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样卷

注意事项：

本试卷中选择题均为单选题。以下不再另做标注。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1-5 题。

在闷热的天气或在清晨，如果走到草丛中，你的鞋、裤腿一定很快就打湿了。

低头一看，许多草的叶片先端都有一滴晶亮的水珠，你一定会认为这是露水， a

这是植物从体内排出的水分，植物学上称它为“吐水”。①

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的根本，光合作用需要的无机盐是靠泥土里不断地往上

输送的水溶液来提供的，所以植物体内始终存在一股向上的水流，晚上也不停息，

其向上的动力来自两股力量：一是根压，另一个是蒸腾。这两股力量把水分从土

壤里提上来，经过茎直接送到叶片进行光合作用。白天蒸腾作用很强，把植物利

用过的水，以气体的形式用蒸腾的方式从气孔排出体外，所以人们看不出有吐水

现象。只有在夜间，没有了阳光的照射，蒸腾作用减弱，叶面的气孔不足以排出

水分时，水分就靠水孔来吐出了。在植物生长旺盛的时期，或者天气闷热水分不

易排出时，吐水现象就更明显。尤其在沉水植物中，也照样有吐水现象，只是由

于看不到而常被忽略了，在水中蒸腾不能进行，吐水便成为沉水植物叶片取得无

机营养的重要手段。②

吐水是植物通过叶片上的分泌结构——排水器将体内已被利用过的水分排

出体外的现象。排水器通常存在于叶尖或叶缘的锯齿先端。排水由三个部分组成：

水孔、通水组织和管胞。水孔是一种变态的气孔，它也有两个保卫细胞，但是已

经丧失了气孔关闭的功能，所以孔口始终是张开的；通水组织是一群薄壁细胞，

缺乏叶绿素，细胞排列疏松，因此呈球形，有较多的细胞间隙；小叶脉的末端以

管胞的形式通向通水组织的细胞间隙。吐水的过程就是水分从管胞出来经过通水

组织向水孔排放的过程。许多植物，如禾本科的多数植物、旱金莲、圆白菜、番

茄、草莓等都有吐水现象。③

你是否注意到，一个植株上吐出的水珠大小都是一致的，这是为什么呢？这

一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植物吐出的水都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从水孔里往外



