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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八中 2021-2022 学年度下学期第一次月考

特色高二语文参考答案
1．B
【解析】B. “所以传统节日与文学在各个方面是相通的”错误。根据原文第②段“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

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可知，传统节日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与文

学有相通之处，并不是与文学在各个方面都是相通的。 故选 B。

2．C
【解析】C. “文章运用了类比论证”错误。类比是基于两种不同事物或道理间的类似，借助喻体的特征，通过联

想来对本体加以修饰描摹的一种手法。对比是把具有明显差异、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的表

现手法。根据原文第⑤段“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

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可知，此处运用的是对比论证。 故选 C。

3．D
【解析】A.“也直接引发人们对人之起源、意义、价值等问题的思考”错误。根据原文第③段“文学也经由审美

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可知，文学需要经由审美活动，

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并不能直接引发人对生命本原的思考。

B.“也使传统节日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错误。根据原文第①段“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

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和第⑤段“成体系的传统节日，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可知，“有关传统节日的作品”与“传统节日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之间并不存在必

然的因果关系。

C.“使人类精神世界失去光彩”错误。根据原文第⑤段“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

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

彩”可知，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并不是使人类精神世界失去光彩。 故选 D。

4．A
【解析】A.“儿时受父母的影响”错误，主要是受姑姑、姑父的影响。由原文“特别是姑姑、姑父身上那种强烈

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献身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言行，对张存浩影响很大”可知。 故选 A。

5．D
【解析】A.“担心张存浩的生命安全”错误，由原文“是不愿儿子接受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指日本侵略者

推行的奴化教育，而不是担心安全。

B.“二是因为考虑到……”于文无据。由原文“一位年长自己二十多岁的前辈科学家如此看重自己，亲自登门相

邀，张存浩深受感动，当即点头答应，当晚便随张大煜乘火车前往大连，开始了实现报国梦想的科研人生”可知感

激是有的，但实现报国梦想没有提及。

C.“使……成果失去了其价值”说法不准确，由原文“我国发现了大庆油田，合成油研究很快被叫停”可知，是合

成油研究被叫停，没有说成果失去了其价值。 故选 D。

6．①由张存浩担任室主任的“化学激光研究室”，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超音速燃烧型氟化氢、氟化氘激光器。

②1985年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③1992年，张存浩牵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波氧

碘化学激光器。

【解析】首先确定内容所在区域，张存浩在“化学激光”领域的成就的相关内容在文章的最后两段。简述成就时

要全面，不要遗漏要点。由原文“张存浩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应该搞化学激光。随后‘化学激光研究室’成立，张存浩被

任命为室主任。经过半年努力，研究室便将激光的功率从 0.3瓦提升至 100瓦，并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超音速燃烧型

氟化氢、氟化氘激光器，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可知由张存浩担任化学激光研究室主任过程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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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努力，获得研制超音速燃烧型氟化氢、氟化氘激光器的成就。

由原文“张存浩在化学激光器研发上不断攻关，带领着中国人在这一领域不断发展。1979年，他提出研究波长

更短的氧碘化学激光，经过数年奋战，于 1985年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可知获得放电

引发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的成就。

由原文“1992年，张存浩牵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多年后，他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奖，他

也因此赢得了“中国化学激光之父”的美誉”可知获得波氧碘化学激光器的成就。

7．D
【解析】D．“通过只言片语表现了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的质朴乐观和积极追求”有误，文中“但这只是梦想，他

的祖祖辈辈都在高原上，没有一个人去过海边。尤其是当爷爷听说罗布想看大海时，爷爷笑了，说咱们高原上处处

都有海子”“阿爸没有阻拦他，只是问：‘难道不是海军你就不想去了么’”，如果说“大海”象征人们走出家园了解外面

世界的梦想的话，草原上的“海子”就是现实世界，从对爷爷和爸爸的描写中，主要突出草原上人们对草原这一生活

家园的热爱，对现实生活的满意。折射出藏区人们对家园生活的满足，表现出他们的朴实。 故选 D。

8．①呼应标题，使小说结构更加完整；②突出形象，使军人的崇高形象定格在读者心中；③营造意境，画面

充满诗意，令人同味；④深化主题，讴歌了当代军人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

【解析】首先分析结尾的内容，这一段以一个充满诗意的画面收尾，属于写景段，山风习习，风中军人站立风

中，帽子上的飘带随风飘动，让画面充满诗情画意，有令人回味的效果，写景段收尾往往有意蕴悠远的效果。

抓住“山上的风”“吹拂着罗布和站长帽子上的飘带”分析，结尾这一段写山顶的风、写罗布和站长海军帽子上的

飘带，突出了军人的崇高形象。

罗布和站长最初的梦想都是走出草原、走进外面的世界，但现实却与他们的所想有所差距，但他们依然在这种

生活坚守自己的岗位，在这离海 100多里的山头上，他们听到了“海风”，当“雾气漫上来了，整个山谷云雾涌动”，
他们看到了“大海”，他们在这山头的雷达站看到了自己的“梦想”，小说的结尾深化了小说的主题，讴歌了当代军人

