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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北京西城高三一模 

语    文 

2021．4 

本试卷共 10 页，共 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5 题。 

材料一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储量

在不可逆转地减少，天然气水合物作为新型能源受到广泛关注。 

天然气水合物是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类冰状的结晶物质，因其外观像冰，且遇火即可燃烧，

又称“可燃冰”。 

研究发现，天然气水合物燃烧后只会产生二氧化碳和水，不会留下固态残渣，也不会产生有害气体，是一种

清洁无污染的新能源它具有极强的储载气体的能力，单位体积的天然气水合物的气体储载量是相同体积气体量的

100～200 倍，其能量密度是常规天然气的 2～5 倍，1m3的呈饱和状态的天然气水合物在标准条件下可释放出

164m3的甲烷气体。简而言之，就是天然气水合物蕴含的能量大，燃烧值高。 

陆地上 20．7%和大洋底部 90%的地区，具有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的有利条件，所以天然气水合物在全球的储量

极为惊人。据估计，其资源量是全球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资源量总和的两倍。天然气水合物因潜力巨大，

被科学家称为“未来全球能源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我国的海域和陆区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专家预测

这些资源的总能量约相当于 1000 亿吨石油，其中南海海域是我国天然气水合物的主要分布区，资源能量约相当于

800 亿吨石油。按当前的消耗水平保守估计，我国储藏的天然气水合物可满足近 200 年的能源需求，这对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取材于方银霞、刘飞等人的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对天然气水合物优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清洁无污染  B．呈饱和状态 

C．燃烧值高  D．储量巨大 

材料二 

由于天然气水合物大量存储于海底，而深水海底浅表层天然气水合物藏储层未成岩，松软易垮塌，容易发生

井漏，所以它的勘查开采难度极大。另外，开采天然气水合物还会面临巨大风险，如环境风险、装备安全风险和

生产管控风险等。不过，与风险并存的还有很多潜在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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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地壳活动以及人类的不当开发，都有可能导致海底水合物气藏中的天然气泄露。因此，开采过程中针对

规避风险的各项研究将涉及地质学环境科学和能源工业等领域，会对这些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具有很高的

科学价值，这一点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在开采中应对各种难题亦可促进勘查开采领域科技水平的发展，从而抢占这一领域的科技创新制高点。我国

在全面开展区域大规模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评价工作的同时，在南海神狐海域先后成功实施了两轮天然气水合

物探索性试采工作。第一轮在 2017 年 3 月 28 日。试采中运用地层流体抽取法，通过保证流体的抽取来实现稳定

地降压，这一方法的理论和技术都是国际创新，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一个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中获得连续稳定

产气的国家。第二轮在 2020 年 3 月 26 日。试采中攻克了天然气水合物水平井钻采的关键技术，有效提高了水合

物的采收率及产气量，创造了产气总量 86．14 万 m3、日均产气量 2．87 万 m3两项新的世界纪录。相对于第一轮

的垂直井试采技术，水平井试采对技术工艺的要求高，难度大，在此方面亦无先例可以借鉴。我国专家系统分析

了第一轮试采获取的数据，提出了“水合物成藏系统”与“三相控制水合物相态”理论，并反复试验推演，细化施工环

节，实现了从垂直井试采向水平井钻采的技术升级换代，我国因此又成为全球首个采用水平井钻采技术试采海域

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 

（取材于袁于飞、张辉等人的文章） 

2．根据材料二，下列对“水平井钻采技艺”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有效提高了天然气水合物的采收率 

B．在技术工艺方面比垂直井的要求高 

C．第一次在开采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 

D．是我国反复试验才得出的自创成果 

材料三 

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与开发，纷纷制订了长远发展规划。美国、加拿大、德国、英

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深入开展了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勘探技术、开发工艺、经济评价、环境影响等方而的研究

工作。 

美国是最早研究开发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上世纪 60 年代就开展了相关的勘探研究工作，由其创立的识别海

洋天然气水合物的地震标志——似海底反射层理论被广泛应用。日本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海洋区域的钻探勘察研

究，并获取了天然气水合物样品，成为世界上首个掌握海底天然气水合物采掘技术的国家。 

我国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勘探工作起步晚，1999 年才开始系统性的调查工作。与日本相比，我国开发的难度更