排出的，因此它们之间都是等量的， 甲 有大有小。第二，我们曾经给将要吐水

的植物喷上水，看它能否如吐水一样留下大小相同的水珠，实践证明这是 乙 的。

这事反证了一件事：大小相同的水珠只可能是植物吐出的水，而不是外加的。④

（摘编自马炜梁《植物的“智慧”》）

1. 根据上下文判断，第一自然段中的 a处，最宜填入的词是（ ）

A. 所以 B. 其实 C. 而且 D. 因为

2. 好的科普文章，行文有内在逻辑，恰当地安排语句的位置就是一种形式上的

表现。请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判断“吐水现象是植物普遍具有的”这句话应置于

文中哪个地方？（ ）

A. ①处 B. ②处 C. ③处 D. ④处

3. 文章末段就植株水珠的大小做了分析，甲、乙 两处各应填入的词是（ ）

A. 甲：不可能 乙：可能

B. 甲：可能 乙：可能

C. 甲：不可能 乙：不可能

D. 甲：可能 乙：不可能

4. 《植物的“智慧”》一书是科普书的示范之作，以下不能直接从本文看出的写

作特点是（ ）

A. 作者有时用恰当的通俗语言代替专业、高深的科学术语。

B. 作者善于就现象下隐藏的本质提出问题，引发读者思考的兴趣。

C. 作者分析原理，深入而准确，展现出学术研究的求真态度。

D. 作者几十年如一日地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5. 优秀的科普著作除了具备语言通俗有趣、科学概念准确等基本特点之外，还

应该带给读者独特的视角、科学的品味和人文的观念。以下科普经典作品与作家

名字对应正确的是（ ）

A.《时间简史》 爱因斯坦

B.《小灵通漫游未来》 叶永烈



C.《熊猫的拇指》 阿西莫夫

D.《我们的土壤妈妈》 茅以升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6-10 题。

（1）谈“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最容易碰到的挑战是，什么叫“学术”？

哪来的“方法”？谈学问，有大有小， a ，往往是 b ，很难一言以蔽之；至于

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确实有很大差异。你只管唐代诗歌，别的一概排斥，那眼

界未免太狭窄了。你读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那是给博士班学生讲课的记录，

其中再三强调，做学问不能只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可你也不能不考虑数学研究

与诗学研究的差异，认定只要是学问，就一定具有共通性，可以一锅端，那又太

宏观了。在我看来，谈学问，规模及眼界大小适中者，是将“人文学”作为一个

整体来考量。单就思路、趣味、方法等而言，人文学中不同学科，确实具有某种

共通性。当然，这并不排斥你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或者经济史的眼光。

（2）之所以这么提出问题，那是因为，此前学界有过关于“什么是中国现

代学术”的论争。1996 年底，《中华读书报》刊登刘梦溪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

要略》，文章分两期刊载，整整四大版，煌煌六万言。实际上，这是河北教育出

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总序。文章本身写得不错，可作为“总序”，

每册书前都来那么六万字，未免浪费纸张。李慎之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不是因

为纸张，而是因为学问路数不同——于是在《开放时代》1998 年 10 月号上发表

了《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先生视野开阔，首先论证中国学术在历史上

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即世界各大文明几乎同时发轫的轴心时

期；第二次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千年而形成宋明理学；第三次是十九世纪末

西学传入中国，除引入许多中国从来没有的新学科外，也使中国传统学术面目一

新。中国学术发展三阶段，这没问题，学界大都认可；分歧在于，李先生认为，

只有融入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学问，才能列为“现代学术”。按照这

个标准来衡量，刘先生选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以及他为此而撰写的“总序”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没有认真区分传统学术与现代

学术，收入了许多不够格的作家作品，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李先

生的指责，有些主意很好，只是悬的过高，一下子做不到，比如，为何不收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难道《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植物图志》那样的大书

不算学问？有些则是丛书体例所限，任何书籍都不可能无限扩张，比如，你既然



选了赵元任，为何不选第一个写《中国音韵学》的瑞典人高本汉，难道中国学术

能够完全无视世界学术发展大势？还有些则是对“学问”理解不同，趣味因而相

差甚远。比如，李先生称马一浮了无新意，钱基博也太老旧了，应该选的是谭嗣

同、孙中山、陈独秀；至于谈鲁迅，与其选《中国小说史略》，还不如选《阿 Q

正传》——所有这些，都明显是基于思想史而非学术史的立场。 甲 。不过，李

先生的最后结论：此乃“现代国学大师丛书”，而非“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倒是

点出了这套大书的优长与缺失。

（3）李先生的提醒很重要，世人之谈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常一转眼就

变成了“国学”，这是个很大的误解。为什么会这样，谈论“学问”时，往往“国

学”优先？我在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时，曾涉及这个问题。上世纪二

十年代，中国大学纷纷创办研究院，入手处都是“国学”；这里既有内在需求，

也有外在制约：“稍做清理，不难发现，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

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第四，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中国

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第五，经费

所限，只能先办国学。所有这些策略选择，不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趣味，也是当

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输

入学理’，那么，1919 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

国故’。可以这么说，二十年代中期，如何‘整理国故’，是各大学文科教授普

遍关注的焦点，也是重要的学术转向。这个思潮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及学术转型，

起了很大的作用。”（参见《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

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2 月）。实际上，

“国学”只是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根本涵盖不了现代中国学术；只不过世人说

惯了，懒得去仔细分梳。

（摘自陈平原《“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

6. 联系上下文，第一自然段的 a、b两处应填入的最恰当词语是（ ）。

A. 可有可无 众说纷纭

B. 可强可弱 见所未见

C. 可虚可实 见仁见智

D. 可多可少 水火不容



7. 第一自然段中的划线处“一言以蔽之”出自《论语·为政》。以下关于“一言

以蔽之”的说法，错误的是（ ）

A. 蔽，掩覆，引申为概括。“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一句话来概括”。

B. 在《论语·为政》中，“一言以蔽之”是用以形容《诗经》和楚辞的：风骚

之义，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C. “风骚”之“骚”，既指屈原所作的《离骚》，又是一种文体的代称，也泛指