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

小说的标题是“山顶的海风”，结尾提到“山上的风确实像是海风”与标题呼应，让小说浑然一体，结构完整。

9．①“海子”是藏区和草原上人们的生活家园，象征现实；②“大海”象征着他们走出了家园了解外面世界的梦

想；③二者交替出现，暗示了现实与梦想的冲突。

【解析】需要先找出“大海”和“海子”的内容，分析“大海”和“海子”的象征义，再结合罗布追寻梦想的足迹分析

二者交替出现的寓意。如结合“他便知道了高原上那些叫海子的地方不是大海，而是湖泊”“他的祖祖辈辈都在高原

上，没有一个人去过海边。尤其是当爷爷听说罗布想看大海时，爷爷笑了，说咱们高原上处处都有海子”分析可知，

“海子”是藏区和草原人民生活的家园，是现实生活的象征。

结合“罗布想要走出高原，他想拥有一片真正的大海”“他几乎天天都在做着关于大海的梦”“罗布想要去看大

海”“当罗布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海后……他们把雪山脚下或是草地上面的湖泊叫成海，是因为他们觉

得眼前的这片水域太大了，像是他们心中的海”等分析，从这些内容可知，“拥有一片真正的大海”是罗布的梦想，

罗布想要去看大海，想要走出草原了解外面世界。“大海”象征着人们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梦想。

文中罗布想要看海，于是参加海军，结果在新兵营的时候，罗布“能隐隐地听到军舰的汽笛声，浑厚悠远。每

一个梦里，军舰都能在罗布的眼前出现。可是，每次醒来，只能听到战友们轻轻的鼾声”，等到下连队的时候，“汽
车越走离海的方向越远，最后停在了一座山顶的雷达站前”，在罗布的世界，现实与梦想总是擦肩而过，“海子”和“大
海”的交替出现，就暗示了现实与梦想的冲突。

10．A
【解析】句意：为他效力的汉族人只有周挚、高尚等几个人，其他人都是被威逼胁迫的苟合之人，至于天下大

计，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不出两年，就没有贼寇了，陛下不要想着迅速击败叛贼。

“数人”指的是“周挚/高尚等”，而“余”做“皆胁制偷合”的主语，所以“数人”和“余”之间要断开，排除 B、C。
“胁制偷合”都是“余”的谓语，不能断开；“至天下大计”，“至”，至于，连词，一般位于句首，其前断开，排除

D。 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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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
【解析】B．“皇帝的诏令”错误。皇帝的诏令是“敕”念 chì；本字“赦”念 shè，国家权力机关免除或减轻刑罚。

故选 B。

12．D
【解析】D．“依附使者进见”错，结合“帝博问群臣，泌破一桐叶附使以进”分析，德宗广问群臣，李泌撕破一

片桐树叶交付使者进呈德宗。考查“附”字的准确理解，应该是“李泌把撕破的桐树树叶交付使者进呈德宗”。 故

选 D。

13．（1）李泌拜见肃宗后，陈述了天下成败之事的原因，希望以宾客身份跟随。

（2）他谋事算得上忠诚，轻易舍弃官职算得上高尚，自我保全算得上机智，最后做了宰相，算得上立功立名

的人。 （每点 1 分，句意通顺 2 分）

【解析】（1）“所以”，……的原因；“以客”，凭借客的身份；“从”，跟随。

（2）四个“近”，近似，接近，与……差异不大；“轻去”，轻易舍弃官职，轻易离开；“卒”，最终，终于。

参考译文：

李泌，字长源，是西魏八柱国李弼的第六代孙，七岁时就能写文章。李泌曾经写诗讥笑讽刺杨国忠、安禄山等

人，杨国忠憎恨他，下令将他贬到蕲春郡。

肃宗在灵武即位，李泌拜见肃宗后，陈述了天下成败之事的原因，希望以宾客身份跟随。起初，军中商议立元

帅，很多人看好建宁王，李泌密奏肃宗：“建宁王确实贤良，但广平王是您的嫡长子，具有国君的器度，难道让他

成为吴太伯吗？”肃宗说：“广平王是太子，何必需要做元帅呢？”李泌说“如果元帅有功，皇上不让元帅当太子，

能行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当初，肃宗为太子时，李林甫多次用谗言陷害他，形势很危急，到他即位后，他

