来看，诗人写花的珍奇美丽，暗用比兴的手法，以花来衬托人物，花事的兴盛，显示了人

物的孤独和痛苦。

16. （1）不见复关，泣涕涟涟

（2）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3）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4）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5）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6）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17．B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正确使用词语、成语（包括熟语)的能力。

第一空，歌功颂德：歌颂功绩和恩德（多用于贬义）。有口皆碑：形容人人称赞。由“统治

者”“粉饰”可知，语境是说知识分子扮演歌颂统治者的帮闲角色，故选用“歌功颂德”。

第二空，黔驴技穷：指仅有的一点儿本领也用完了（多含贬义）。无计可施：没有计谋可以

施展，指想不出对策，没有任何办法。“黔驴技穷”有“本领本来就有限”的意思，语境中

没有这个意思，故选用“无计可施”。



第三空，淋漓尽致：形容文章、谈话等详尽透彻，发挥充分，也形容暴露得很彻底。入木三

分：形容书法刚劲有力，也形容议论、见解深刻。语境说鲁迅对隐士心理的分析很深刻，故

选用“入木三分”。

第四空，最初：最早的时期；开始的时候。首先：最先，最早；第一（用于列举事项）。语

境强调改革开始的时候，应选用“最初”。

故选 B。

18．C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语言表达的连贯能力。

文段的论述对象为“知识分子”，故此处应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做主语，由此排除 A、

D两项。一些知识分子“不做帮忙帮闲”，离开衙门，隐入山林，是出于主观意愿，并非“被

逼”，故排除 B项。

故选 C。

19．D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

A项，“和……帮忙帮闲”搭配不当，应将“和”改为“做”。

B项，语序不当，应将“不但”移至“知识分子”之后，“而且做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

忙帮闲的危险”成分残缺，缺少谓语。

C项，两个分句之间没有转折关系，“然而”关联词误用。

故选 D。

20.答案 ①逐渐递增的趋势 ②2020 年目标的实现 ③个人素质发展的必然要求

21.【参考例文】

大浪淘不尽英雄气

“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朝代更替，岁月轮回，长江黄河依旧奔腾于神

州大地。江水洗去了前朝的“磨戟沉沙”，褪去了千古的“断壁残垣”，但浪淘不尽的，是

始终巍峨于民族之林的“英雄气概”。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自古以来，无数英雄豪杰，于泱泱华夏，镌刻着一部部

英雄史。

曾记否，唐太宗于榻下思虑朝政，牵挂天下苍生，于朝堂直面谏言，不忘君主使命；于

私访中考察民情，只为千万黎民。曾记否，蔺相如对廉颇的一次次避让，为国家利益作出的

一次次牺牲，在秦王面前的一声声抗言。曾记否，梁启超于北京写下的变革请文，在青年中

传播的先进话语……，无管是圣明的领导者，一心为国的政客，立志变革的先锋，都为整个

国家的良好运行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人民的英雄，是国家的根基，更是民族的

脊梁。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日之中国，千万英雄志士，在东方一隅，书写着一个个

新的中国奇迹。他们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的新

年致辞中提到：“新年之际，我最牵挂的还是广大群众。”抗癌药的降价，脱贫攻坚战的坚

定，反腐的坚决……无一不证实了新一代领导班子的使命。他们是为国为家的无数志士。“人

民的好大哥”廖俊波昼夜辗转，只为给百姓带来更好的生活；守在开山岛三十二年的王继才，

与两百多面升过的旧红旗，构成一座最丰满的家国丰碑；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吗，刚下手

术台便奔赴一线，打造中国的世界名片；“大国工匠”王津，在故宫默默修整文物多年，只

为中国传统文物得以保留……

他们是领头改革的先锋。“互联网行业领军人物”马化腾，创造出 QQ、微博，让国人

有专属的社交软件……他们是千千万万的普通群众。环卫工人、快递小哥、铁路工作人员……

无数普通人也为这个国家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一分热，发一分

亮，此后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中国从来不缺英雄，更不缺英雄气概。但正如郁达夫所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

悲的，一个有了英雄却不懂得尊敬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必须尊



敬英雄，留存英雄气概的温热，才能消减“拜金主义”的“软骨症”，减少“物质利益往来”

的“蝇头狗苟”，中华民族的英雄大厦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

大浪淘不尽英雄气，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珍视这富贵的气概，使之在雄鸡上空，久久

萦绕。

【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本题是任务驱动型作文。写作任务十分明确——以上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散发着的“英雄气”

有许多依然有现实意义。对此你有怎样的理解和感悟呢？请从以上人物中选取两三个来解读。

本题材料中列出了一系列历史人物名字，然后指出这些名字“在历史的天空闪烁，人间的一

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是要求学生根据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解读“英雄气”，思考“英