辞赋、诗文。

D. 《论语·为政》共 24 篇，首句是“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共之。’”

8. 仔细阅读第二自然段，指出下列说法中与文意不符的选项（ ）

A. 刘梦溪和李慎之的主要分歧在于对“何为现代学术”的认识。

B. 刘梦溪对“现代学术”的认识在丛书选编和总序撰写方面有所体现。

C. 李慎之梳理学术史上三次高潮，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并

无判然的界限。

D. 本文作者陈平原认为“国学”不能涵盖现代中国学术。

9. 请根据语境和作者的行文逻辑判断，最适合第二自然段甲处的文字是（ ）

A. 要说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大，《阿 Q正传》当然远远超过《中国小说史略》；

可要是真的将前者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那也是佳话。

B. 要说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大，《阿 Q正传》当然远远不如《中国小说史略》；

可要是真的将前者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那也是佳话。

C. 要说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大，《阿 Q正传》当然远远超过《中国小说史略》；

可要是真的将前者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那也是笑话。

D. 要说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大，《阿 Q正传》当然远远不如《中国小说史略》；

可要是真的将前者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那也是笑话。

10. 关于第三自然段提到的“清华国学院”，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 清华国学院的院长是蔡元培。

B. 王国维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C. 梁思成因创办建筑系，成为清华国学院的重要导师。



D. 清华国学院最早创立于 1919 年，1949 年停办。

二、古代诗文阅读

（一）古诗阅读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11-15 题。

春日忆李白

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11. 本诗首联直抒胸臆，写李白特点，颇为准确。杜甫在其他诗作中也多次表达

过对李白的崇拜与理解，以下选项中与李白无关的诗句是（ ）

A.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B.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C.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D.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12. 对颔联的理解，以下选项中不恰当的（ ）

A. “庾开府”即庾信，“鲍参军”指鲍照，两人都是南北朝时的著名诗人。

B. 杜甫使用“清新”和“俊逸”，重在表达对庾信和鲍照的赞美。

C. 此联体现了对李白“诗无敌”的盛情褒赞。

D. 作为律诗的第二联的末字，“军”与“群”“云”“文”都属同一个韵部。

13. 以下古代诗评语句，对理解颈联没有帮助的是（ ）。

A. 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

B. 写景而离情自见。——清·沈德潜

C.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南朝·刘勰



D. 五句寓言己忆彼，六句悬度彼忆己。——清·黄生

14. 以下关于杜甫的说法，与史实不符的是（ ）

A. 杜甫，字子美，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B.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

抱负。

C. 杜甫一生仕途漂泊，与妻子聚少离多，所写爱情诗多抒写相思之苦，如《夜

雨寄北》。

D. 杜甫诗歌以律诗见长，“沉郁顿挫”是对其作品风格的准确概括。

15. 据研究者考证，杜甫写给或提及李白的诗，流传下来的有十几首，篇篇佳作。

李白写给杜甫的，即使包括存疑篇目，也只有四首。因此，有网友调侃道：“李

白，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以下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最不可能出自学者的是

（ ）。

A. 李白供奉翰林，家世显赫，杜甫自称“杜陵布衣”，身份卑微，两人社会地

位的巨大差距是他们交往不能对等的原因。

B. 李白是“诗仙”，关心神仙和自己，个性张扬，对社会、对他人，体贴程度

相对较弱。

C. 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以社会常识论，后辈仰望前辈更多，是很自然的现象。

D. 杜甫虽曰“诗圣”，但也富有普通人的情怀，对朋友从来都是深情款款，当

然，这种感情比普通人更深沉博大。

（二）古文阅读

阅读下文，完成 16-20 题。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陈公之词也。苏子曰：士之求仕也，志

于得也。仕而不志于得者，伪也。苟志于得而不以其道，视时上下而变其学，曰，

吾期得而已矣，则凡可以得者，无不为也，而可乎？昔者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注①）夫旌与皮冠，于义非大有损益