非常怨恨李林甫，打算掘墓焚尸来泄恨。李泌认为身为天子而念念不忘旧怨，等于向天下显示自己的气量狭窄，使

那些胁从之徒更有理由投奔叛贼。肃宗很不高兴。李泌回答说：“太上皇年岁已高，听到陛下心里惦记旧怨，会内

心惭愧不高兴。万一病倒，这就是陛下据有广大的天下却使亲人不得安身了。”肃宗受触动，明白过来。皇帝偶然

询问打败安禄山的时间，李泌回答：“贼兵抢掠了金银织锦、男女百姓，全送到了范阳，仅有苟合之人的贪得之心，

他能统治中国吗？为他效力的汉族人只有周挚、高尚等几个人，其他人都是被威逼胁迫的苟合之人，至于天下大计，

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不出两年，就没有贼寇了，陛下不要想着迅速击败叛贼。”崔圆因为李泌深受肃宗亲近信任，

非常忌恨，李泌到衡山隐居。

德宗在奉天时，将李泌召到行宫。当时李怀光叛变，这年又遭蝗灾、干旱，参议者希望德宗赦免李怀光。德宗

广问群臣，李泌撕破一片桐树叶交付使者进呈德宗，并奏道“皇上与李怀光，君臣的名份不能再复合，就似这片树

叶一样。”因此德宗不再赦免李怀光。贞元三年，他被授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初，张延赏裁减全国

的吏员，李泌奏请恢复旧制，说：“现在，人口虽然减少了，但公事却比太平时期的十倍还多。陛下想要裁减州县

当然可以，但吏员名额不能减少。所谓裁减官员，是裁去那些多余的人员，不是那些正常编制的人员。”李泌又分

条陈奏：“左右赞善有三十个，其中二十个可以取消。按照旧制，诸王在没有出宫任职之前，都不委任属吏。”德

宗很高兴。当时，一个州刺史每月薪俸高达千缗，但在京官员的薪俸却很低，节度使被调到京城来做官，竟被称作

失权。李泌认为外官俸禄过厚，在京官员的俸禄太少，便请求按照官职的闲忙，普遍增加薪俸，人们都认为很合适。

赞说：李泌的为人，真优秀啊!他谋事算得上忠诚，轻易舍弃官职算得上高尚，自我保全算得上机智，最后做

了宰相，算得上立功立名的人。

14．B
【解析】B.“发泄内心的愁闷”错误，诗人作主人，请万象（天地万物）作客人，舀尽西去长江的水，用北斗七

星作酒器，低斟浅酌的招待天地万物，这是何等气势，因此该句表现的“豪迈的气概”。“扣舷独笑”表现了诗人内心

的愤慨。 故选 B。
15．①虽同处于贬谪后，但张词用“表里俱澄澈”“肝胆皆冰雪”“扣舷独笑”表达了对自己冰雪般品格的自信，对

奸佞的不屑；②孟诗用“端居耻圣明”“徒有羡鱼情”更多地表达了诗人正当年富力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希望

得到引荐，愿为国家效力，做一番事业的思想感情。 （每点 3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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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张诗中，“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中的“表里俱澄澈”是
这首词主旨所在，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写秋月秋水之美，美在哪里，美在澄澈。澄是水清，澈也是水清，上

上下下，里里外外，没有一丝一毫浑浊，没有一丝一毫污染，这样的清澈明亮，有如非人间的琉璃世界；另一层是

说三万顷湖上扁舟上的我，也有如秋月，有如秋水，我就是一个光明磊落，坦坦荡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男子

汉、大丈夫。所以表里俱澄澈不仅是写景，而且也是写人，写自己品格之美。“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一方面指

月亮在天宇中，只能自我孤独地照耀着；另一方面想起自己的岭表一年，不被人所理解，同时诗人也无需别人理解，

只能与孤月作伴，引清冷的月光相照。冰雪的特点是洁白晶莹，所以“肝胆皆冰雪”，实际上是说，尽管自己被免职，

但自己是光明磊落、心地纯洁、肝胆照人的；另一层意思是说，我问心无愧，话语中有愤慨、有失望、有自我安慰，

但主要还夹杂着自豪、感情真挚而又复杂。“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中，扣舷是动作，独啸是声音，张孝祥则是

