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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2021 年招生考试试卷（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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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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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5 题。 

科学与艺术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有效方式，它们各具特点、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共

同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和基石。 

从思维层面看，科学思维善于把复杂的世界概念化、明确化、单纯化。能够从纷繁多变

的客观现象中去寻找规律、发现本质，归纳概念。艺术思维则善于把现实世界形象化、模糊

化、丰富化，用感性的方式捕捉现实的生动瞬间，追求个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感受。科学思

维和艺术思维认识世界的关系就好比数码相机成像过程，前者犹如把丰富多彩的景色编码成

简单的数字符号，记录在相机储存卡里面，记载着纷繁生动的客观对象；而后者犹如把内存

卡里的数码符号转化为图片的形象化过程，它会让无生命的数字转化成有生命活力的充满美

感的图像。 

从艺术主题层面看，在当今的艺术创作中，科学元素如影随形。科学领域的很多研究方

向，已经成为艺术创作的主题。在科技时代，不论是宇宙奥秘，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是机械

动能，还是光学电子，都成了艺术家创作的题材和主题。同时，科技领域的研究成果已成为

当今艺术关注的焦点。无论是飞机、汽车还是家用电器，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人工智能，都

成为艺术家艺术构思、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另外，科研领域的创新突破，成为艺术实验探

索的动因和引领。文艺复兴绘画的突破，就是基于人类对透视学、解剖学的认识；印象派的

兴起，是基于人们对光学的研究和掌握；当代的影像、装置、观念等多种艺术的实验与探索，

无不是基于当代科技的革命，如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创新与突破。 

从艺术语言层面看，科技时代的艺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创作的媒介和载体，以全新的表

现形式和作品形态带给观众全新的感受。当今的艺术不仅仅承载于纸上、布上或墙上，它还

存在于屏幕之中，光电之中，虚拟现实之中。当代艺术创作有很多正在借鉴科学研究的方法

论和科学实验的路径，来作为艺术创作和探索的方式。他们也像科学家一样，做田野调查、

资料分析、材料实验，结构设计，尝试艺术表现的各种可能性，探索多种未知的领域。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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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疆域也正借助于科技进步不断扩大，形式和内涵更加多样，艺术边界的拓展与科学的

发展密不可分。 

从受众层面看，一方面科技让大众欣赏艺术有了更多的选择。远古时代人们只能在岩石

上、墙壁上欣赏艺术；造纸术发明后，我们在纸上欣赏艺术；近现代人们在博物馆里欣赏高

雅艺术，而当下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可以在电脑中、在手机上恣意欣赏自己喜欢的艺术作品。

另一方面，科技也让艺术大众化。科技给艺术传播带来了更多的可能，艺术已不再是少数人

把玩品鉴的奢侈品。随着印刷技术、3D 打印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阅读画册来感受艺

术；而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艺术已成为通过网络以及各种新技术广泛及时传播的公

共品，我们的手机、微信，以及我们身处的各种各样的空间都能以多种新奇的方式呈现出原

汁原味的艺术。 

科技时代的艺术家已经开始关注科学，开始对科技发生兴趣，他们正在借助科技的力量

推动艺术的创新。科学和艺术结下的果实将会非常丰硕，并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与启迪。（摘

编自张杰《科技时代的艺术与教育》） 

1．下列不属于文中科技思维的一项是（    ）（3 分） 

A．做田野调查、资料分析、材料实验，结构设计 

B．用数字编码记录丰富多彩的景色 

C．在无法精确表达时重视个人感受 

D．追求明确地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 

2．不能作为“艺术已不再是少数人把玩品鉴的奢侈品”原因的一项是（    ）（3 分） 

A．艺术作品不再限于实物、纸布等，各种可能性多起来 

B．艺术已经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 

C．当代艺术的形式和内涵更加丰富多样 

D．艺术已经成为通过网络广泛传播的公共品 

3．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从古至今，大众实现艺术体验的形式都要借助于科学。 

B．科学技术为艺术欣赏增添了个人化的选择。 

C．当代艺术作品要借鉴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实验路径才能实现新的突破。 

D．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都体现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因此是相通的。 

4．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章开头通过对科学与艺术的比较，阐明了两者间的辩证关系。 

B．文章从思维、艺术主题、艺术语言、受众等层面出发论述了科学的价值和意义。 

C．文章在论证中大量描述了科学与艺术的交融，展现了人类文明进程中艺术的探索与

创新。 

D．文章用诸多实例，展示了艺术作品中科技发展及研究成果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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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科学主题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 

B．当代艺术的表现方式与方法，与科技成果的创新密不可分。 

C．各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如 3D 打印术、网络技术等，实现了艺术享受的多元化。 

D．科学领域的创新是艺术领域实现新的探索的基础和来源。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6～8 题。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季羡林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

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

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

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

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

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

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

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

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

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
[注]

。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

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

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

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

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

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

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

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

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

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

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

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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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

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

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

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

已。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注] 语出《诗经•小雅•小旻》：“我视谋犹，伊于胡底？”意为：到什么地步为止，形容结局不堪设想。 

（《季羡林随想录》） 

6．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一项是（    ）（3分） 

A．文章认为“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与“为什么人要吃饭”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