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弃其所学，而学非其道欤？熙宁五年，钱塘之士贡于礼

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诗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



以时迁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于其动者，欲其难进也。万世不移者，山也，

时飞时止者，鸿雁也；言山而及鸿雁，于其静者，欲其及时也。公之于士也，可

谓周矣。《诗》曰：“无言不酬，无德不报。”二三子何以报公乎？

（选自《苏轼文集•卷十·送杭州进士诗叙》）

注①

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

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

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16. 旧例读书人上京赶赴进士考试，地方官要行饯送之礼，赋诗送行是礼节之常。

本篇是为杭州知州所作的送行诗写的序。叙，即序，苏轼祖父名苏序，为了避讳，

他用“叙”字代替“序”。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避讳，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 ）

A. 古代史家对谥号、名字的使用颇为讲究，一般对乱臣贼子都使用谥号，而非

表字。

B. 中国古代帝王名字的避讳最为常见，在习俗层面和律法层面都最为严格。

C. 元刊《三国志平话》对刘备、张飞皆称其名，独称关羽为“关公”，是因避

武圣人之讳。

D. 诵读《诗经》《尚书》等典籍时，不可改变诗文原文而就避讳，此为“临文不

讳”原则。

17. 对文中画横线部分“吾期得而已矣”理解正确的是（ ）

A. 我期待过就可以了。

B. 我只要考得中就可以了。

C. 我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到就可以了。

D. 我有势在必得的勇气才可以。

18. 对文中划波浪线部分，以下有关理解错误的是（ ）

A. 苏轼认为这四章诗含有动静相补的教导，要进士们既保持尊严，又及时为国

家作贡献。

B. 苏轼认为此诗以水、松柏、山和鸿雁为喻，勉励进士们“视时上下而变其学”。



C. 难进，指不轻易进用，意即不要为了进用于朝而失去学问尊严和人格操守。

D. 时飞时止，意思是按时飞去，按时回来定居。指鸿雁随季节迁徙。

19.根据你对本文的理解，在“太守陈公”的《登彼公堂》一诗中最不可能出现

的诗句是（ ）

A. 登彼公堂，维水汤汤。君子燕湑，其言有章。

B. 登彼公堂，有松有柏。君子燕湑，其仪孔特。

C. 登彼公堂，维山崔嵬。君子燕湑，其志不回。

D. 登彼公堂，白鹤戾止。君子燕湑，维其不已。

20. 对注①中方框内的字之解释，与上下文最贴切的一组是（ ）。

A. 以：助词，不表义； 舍：安置，安顿

B. 以：连词，表转折，相当于“却”； 舍：施舍，给予

C. 以：名词，原因，缘故； 舍：放弃，舍弃

D. 以：介词，拿，用； 舍：开释，赦免

三、跨文化理解

阅读下文，完成 21-25 题。

热爱旅行文学的读者，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保罗·索鲁，而熟知保罗·索鲁的

人，应该都知道本书。1983 年，作者出版了《船行中国》（Sailing through China）

一书，记述自己乘船沿长江游中国的经历，在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他形象地描

绘了中国社会在历经浩劫之后求新求变的氛围，引发了许多思考。1986 年，他

背起行囊乘火车从欧洲出发， a 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蒙古纵贯铁路来到北京，再