大。南海天然气水合物储层为泥质粉砂地层，具有水深更深、埋藏更浅、渗透性更差、颗粒更细等特点，是世界

公认的最难开采的一种类型。但是这类储层中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储量最大，占总量的 90%以上，一旦实现产业

化，其前景非常广阔。为此，我国提出了“五步走”的发展路径，即理论研究与模拟试验、探索性试采、试验性试

采、生产性试采、商业开采，第二轮试采就成功实现了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阶段性跨越。 

目前针对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的经济性评价较少。美国于 2009 年对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开采的数据进行经济性评

价，结果表明，其开采成本比传统天然气的开采成本高 0．80～0．95 元/m3。日本对其海上天然气水合物试开采

的估算结果表明，从海底天然气水合物中每提取 1m3的天然气须花费 2．8～10．8 元。我国从海底天然气水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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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提取 1m3天然气的成本为 8 元/m3，远高于通过现有的成熟技术开采常规天然气的成本。因此，目前的天然气

水合物勘探开发尚无法实现经济效益。 

（取材于冯猜猜、张文孝等人的文章） 

3．根据材料三，下列不属于．．．我国在南海开采天然气水合物时所遇困难的一项是（3 分） 

A．储层为泥质粉砂地层 B．储藏在非常深的海底 

C．所处地层的渗透性差 D．需经历五个发展阶段 

4．根据以上三则材料，下列理解与推断，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90%的天然气水合物储藏在大洋底部，因此各国都重视海洋开采技术的研究 

B．无论人类怎样完善开采技术，都未必能避免海底水合物气藏中的天然气泄漏 

C．目前我国天然气水合物的开采成本高于日本，说明我国的开采技术不如日本 

D．我国已实现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跨越，即将进行商业开采 

5．目前开采天然气的成本较低，我国为什么还要耗巨资去开采天然气水合物？请根据三则材料的相关内容简要说

明。（6 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共 18 分）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 

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

焉。其尤蔽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又或谓吾之爵禄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

戚在我，可以骄天下之士，而其．将无不趋我；又或不求取用之道，以为天下实无材。此三蔽者，可以论其失者，

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治国而国安焉。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

虽抱皋、夔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其末立见。故

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廐也。驽骥杂处，饮水食刍，嘶鸣蹄啮，其

所异者蔑．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矣。然后骐骥与驽骀别矣。古之人

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 

【甲】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杰知，而用之不得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量其能而审处之，使

大者小者、长者短者无不适其任者也。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

者乎？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而已矣。 

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

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所以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

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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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于王安石《材论》）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特．未知其故也  特：只不过 

B．惟其遇事而事治． 治：处理得好 

C．求其所异者蔑．矣 蔑：微小 

D．然后骐骥与驽骀别．矣 别：告别 

7．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不患材之．不众  人之．有异能于其身 

B．不患士之不欲为． 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 

C．而其．将无不趋我 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 

D．尽其道以．求而试之 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荣辱忧戚在我 

他们的荣辱忧伤令我挂怀 

B．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 

这只是看到了锥子放在布袋里的情形 

C．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 

都能发挥他们的智慧，去尽力做一些小事 

D．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这就是我只讲寻求和使用人才方法的原因 

9．将下面语句译为现代汉语。（4 分） 

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 

10．下面三则材料中，哪一则最适合作为论据放在文中的【甲】处？请根据文章及所选材料的大意简述你的理

由。（5 分） 

【材料】 

（1）弓所以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视其理，其理不因矫揉而直，此弓人之所当知也。 

（2）六国合从，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 

（3）南越之修簳
①
，加强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此天下之利器，决胜之所宝也。用以敲扑，则无以异于

朽槁之梃
②
。 

注释：①簳：小竹，可做箭。②梃：棍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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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1 题。（共 5 分） 

11．阅读下面《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 

子适卫，冉有仆
①
。子曰：“庶

②
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

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注释：①仆：御车。②庶：人口众多。 

短文中画线的句子反映了孔子怎样的思想？请用自己的话概述，并举例谈谈你对这一思想的认识。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6 分。 