敲击船沿、仰天长啸，抒发出自己的满腔豪情与愤慨之情，表达了诗人对对奸佞的不屑。

孟诗中，前四句“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写洞庭湖壮丽的景象和磅礴的气势，引

出下文抒情。“欲济无舟楫”，是从眼前景物触发出来的，诗人面对浩浩的湖水，想到自己还是在野之身，要找出路

却没有人接引，正如想渡过湖去却没有船只一样。“端居耻圣明”，是说在这个“圣明”的太平盛世，自己不甘心闲居

无事，要出来做一番事业。最后两句，再进一步，向张丞相发出呼吁，说自己坐在湖边观看那些垂竿钓鱼的人，却

白白地产生羡慕之情。希望对方帮助的心情是在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来的。

16．（1）于嗟鸠兮 无食桑葚

（2）怨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察夫民心

（3）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4）地崩山摧壮士死 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5）异日图将好景 归去凤池夸

（6）过春风十里 尽荠麦青青

17．C
【解析】第一空，“饱经沧桑”，形容经历过很多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形容世事变化大。语境中指经历世事

变迁后“帕特农神庙现在只留下一座石柱林立的外壳”，应该用“饱经沧桑”。
第二空，“蔚为大观”，形容事物给人一种盛大的印象（多指文物）。“洋洋大观”，形容事物繁多，丰富多彩。

语境中指帕特农神庙的外观依然盛大，用“蔚为大观”。
第三空，“发祥地”，指民族、革命、文化等起源的地方。“发源地”，河流开始流出的地方，也借指事物发端、

起源的所在。语境中指帕特农神庙是古雅典人政治、宗教、经济和民主思想等文化的起源，用“发祥地”。
第四空，“奔走呼号”，形容为办成某事而到处宣传，以争取同情和支持。“奔走相告”，指有重大的消息时，人

们奔跑着相互转告。语境中强调“火炬手高举着燃烧的火种”通过奔走的方式来宣传，用“奔走相告”。 故选 C。

18．D
【解析】根据下文“你还能看到”，利用主语一致原则，排除 AB。
注意逻辑关系，由“惊叹”到“折服”程度递进，排除 C。 故选 D。

19．B
【解析】原句有三处语病：

“帕特农神庙被美术史家称之为”结构混乱句式杂糅，删除“之”。
“让希腊人魂牵梦萦、令世人引以为荣”不合逻辑，“魂牵梦萦”和“引以为荣”调换位置。

“天灾人祸的灾难”赘余，删掉“的灾难”。
全部修改正确的只有 B项。 故选 B。

20．①再有针对性地“治疗” ②恰恰是相反的 ③如何应对多灾并发的情况

【解析】第一处，后文有“以帮助城市适应各种慢性压力和应对急性冲击”，可见此处应填具体做法，结合前文

“进行‘体检’，找出‘病因’”，此处应是下一个环节，即“再有针对性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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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处，前文有“以从城市建筑行业视角的观察为例，在‘5·12’汶川地震后的下午，街道上站满了人……要想把

竖向空间里的人都放在地面上，难度就更大了”，此种情况下，是建议人们走出家门，而后文中写道“新冠疫情是要

求人们待在家里，人员不能聚集”，可见，两种情况的处理方式正相反，故填“恰恰是相反的”。
第三处，前文有“若新冠疫情遇上地震，人们如何是好呢”，可见，此处涉及的是“多灾并发的情况”，横线前有

“我们要积极思考……”，可见，此处是一个思考的问题，即“如何应对多灾并发的情况”。

21．①打造 15分钟生活圈； ②数字化推进，精细化管理； ③夯实城市软实力

【解析】由“作为一座超大城市，上海力争打造中国韧性城市的“样板间”——以 15分钟步行范围为空间尺度，

修建各类基础生活设施，让居民步行 15分钟内就能满足种种生活需求”可知，为打造韧性城市的“样板间”，上海市

采取的举措之一为：打造 15分钟生活圈。

由“而安装在城市各处的全景摄像头、各类传感器等数字化产品不间断运行，实时收集各类信息并进行数字化

分析处理，让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日益完善” 可知，为打造韧性城市的“样板间”，上海市采取的举措之二为：数字化

推进，精细化管理。

由“除这些‘硬支撑’外，上海也在提升社区组织动员能力、涵养共享共治的风险意识、培育公民的科学素养等方

面下足了功夫” 可知，为打造韧性城市的“样板间”，上海市采取的举措之三为：夯实城市软实力。

22．审题：

这是一道任务驱动型作文题。

共有三则材料。前两则都涉及到孕妇，但一个胎儿流产，一个在卫健委的干预之下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两个孕