次开启了中国之旅。这一次，他沿着铁路走过二十余个大小城市， b 了改革开

放之后中国的巨变，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入的观察。本书正是根据此次经历完

成的作品，该书于 1988 年出版，次年便获得托马斯·库克旅行文学奖，全书视

角独特、语言辛辣，许多观点至今仍发人深省。

保罗·索鲁从来不是温文尔雅的样子，他是出了名的毒舌作家，不但善于讽

刺，还会时不时地说几个笑话。他在旅途中隐瞒身份，看不惯旁人，却又要缠着

他们问各种各样的奇怪问题。正如梁文道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笔下太过出言不



逊，他对什么地方的人都非常不客气，他总是冷眼旁观，挑人家的毛病”。不过，

保罗·索鲁实在是一个高明的写手，很多时候只要寥寥数笔，便能生动地告诉你

他在经历什么样的人和事。他熟谙中国的历史风物，几乎每到一处，相关掌故和

文学作品都能信手拈来，比如到了内蒙古，他脑中闪过柯勒律治的诗歌；途径杭

州，他要讲一讲马可·波罗；而到了戈壁滩，他又拿出女传教士盖群英的游记。

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却对众人趋之若鹜的景点毫无兴趣，他喜欢写人，喜欢

观察他们的外表和神态，喜欢同他们交谈，窥探他们的思想。也正是这一次次看

似随意的交谈，让他对中国社会和人民有了鞭辟入里的见解。

本书原作成书于 1980 年代，书中所述为三十年前之事，如今读来难免有时

空交错之感，加上作者语言风格鲜明，学识渊博，文中诸多旁征博引，因此在翻

译之时颇为不易。为了最大程度地再现原作，译者只好化身演员，先跟随原文“穿

越”回去，在深度体验了一把作者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后，再回到现

实空间，扮成作者本人，将此段经历呈现出来。原文中与史实相关之处，也已一

一查询考证，以求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当时的社会历史风貌。

……

陈媛媛 2019 年 7 月

（摘自《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此为该书译后记）

21. 联系上下文，第一自然段的 a、b两处应填入的最恰当词语是（ ）。

A. a：溯源 b：见证

B. a：取道 b：目睹

C. a：覆盖 b：旁观

D. a：接续 b：经历

22. 对第二自然段中的成语“趋之若鹜”或“鞭辟入里”的使用，以下选项中错

误的是（ ）

A. 毕尚书宏奖风流，一时学士文人趋之若鹜。

B. 白云观就是他纳贿的机关，高道士就是他作恶的心腹，京外的官员，那个不

趋之若鹜呢！

C. 那些理学话，又都是作者阅历有得之言，说得鞭辟入里，不枝不蔓。

D. 挽救民族危亡于倒悬之中，我们青年学生当然责无旁贷，更应鞭辟入里。



23. 《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一书的作者保罗·索鲁曾在旅途的终点对

记者自我剖白：“这趟中国之旅是如此漫长，使我耗尽心力，于是到最后，它已

经不再是一场旅行，而是成为了我的又一个人生阶段。结束这次旅行时，我感到

自己即将踏上的不是归途，而是一条离别之路，内心充满了不舍。”结合本文，

体会保罗·索鲁旅行文学的风格，判断在媒体书评中最不可能出现的选项是

（ ）

A. 他的旅行之道，是进入异域的人群，聆听他们的谈话，分析他们的心理，以

显微镜的方式观察这个社会的肌理。

B. 他一路上尖酸刻薄、抱怨不断，却又永不疲倦地开启下一段火车之旅，真是

活力十足，没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好身体是做不到这样的。

C. 旅行之道不在于景区和风景，在于入乡随俗，观察人情风物，冷眼旁观，见

微知著，透过细枝末节看世界。

D. 他的热情和细腻，与他对人、生命、自然、自由、尊严、真伪等基本价值的

敬畏与坚持一脉相承。

24. 文中描写了译者化身演员，“穿越”历史的感受。在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翻

译家如群星闪烁，为中外合作与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下翻译家和作品信息对

应有误的是（ ）。

A. 严复——《天演论》

B. 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

C. 傅雷——《堂吉诃德》

D. 季羡林——《罗摩衍那》

25. 根据你对“译后记”这种文体的理解，结合出版时间进行推测，如果在本文

之后还有两个自然段，请从下列选项中选出最不可能在这两段中的句子（ ）。

A. 相信广大读者一定能去粗取精。

B. 翻译永远是遗憾工程。

C. 本书还选择性地添加了部分注释。

D. 翻译此书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四、经典阅读与文学感悟

请完成 26-37 题

26. 你读的《古文观止》，其体例为（ ）

A. 以时间为序，按朝代划分章节，同一朝代的作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B. 以时间为序，对有明确作者的作品，按作家生活的朝代先后排序。

C. 按文体划分，不同时代属同一文体的文章归并在一起。

D. 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各部取代表作。

27. 通行版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中有一首广为人知的题诗：“满纸荒

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此诗在书中首次出现，是在（ ）。

A. 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B. 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C. 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D. 第一二〇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28. 以下关于“四书”的说法，错误的是（ ）