（一）阅读下面诗歌，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望夫石 

【明】许炯 

劝君莫种柳，不如荆棘树。日日送人行，不解留人住。 

劝君莫喜鹊，鹊不及慈鸦。时时惊妾梦，误报客还家。 

柳条枯尽鹊声息，慈鸦夜夜啼荆棘。万里征夫望不归，新妇山头化为石。 

化为石，几春秋。风中怨，雨中愁。征夫若有归来日，石不能言心亦休。 

12．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柳”谐音“留”，却不知留住行人，让人增添相思之苦，思妇因此感叹“莫种柳”。 

B．鹊鸣悦耳原本令人喜爱，思妇却觉得分外的聒噪而心绪纷乱，于是劝人“莫喜鹊”。 

C．柳不及荆棘，鹊鸣不及鸦啼，这种异乎常情的取舍，反映了思妇内心深处的愁怨。 

D．“万里”“几春秋”分别写距离之遥与时间之久，“风”“雨”兼写环境与人的心情。 

13．下列诗句都写了“梦”，其中所梦见的内容与本诗中“妾梦”最不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昨日梦君归，贱妾下鸣机。（萧淑妃《夜梦》） 

B．残梦夜魂断，美人边思深。（杜牧《秋梦》） 

C．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 

D．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许浑《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14．“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上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这是唐代诗人王建所写的《望夫

石》。两首诗对征夫回来之后的结局有不同的处理，许诗写“石不能言”，而王诗写“石应语”。你更愿意接受哪

种结局？请结合诗歌内容说说你的理由。（6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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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人常借助写色彩的词语突显景物特征，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描写滕王阁“_______，上出重霄；

_______，下临无地”。 

（2）古诗词中常写到“泪”，陆游“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写的是儿女情长的泪，杜甫“出师未捷身

先死，_______”则写出了英雄壮志难酬之泪。 

（3）随着我国“一老一小”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陶渊明笔下那种“_______，_______”的温馨和谐、各得其乐

的场景在生活中已随处可见。 

（4）高考临近，同学们都在专心复习备考，你的好朋友却总是显得心浮气躁，你可用《劝学》中“_______，

_______，_______”来告诫他。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6 题。（共 6 分） 

16．《红楼梦》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充分体现了贾府内外的种种矛盾。请从元妃省亲、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这三

个事件中任选一个，结合作品的相关内容，简要说明该事件能体现哪两种矛盾。（6 分）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7—20 题。 

湘江口 

那是一个雨天，我已经走到了一条河的上游。到处都是水流的声音，但看不见河流。 

哪里是河的源头呢，我茫然四顾。 

出发前，我就被那个名字迷住了，湘江口我知道那是一条河的源头。 

为了寻找这条河的源头，我从北方的那片大泽一路寻来。这是通往瑶山的路，路越走越窄。在无边无沿的蛮

荒之中满眼都是混乱的群山，然而我已经走不出这大山了。我不知道，这湘南边地的瑶山，是否存在着某种蛊惑

人的魅力，但现在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哪怕找到一条很小的溪流，我也有一个方向。我听见了水响，我朝着那声

音奔去，那清脆的响声又从我的身后传来，而那是我刚刚离开的地方。我疲惫而无奈地转回了原地。远近，依然

是深怀诡谲的大山。 

我坐了下来。很快，我的黑夜降临了。 

忽然，青色的崖壁亮了一下。我下意识地抬头望去，那是光。后来回想，我十分感激那个夜晚竟然黑得那么

深，不然我是不会注意到那遥远的一星灯火的。我终于看见了我渴望已久也寻觅已久的东西，我很激动，但又很

害怕。在空无一物的夜空忽然出现的灯火，远远的，你会以为那是几千年前的一点火光然而那已是我生命唯一的

指引。我浑身发抖地朝那看上去比另一个世界还要遥远的一点火光走去。慢慢地，我平静下来。在宁静的矮林里

头冒出一座吊脚楼的轮廓，老屋四周的树木都像与天地万物连在一起了。渐渐地，这树影和吊脚楼的暗影后边又

冒出了更多的灯火，揭示了一个隐秘人间的存在。 

就这样，我走进了一个瑶人的山寨，我的眼睛也亮了起来，又看见了树木、溪流、人，又嗅到了热烘烘地扑

过来的牲口粪味。 

那一刻我感觉就像世界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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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我敲门，狗已经报信了。瑶山人听见狗吠就知道有远客上门。一位瑶族大娘用手护着一点儿摇曳的灯光