前者是值得问“为什么”的。 

B．一万年以前的猪与今天的猪没有智慧上的不同，而人成了人之后智慧如同雪球越滚

越大，这完全是读书的结果。 

C．在文字发明以前，人类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之后，人们把脑海里的记忆搬到

纸上，保存智慧就可以靠书了。 

D．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某一时期现象的一个方

面，没有看到文化传承的真正力量。 

7．文章反复用“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有什么作用？（3分） 

8．文章在说明读书为什么是好事的时候，先后采用了哪些证明方法？各方法证明的要点是

什么？（4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15 分） 

（一）古代诗歌阅读（6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 9～10 题。 

定 风 波    苏  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9．下列有关这首词的表述，不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词的前两句写雨声中从容而行，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B．“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不是写实，而是写自己当时什么都不怕的心态。 

C．下阕转到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 

D．这首词写的是野外途中偶遇风雨之事，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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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指出上阙和下阙中最能反映作者旷达的人生态度的句子，并简要分析。（3分） 

（二）文言文阅读（9 分） 

11．请用符号“／”给下面的文段断句。（3 分）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

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

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12．请将下列文段翻译成现代汉语。（6 分） 

（1）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史

记·平准书》） 

（2）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

亦远乎？”（《论语·泰伯》）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13．下列词语中字形、字音、词义解释全部正确的一组是（    ）（3分） 

A．龟jūn裂：呈现许多裂纹 

拮据jū：因缺钱而境况窘迫 

冗rǒnɡ长：文章、讲话芜杂而累赘 

执拗niù：固执倔强 

B．氛fèn围：周围的气氛和情调 

肖xiào像：以一个人为主体的画像或照片 

绮qǐ丽：鲜艳美丽 

绵亘ɡèn：延续不断 

C．感喟kuì：有所感触而叹息 

编篡zuǎn：编辑 

驰骋chěnɡ：（骑马）飞快地跑 

稽qǐ首：古代的一种跪拜礼 

D．玷diàn辱：使蒙受耻辱 

谛dì听：仔细听 

估ɡǔ量：估计 

清冽liè：清凉 

14．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组是（    ）（3分） 

A．老同学见了面，个个都很开心，大家不拘一格．．．．，场面十分热闹。 

B．犯了错误首先应该检查自己，无动于衷或者自我作古．．．．，都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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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他深谙经营之道，对顾客相敬如宾．．．．，令消费者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生意越发红

火。 

D．当我们知道苦难是生命的常态，烦恼、痛苦总相伴人生时，我们何必自怨自艾．．．．，早

早地放弃，早早地绝望？ 

15．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3 分） 

说到汉字的起源，我们会想起结绳的故事。                            据说现代也

还有结绳纪事的民族。 

①中国上古所谓结绳，不知能像“基波”那样复杂否； 

②这故事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 

③秘鲁所用的绳， 

④有各种不同的高度与厚度。 

⑤众绳错综变化， 

⑥所打的绳结， 

⑦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⑧可以代表思想。 

⑨不能说是古人捏造出来的故事。 

⑩据说秘鲁古代也有类似的办法，叫做“基波”(quippos)， 

⑪但至少结绳的事是有的， 

A．②⑨⑪⑩①③⑧⑦⑤⑥④  B．②⑩③⑦⑥④⑤⑧①⑪⑨ 

C．⑨②⑩③⑤⑥⑦④⑧①⑪  D．⑨⑩①②⑪③④⑤⑦⑥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6～18 题。 

在达尔文之前，人和动物在形态学上的本质区别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出现了种种

假设。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也提到，人类的形态特点表现为能说话的口、能劳动

的手，或者再加上能直立的腿。（                               ）。阐明这个问题是在

达尔文的时代，比较经典的说法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他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通过制

造和使用工具，形成了与猿的根本区别。例如灵活而万能的手就是这样形成的。至于人为什

么能直立行走，他的解释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森林的消失、草原的形成，早期的猿不得不

从树上下到平地；由于平地的不同环境影响作用，他们就学会了直立行走。直立行走就把前

肢、把手解放出来了，手形成以后就可以制造工具，手也变得越来越灵活了。这就是恩格斯

的解释。 

16．下列在文中括号处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至于人类的口、手、腿是怎么形成的，不是该文要阐明的重点 

B．由于该文的重点不在于阐明这种器官上特点的形成，所以阐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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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但这种器官上的特点是怎么形成的，他并没有阐明 

D．只是他没有阐明人类的口、手、腿是怎么形成的 

17．文段中画横线的语句应该修改，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直立行走前肢就变成手了 

B．直立行走就把前肢也就是把手解放出来了 

C．直立行走就把手解放出来了，代替了前肢 

D．直立行走就把前肢解放出来，变成了手 

18．上面文段中有两句话是应该删除的，请找出并说明删除的理由。（5 分） 

四、作文（40 分） 

19．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中俄两国于 2006 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 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 

2009 年至 2010 年，中国和俄罗斯分别举办了“俄语年”和“汉语年”。 

2012 年在中国成功举办“俄罗斯旅游年”，2013 年在俄罗斯成功举办“中国旅游年”。 

2014 年 3 月 28 日，“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在俄罗斯北方之都圣彼得堡市隆重开幕。 

2016 年和 2017 年是“中俄媒体交流年”，中俄两国在新闻报道、媒体产业、新兴媒体、

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交流和合作。 

2018 年 2 月 7 日上午,“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开幕式在哈尔滨举行。 

2020 年 8 月 26 日,“中俄科技创新年”开幕式以双方组委会主席北京、莫斯科两地视

频连线方式举行。 

请结合上述材料写一篇文章，说说你的感受与思考。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

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