A. “四书”是由《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编而成。

B. 《大学》与《中庸》原分别为《周礼》中的两篇。

C. “四书”各篇成书很早，但合编为“四书”却始于宋代。

D. 《四书章句集注》的作者是理学家朱熹。

29.鲁迅的《彷徨》是（ ）。

A. 小说集

B. 杂文集

C. 散文诗集

D. 学术论文集

30. 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第一幕发生在（ ）。

A. 墓地

B. 城堡中的一室



C. 波洛涅斯家中的一室

D. 城堡前的露台

31. 公元 353 年三月初三，王羲之等人饮酒赋诗，共得佳作四十余篇，编为一集，

王羲之亲为作序并书写，称为（ ），是中国书法的绝代佳作。

A. 《中秋帖》

B. 《归去来兮辞》

C. 《肚痛帖》

D. 《兰亭序》

32. 以下不是《三国演义》回目标题的是（ ）。

A.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

B.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

C. 宴桃源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D. 陆逊教使钩镰枪 孔明大破连环马

33. 根据以下对话体现出的哲学思想看，此“先生”最有可能是（ ）。

先生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

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

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A. 象山先生

B. 阳明先生

C. 康节先生

D. 横渠先生

34. 狄更斯在一本书的“作者序”中说：“在所有我写的书里，我最喜欢这一本。

大家不难相信，对于我凭想象而生的每一个孩子，我都疼爱，也不可能有人爱这

些孩子像我爱得那么深。但是我和许多疼爱孩子的父母一样，在我内心深处有一

个孩子最得宠，他的名字就是（ ）。”