走出来。她替我撵走了狗然后把半掩的门打得更开了。她没问我从哪里来，她也根本不问我是干什么的，就向一

个陌生人，完全敞开了瑶家的大门。也许，她已经不止一次地接待过我这种没头没脑闯进大山里的不速之客。 

外面还在下雨。大娘生起火，烘着我那被雨淋湿了的衣服。我闻到了那火焰的香味，像是香杉树枝的香味。

大娘的儿子，一个头裹罗帕的红脸汉子过来陪我喝酒，我看见一只壁虎爬到他身上，他也不赶。瑶家人爱惜而敬

畏一切生命。 

很烈的包谷烧酒，很辣的辣椒，吃着喝着我浑身就像燃起了火苗子。好长时间都没有这种热烈的生命感觉

了。我想要寻找一条河的源头，我觉得这可以让我的生命平添某种神圣感，但没想到自己找到的却是这样一间有

点贫寒的吊脚楼。大娘掏出针线来纳鞋底，把一根绳线从鞋底的另一面长长地伸出来，又一针扎下去，不紧不慢

的，悠闲里透着满足。 

寂静地躺在角落里的是一只石缸，整块石头掏空了，不知是怎么掏空的。水缸里的清水，被大娘一勺一勺舀

出来，灌进铜壶里，架到柴火上。当我除下鞋袜准备用热水来烫脚时，大娘看见了我满脚的血泡，她心疼得不得

了，把那只正纳着的鞋底紧紧地按在了心头。 

人生如梦。当我在这远离城市的吊脚楼里沉沉躺下时，我仿佛掉进了人类的最后一个恬静的梦乡。很久都没

有这样放下过自己的身体，我愿永不苏醒。但我还是醒了。夜里，一双手摸摸索索地探到了我的脚底，伸过来的

还有那针尖大小的一点儿清凉，在我热辣辣的脚板上悄无声息地移动。一张若隐若现的脸，慈祥地，浮现在寂静

的月光中。我没醒。我假装没醒。说真的我也怕自己醒过来，怕突然发现又是个梦。直到大娘挑破了我脚底的全

部血泡，悄然离去后，我突然感到了我内心的冷酷。那年我三十出头，刚刚经历了人生的一场大变故，于是把寻

找一条河的源头当成了方向，我希望在艰难的跋涉寻找中体会价值，在别样的自然风景里得到抚慰；说穿了却是

为了掩饰自己漂泊无依的处境。 

清早，起来，看见大娘面对上天，口中喃喃着不知在祈求什么。或许，这个世界是需要有一点信仰的，一个

心里有信仰的人，对这个世界会多一些敬畏，肯定也要比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活得踏实。而我，这么多年来，都找

不到这样一个可以寄存自己灵魂的角落，只好选择了一条河流的源头作为寄托，我寻找，与漂泊。 

又要上路了，天已放晴。空气中散发着湿树叶子的味道。大娘一直把我送到了进出瑶村的那个唯一的山坳。

我愣愣地站在一片被风吹得摇曳不止的竹林旁，仰起头来看着山顶的蓝色。我问大娘，这里离湘江口还有多远？

大娘指给我一条从竹林里流出来的溪涧。大娘没说那是湘江口。大娘说，伢崽，你顺着这条溪走，就能走回家

了。我的大娘，她竟然真把我看作一个迷路的孩子，一个找不到回家之路的孩子。 

我便顺着这条溪走。走了一程，扭过头去看大娘。大娘正在挖竹笋，风吹起她鬓角的银发，扑打着那张饱经

沧桑的脸。她活着，辛苦而又安然地活着，只为显示一种顽强、美好的生命。那一刻我忽然有一种潜在的心心相

印之感。我不必再去苦苦地寻觅一条河的源头了，我愿意把这样一位母亲作为我的湘江口。 

（取材于陈启文同名散文） 

17．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首段中，“已经”一词暗示了作者此前的跋涉，“到处都是水流的声音，但看不见河流”与后文在大山中