雄气”的“现实意义”。因此在行文过程中，不能单纯地解读人物，而是要挖掘不同人物精

神品质的内在关联，并且呈现出“英雄气”的内涵及现实意义。这些人物来源于课本，他们

的事迹和品质是学生熟悉的。当然，学生也可以跳出课本的限制，对人物做更深入的解读，

但是一定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正因为如此，这次作文的立意是很丰富的。

参考立意：

1.唐太宗、孔子：胸怀天下、志存高远；

2.秦始皇、荆轲：敢为人先、革故鼎新；

3.司马迁、庄子：坚定忠贞、坚守信仰；

4.烛之武、蔺相如：果敢无畏、大公无私；

5.梁启超、辛弃疾：激浊扬清、舍生取义。

6.还可以组合其他的，言之成理即可。

参考素材：

1. 荒凉的北海，羊群咩咩地叫着，不远处坐着一位手持汉节的人，从黑发到白头，用半生

的心血续写着丹青。南方，皇帝一代又一代，然而，谁也不记得，遥远的北海上，立着一座

汉朝不倒的丰碑。汉节上的漆一层层褪去，老人的眼里却始终燃着一丝火光。匈奴的可汗惧

怕：“怎么还有这么固执的人？”他更无法理解，这半生的重量承起的竟是中华民族永世的

骄傲！在生命的天平上，有人只念个人的荣辱得失，但是更有人胸怀天下，把国家的繁荣太

平，民族的坚贞气节放在心上。恰恰是这些人，托起生命的天平，紧握永恒的绳索，在生命

与永恒的拔河中，探到永恒的答案。

2. 不能忘记，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慷慨凛然，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

思为国戍轮台”的矢志不移，霍去病“不灭匈奴不为家”的激昂豪迈，文天祥“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英雄气概！沧桑的岁月已留痕，繁荣的祖国正兴盛。我们是祖国的

骄子，是新时代的宠儿。风华正茂的一代啊，怎样用钢筋铁骨支撑起共和国的大厦，怎样迈

开走向世界的步伐？同学们，祖国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应该为之而付诸努力。

3. “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的一句感叹，让世人对孙权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年少亡父，随

兄长颠沛流离，年仅十八，就接替父兄基业，坐领江东。年少万兜鍪，他以他的自强精神与

老谋深算的劲敌相抗衡，使得江东政治清明，人民乐业，也正是因为他的自强自立，为江东

打下坚实基础。这，难道不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吗？

4. 何谓英雄？久经沙场“不斩楼兰誓不还”的将军是英雄，甘心退让“先国家之急而后私

仇”的大臣是英雄，忠于祖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大夫是英雄，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

寰”的文士是英雄……提起英雄，我们的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一个个高大伟岸的身影，他们

的身后总是国家兴亡，民族存亡，他们的形象总是光芒万丈，似乎可望而不可及。

5. 英雄气，是楚大夫“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悲壮情怀；英雄气，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无畏气概；英雄气，是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的念念不忘；英雄气，是谭嗣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耿耿于怀……面对国家危亡，英

雄气往往油然而生。五四浪潮中，那些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战斗口号的学子，就是

英雄气勃发的热血青年；抗日战争中，那些誓死“驱除强盗，还我河山”从而奔赴革命圣地

延安的青年，就是英雄气旺盛的中华儿女！

行文结构：



例文选取了“唐太宗、蔺相如、梁启超”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拟写标题为“大浪淘不尽英

雄气”。简要叙述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并从他们的事迹中挖掘出英雄气和现实意义。然后，

联系当代，并指出当代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做出贡献的当代英雄。最后指出，“中国从

来不缺英雄，更不缺英雄气概。”“大浪淘不尽英雄气，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中华民族

正是依靠这些英雄人物的引领不断走向繁荣和富强。

【点睛】

任务驱动型作文题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作文材料本身是有争议性的实事或时事；二是

材料尽可能体现时代价值观多元化这一特点，要求学生就事论理，把理说清，话道明，并且

分析事件要贯穿写作始终；三是带有明显的驱动任务。这些驱动任务包括文体、内容、思维、

对象，考生要根据这些任务来写作，而不能脱离这些任务。写作这类作文，首先要明确写作

要求，弄清任务。第二要抓住材料核心事实，明确是非。第三，选好角度，围绕是非，确立

观点。所谓“选好角度”，就是指要从核心角度、重要角度来立意，同时应兼顾自己擅长的

角度，也就是自己积累了相关素材，有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的角度。在写作时，可围绕是非

来设置分论点。这样确立观点，就准确、全面、有思辨性，符合高考对学生的考查要求。第

四，围绕材料就事说理，类比论证展开写作。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中的材料除了生发出观点

外，还应把“分析材料、就事说理”贯穿在具体的写作中，这是任务驱动型材料的一个显著

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