A. 《雾都孤儿》

B. 《大卫·科波菲尔》



C. 《双城记》

D. 《远大前程》

35.关于巴金的《家》，正确的说法是（ ）

A.《家》全书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

B.《家》是一部以浅近文言写就的小说。

C.《家》是以对风雪环境的描写开头的。

D.《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较为少见的章回体小说。

请阅读以下文章，完成 36-37 题。

瑞典演说：1957 年 12 月 10 日的演说

[法]阿尔贝·加缪

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接受自由的科学院给予我的荣誉 ，尤其是我知道这

一奖赏大大地超出了我个人的功绩。所有的人，特别是艺术家，都希望被承认。

我也是如此。然而，在获悉你们决定的时候，我不能不将其影响和实际的我做一

比较。一个差不多还算得上年轻的人，拥有的只是怀疑和尚待完成的事业，习惯

于生活在工作的孤独或友情的荫庇之中，在获悉一种突然间使他于一片刺眼的光

明之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际，怎能不处于某种惊慌失措的境地？在欧洲，一

些最伟大的作家被迫沉默，他的故土正经受着一种无休止的苦难，此时此刻，他

能以什么样的心情接受这种荣誉？

这种不安和这种内心的慌乱，我是有的。为了重新得到安宁，说到底我得和

一种过于慷慨的命运来一次清算。既然我只能依靠我个人的功绩来和它相称，那

么，我找到的能够帮助我的东西，只是在我一生中各种最矛盾的环境中支持着我

的那种东西，即我对我的艺术和作家的作用所持有的看法。我只要求允许我怀着

感激和友好的感情，尽可能简单地向你们说一说这看法是什么。

就我个人来说，我没有我的艺术就不能生活。但是，我从未将这种艺术置于

一切之上。相反，如果说它对我是不可或缺的，那是因为它并不与任何人相脱离，

它允许我以我本来的面目和大家一样地生活。在我看来，艺术并不是一种独自的

享乐。它是通过给予最大多数人以关于共同苦乐的特殊形象，从而打动他们的一



种方式。因此，它迫使艺术家不离群索居，它使他听命于最谦卑、最普遍的真理。

一个人常常因为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才选择了艺术家的命运，但他很快就明白，他

只有承认他与众人相像，才能给予他的艺术、他的不同之处以营养。正是在他与

别人之间的不断的往返之中，在通往他不可或缺的美和他不能脱离的集体的途中，

艺术家成熟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艺术家什么都不蔑视，他们迫使自己

去理解，而不是去评判。如果他们在这世界上有什么事业要支持的话，那只能是

一种社会的事业，根据尼采的豪言壮语，统治这个社会的不再是法官，而是创造

者，不管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是知识分子。

这样，作家的作用就与某些困难的责任难解难分了。从定义来说，他今天不

能为创造历史的那些人服务，因为他为之服务的是那些承受历史的人；不然的话，

他就要孤立，失去了他的艺术了。暴政的数百万军队也不能把他从孤独中拉出来，

尤其是当他同意跟着他们亦步亦趋的时候。然而，世界另一端的一个无名的、饱

受屈辱的囚徒的沉默却足以使作家从流亡中走出来，只要他在自由的特权中能够

不忘记这种沉默，能够通过艺术的方式使之引起我们谁都没有伟大到足以完成这

样的使命的程度。但是，作家在其一生的各种情势中，默默无闻或名噪一时，身

处暴政的镣铐之中或暂时获得了言论的自由，却可以找到一种为他辩白的活生生

的团体的感情，唯一的条件是他尽可能地接受使作家这一职业变得伟大的两种责

任：为真理服务和为自由服务。既然他的使命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那么这种使

命就不能将就谎言和奴役，而谎言和奴役在其占统治地位的任何地方都使孤独迅

速地扩散。无论我们个人的缺陷如何，我们职业的高尚将永远扎根在两种难于履

行的承诺之中：拒绝对众所周知的事情撒谎和抵抗压迫。

在一种荒唐的历史的二十多年中，我像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孤零零地迷失在

时代的动乱之中，支持我的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即写作在今天是一种光荣，

因为这一行动承担着义务，不仅仅是写作而已。它特别迫使我按照我的本来面目

并根据我的力量来和经历着同一历史的人们承受我们共有的痛苦和希望。这些人

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在希特勒政权建立和最初的革命审判发生时是二十岁，

随即面临西班牙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的天下以及酷刑和监狱的欧洲，

并以此完成了他们的教育。今天，他们得在一个受到核毁灭的世界中教育他们的

儿子和从事他们的事业。我想，谁也不能要求他们乐观。我甚至认为我们应当理

解（有时也不断地与之进行斗争）那些人的错误，他们因日益加重的绝望而要求

自轻自贱的权利，一窝蜂地奔向时代的虚无主义。然而，在我的祖国，在欧洲，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拒绝了这种虚无主义，并着手寻求一种正当性。他们得造就一