妇，不同结局，表面看是不同城市相关部门的执政态度、能力不同，实际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有没有以人民至上为

执政理念，有没有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问题。材料三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各级政

府各个部门必须要时刻牢记的；“优化看病急救流程”“扩容分流急救热线”则是具体措施；而“分类保障疫情期间群

众的基本就医需求”是最终的目标。

当下疫情仍然呈现多点散发的状态，疫情将在很长时间内与我们同在，如何既保证疫情有效防控，又能保证人

民生活正常秩序不受影响，基本权益不受侵害，这是各级政府、部门需要下大力气解答的一道难题。

材料要求以“疫情防控中的情与理”为主题写一篇文章，写作时要突出“情”与“理”之间的关系，既要遵守“理”，
又要在“理”范围内讲“情”。这样才能正在做好人民的公仆。

写作时可以由前两则材料引出论点，分析现象背后的根源；然后可以展示当下疫情爆发的特点，分析疫情防控

的难点，尤其是与人民基本就医需求之间的矛盾；接着以第二则材料中深圳卫健委的做法为例，论述在不破坏疫情

防控原则的“理”之下应当讲“情”，把人民放在心中，切实采取措施保证人民生命安全；最后可以给出一些建议，如

在严密何防控疫情的同时做好为人民服务，即做到“情”“理”兼顾。

立意：

1.切勿因疫情而冷漠无情。

2.既要讲“理”，也要讲“情”。
3.“理”是大前提，“情”是暖人春。

例文：

情理之间人为本，江山人民一体心

伴随疫情而来的是惶惶人心，伴随疫情而去的是千万生命，在其中挣扎的是情与理的抉择，感与智的浮沉。西

安孕妇不幸流产，揭露当地卫健委服务有待提升”；深圳孕妇幸而入院，彰显危难中情理平衡的责任担当。须知人

民江山一体心，要牢记习总书记之嘱托，挽生命于狂澜，救情理于水火，做人民砥柱于中流。“疫情防控中”以“理”

为基石，以“情”作初心，以人民为根本，秉理明情，平衡理情。

疫情牵连千万家，“理”作基石不可推。众所周知，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丝毫不能麻痹。所以，

“严”字当头，不能放松。自然，当疫情严重之时，无论是社区，还是公共场所采取一些规定与措施，实有必要。

医院更是病毒肆虐之地，医院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尽管有囗罩，酒精保驾护航，可谁知新冠病毒会在哪个出口故

冷枪？“医院无核酸结果不得入院”这种“理”实是更规范更科学地保护大家的安全，维护人民的生命，体现以人

为本的理念。社区网格化处理、人员流动行程码跟踪、核酸检测几日一次……这些“理”都是中国人在打赢防疫战

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如同一道道无形的墙，守护着国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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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不忘情，千里江山人民为本。疫情中的“理”为守护人民生命立下汗马功劳，但疫情防控是变化的，

具体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认理，并非认死理，在具体的防控工作中，还应有人文关怀的精神，从“人情”的

角度灵活处理。近期，西安孕妇无核酸检测不得入院后不幸流产的事件，无疑是令人痛心的。我们更痛心于医院的

死守规定，缺乏变通与人文关怀。即便当时没有核酸检测，人命关天，岂能不特事特办？相比之下，深圳卫健委就

出色地兼顾了情与理。一句“电话发我”不仅显示工作灵活性，更彰显了一切工作“以人民为上”的宗旨与初心。

所以，在具体防控工作中，只要有利于保障人民的生命，不能嫌麻烦，更不能怕所谓的违规。

情理之间人为本，江山人民一体心。副总理孙春兰道出习总书记的嘱托“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由

此鉴之，要以人为本，以民为初心。横渠先生有言：“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实为不刊之论，字字珠玑，我深以为然。“为生民立命”一言，不正是平衡情理的根本吗？我们为什么秉公执法？

是为民。我们为什么抱人情关怀？还是为民。因此，在疫情防控“情”与“理”的抉择中，我们也应该“以人为本”

做抉择，以江山人民一体心为措施，平理衡情。

西安孕妇的遭遇给我们警示，深圳市卫健委的表现让我们欣慰，副总理的强调温暖人心。疫情防控中，虽然人

人自危，但我们更看到“逆行者”们迎难而上，志愿者们坚守不懈。每一项严格的临时措施的背后，是捍卫国人生

命的决心，第一个特例的灵活处理，彰显的是防疫工作者的智慧与担当。

防疫，合情入理，迎接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