的迷路呼应。 



 8 / 14 

B．作者在迷路时说“我的黑夜降临了”，一语双关，既是说当时天色已黑，也是说自己的内心陷入了绝望。 

C．文章描写了大娘家烧柴取暖，以及爬到人身上的壁虎、整石掏空的水缸，意在说明大娘家生活的贫苦落

后。 

D．文章对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种感受的大量描写，既体现了作者在特殊情境下的心理状态，又使得文章细

腻丰富、生动传神。 

18．文中的画线句子都有“醒”字，下列对这些句子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我愿永不苏醒”，作者终于可以放松身心俱疲的自己，想享受这恬静的梦乡。 

B．“但我还是醒了”，尽管来挑血泡的大娘很小心，还是使睡得很沉的作者醒了。 

C．“我没醒。我假装没醒”，表达前后矛盾，是因为作者在半梦半醒时思绪不清。 

D．“我也怕自己醒过来”，作者感动于大娘对自己的关爱，很留恋这久违的美好。 

19．“湘江口”在文中有哪些含义？文章是如何围绕“湘江口”展开的？请根据文章内容具体说明。（6 分） 

20．一位学者认为，人类“与其看风景，不如看灵魂”。你同意这个观点吗？请结合本文或其他材料谈谈你的看

法。（6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5 分。 

21．语言基础运用（5 分） 

①《衣尚中国》是继《中国诗词大会》之后的又一个优质文化节目。②服饰是生活的必须．．品，也是承载文明

的艺术品。③《衣尚中国》节目聚焦于中华传统服饰艺术，旨在探寻服饰背后的美学精神，唤醒观者对传统文化

的记忆，增强受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④不仅节目借助了歌、舞、剧等习见的文艺样式，还通过街舞、说唱、

圆舞曲等舶来的艺术形式阐释服饰文化，在表达形式上有所创新。⑤《衣尚中国》的成功再次表明：一个优秀的

文化节目既要________，又要________。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①③两句中的“节目”都不可以删掉。 

B．②句中加点词语“必须”应为“必需”。 

C．③中画线的两个短语的顺序不能互换。 

D．④句中“不仅”一词所处位置不正确。 

（2）在⑤句中的横线上填写两个结构一致的短语，使语意连贯、完整。（2 分） 

22．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作。150 字左右。 

（1）请从《边城》《呐喊》《红岩》中任选一部，结合作品内容，谈谈今天阅读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要

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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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市西城区有很多名人故居或其它的历史遗迹。请写一段文字，介绍其中的一处。要求：内容充实，

语言简明，条理清晰。 

（3）“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一位十九岁戍边战士日记中的这句话令人动容。请你以“清澈的爱”为题，为这

些战士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要求：感情真挚，有感染力。 

23．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 

（1）近几年，人脸识别、VR、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飞速发展，使用这些技术已经成为潮流。 

科技潮流给很大一部分人带来了便捷和乐趣：科普爱好者穿梭在各种专业网站之间获取知识、分享智慧；卖

瓜菜的小摊贩们都在各自摊位前贴上二维码，无现金交易方便省事；有的老年人戴上 VR 眼镜玩无人机航拍，享

受新时代的退休生活…… 

然而，科技潮流也给一小部分人带来了困难：有些老年人在自助银行里无所适从，或者因为不会下载手机

APP 而无法预约挂号……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以“潮流中的多数与少数”为题，联系现实生活，自选角度，写一篇

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请以“复苏”为题，展开联想，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合乎情理，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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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北京西城高三一模语文 

参考答案 

一、（18 分） 

1．（3 分）B 2．（3 分）C 3．（3 分）D 4．（3 分）B 

5．（6 分） 

答案示例： 

高经济成本可换来很高的科学价值：开采可促进地质学、环境科学、能源工业及勘查开采等领域的科技发展。

现在的高耗费可以获得未来的利益：天然气作为传统能源不可逆转地减少，而天然气水合物作为新能源是“未

来全球能源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开采分“五步走”，目前还处在试验阶段，等到了商业开采阶段自然会有很高的