种在灾难性时代过生活的艺术，以便获得再生，然后公开地对正在我们的历史中

起作用的死亡本能进行斗争。

每一代人都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不过我这一代人知道它改造不了世界，但它

的任务也许更伟大。这任务是阻止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了一段腐败的历

史，其中堕落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筋疲力尽的意识形态都搅作一

团，平庸的政权今天可以毁灭一切，却不再知道如何服人，智力卑躬屈节到为仇

恨和压迫当婢妾的程度，因此，这一代人不得不在其自身及周围从自我否定开始

来恢复些许造就生与死之尊严的东西。面对着一个有着解体危险的、我们的伟大

的审判者可能永久地建立起死亡之国的世界，这一代人知道它应该在一场疯狂的

计时奔跑中恢复民族之间的并非奴役的、和平的和平，重新使劳动和文化协调一

致以及与所有的人一起重造圣约柜。不能肯定它一定能完成这一巨大的任务，但

可以肯定的是，它在世界各地都接受有关真理和自由的双重打赌，并且到时候知

道为此而不怀仇恨地死去。它在所到之处都有资格受到欢呼和鼓励，尤其是在它

牺牲自己的地方。无论如何，我愿意把你们刚刚给予我的荣誉转赠于它，我确信

你们内心深处是同意的。

在说完写作这一职业的高尚之后，我同时就要把作家放回到他的真正的位置

上去，他只有与战友共享的名义，他脆弱但也固执，他不公正却又醉心于正义，

他在众目睽睽下既无羞愧又无骄傲地构筑他的作品，永远处在痛苦和美的分割之

中，并且一心一意要从他的双重存在中提取他固执地试图在历史的破坏运动中建

立起来的作品。如此说来，谁能够指望从他那里得到现成的解决办法和好听的道

德教训？真理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总是需要争取的。自由是危险的，既难以

承受又激动人心。我们应当艰难然而坚决地朝着这两大目标前进，事先就确信我

们会昏倒在一条如此漫长的道路上。此后还有哪一位作家敢于充当美德的宣扬者

而心安理得？至于我，我得再次申明我与这些东西毫无干系。我从来也不能放弃

光明、生之幸福和我于其中成长的自由的生活。然而，尽管这种怀念解释了许多

我的错误和过失，它无疑帮助了我理解我的职业，它还在帮助我站在那些沉默的

人的身旁，他们在这世界上只是由于回忆或者重获短暂而自由的幸福才忍受了强

加给他们的生活。

我这样地回到实际的我，回到我的局限，回到我的债务，回到我的困难的信

仰，我才感到更自由地向你们展示你们刚刚给予我的荣誉的广度和慷慨，也更自



由地向你们说我愿意把它作为向所有那些人表示的敬意来接受，他们分担了同样

的战斗，却并没有得到任何特权，反而遭受了不幸和折磨。最后，我从内心深处

感谢你们，并且公开地做出那个古老的忠诚的许诺，以此表示我个人的感激之情，

而这个许诺，每个真正的艺术家是每天都在无言中向自己做出的。

（选自《加缪文集》）

36. 本文作者阿尔贝·加缪（法语：Albert Camus，1913 年 11 月 7 日－1960

年 1 月 4 日），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

加缪于1957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法国当时第九位也是最年轻的获奖者。

上文即加缪的获奖演讲，是同年 12 月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

仪式结束的酒会上发表的。以下选项中，与演讲传达出的精神相符的是（ ）

A. 加缪认为，自己的故土正在经受着无休止的苦难，作家应与人民共命运，因

此，他对诺贝尔文学奖表现出冷漠与鄙夷。

B. 加缪认为，真正的艺术家能对自己与众不同的天赋保持敏感，应不惜一切代

价追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

C. 加缪认为艺术应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为真理和自由服务，艺术家应拒绝撒

谎，抵抗压迫。

D. 加缪认为，世界分崩离析不可避免，作家应对自身的局限性保持宽容的心态，

允许内心的脆弱和动摇。

37. 请认真阅读这篇演讲，结合你对加缪代表作《鼠疫》的了解和理解，指出下

列文学评论中错误的选项。（ ）

A. 《鼠疫》中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现特殊的里厄大夫和塔鲁，无不是群体中的

普通一分子，哪个也没有被塑造成高大的英雄形象，这不仅颠覆了“乱世出英雄”

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

B. 《鼠疫》成功塑造了默尔索这个“荒诞人”的形象：与他人隔膜，无法与按

照传统习俗生活的人找到共同语言。加缪借这个人物对西方社会标榜的自由与平

等做出批判性的审察。

C. 加缪强调了“鼠疫”的多重含义，模糊了象征的确指和泛指的界限，能和读

者的想象互动，因此那段历史由不仅没被忘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纷扰的

世界增添了新的内容。



D. 《鼠疫》关联着人与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为象征的苦难、信仰、亲情、

社会、道德、善恶、良心、责任、抗争……这一切不再是思想概念，而与书中人

物息息相关，需要天天面对，时刻处理。

五、俄罗斯古典文学

38.果⼽⾥的喜剧《钦差⼤⾂》是以什么结尾的？（ ）

A. 以赫列斯塔科夫娶市长⼥⼉为妻

B. 以赫列斯塔科夫被抓

C. 以钦差⼤⾂到来的消息和⼀场哑剧

D. 以赫列斯塔科夫逃出城

39.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海燕》是针对哪一历史事件而创作的？（ ）

A. 1825 年⼗⼆⽉党⼈起义

B. 1901 年学⽣游⾏被驱散

C. 普加乔夫起义

D. 1945 年 5 ⽉ 9 ⽇庆祝反法⻄斯战争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