经济利益。 

【评分参考】“科学价值”“未来能源”“商业化之后的利益”3个要点，每点 2 分。 

二、（23 分） 

6．（3 分）D 7．（3 分）A 8．（3 分）A 

9．（4 分） 

参考答案： 

等到它拉沉重的车子，择取平坦的道路，不用屡屡鞭策，不让人费力地驾驭 

【评分参考】4 个分句，每句 1 分。 

10．（5 分） 

参考答案： 

应选择材料三。本段的观点是要恰当地使用人才，不能“用之不得其方”，而要“适其任”；材料三的意思是南越

的竹子适合做箭而不适合做敲扑，强调要发挥事物真正的功用，与本段的观点一致。 

【评分参考】5 分。能指出本段的观点 2 分，能解释材料三的大意并指出与本段观点一致 3 分；意思对即可。 

11．（5 分） 

参考答案： 

思想：要在老百姓富裕的基础上实施教化。 

认识：略 

【评分参考】思想 2 分，认识 3 分。 

三、（26 分） 

12．（3 分）B 13．（3 分）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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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分） 

答案示例 1： 

我更愿意接受王诗的结局。征人归来后石头可以说话，则思妇满腔的思念、哀怨可以尽情倾诉，饱尝悲苦的思

妇可以得到慰藉。如此结局可使故事的情节产生跌宕的效果，而这种有点喜剧色彩的结局也让人看到希望，感

到美好，得到安慰。 

答案示例 2： 

我更愿意接受许诗的结局。征人归来后石头不能说话则思妇满腔的思念、哀怨无处倾诉，这漫长的等待及复杂

的心绪永远无人知晓。如此处理则思妇的形象更为凄苦，尽管其悲剧性令人难受，但这种悲剧在真实生活中并

不罕见，应该接受 

答案示例 3： 

我更愿意接受许诗的结局。“休”有喜悦的意思，“不能言心亦休”可以理解为尽管满腔的思念无法倾诉、无人知

晓，但只要征夫能归来就不负这长久的守望，思妇就心满意足了。如此处理突出了思妇不计个人委屈而惟愿心

上人平安归来的善良与深情，感人至深。 

【评分参考】6 分。思妇想说的内容、思妇的心理或形象、效果三个要点，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有其他思

路视其合理程度给分。 

15．（8 分） 

（1）层峦耸翠  飞阁流丹  （2）长使英雄泪满襟  （3）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 

（4）蟹六跪而二螯  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  用心躁也 

【评分参考】每空 1 分。有多字、少字以及错字、别字的情况，则该空不得分。 

16．（6 分）略 

【评分参考】6 分。两种矛盾，每种 3 分。 

四、（18 分） 

17．（3 分）C 18．（3 分）C 

19．（6 分） 

答案示例： 

“湘江口”指湘江的源头，曾是作者人生价值的寄托处；也指作者偶然遇到的体现顽强、美好生命的瑶族母亲。 

文章从寻找湘江的源头切入；接着写因迷路而夜宿吊脚楼，在感受到瑶族母亲的关爱后开始反思自己寻找湘江

源头的价值；最后写离别时的感悟，愿意将瑶族母亲当作“湘江口”，当作自己人生的方向。 

【评分参考】含义 2 分，“如何围绕”4分。意思对即可。 

20．（6 分）略 

【评分参考】看法 2 分，结合材料分析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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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65 分） 

21．（1）（3 分）A 

（2）（2 分） 

答案示例：聚焦传统文化  创新表达方式 

【评分参考】2 分，每点 1 分。 

22．（10 分） 

根据完成题目要求的质量，以 5 分为基准分，上下浮动。 

23．（50 分） 

第（1）题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50—42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 

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意、有

文采的作文可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41—33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 

论据较恰当充实、论证合理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

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上。 

三类卷 

（32—25 分） 

基本符合题意、论点基本明确 

论据较恰当充实、论证基本合

理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

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 分以上。 

四类卷 

（24—0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论点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0 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作文没有写题目，扣 2 分。 

 

第（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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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50—42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意、有

文采的作文可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41—33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

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上。 

三类卷 

（32—25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主题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

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 分以上。 

四类卷 

（24—0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0 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作文没有抄写题目，扣 2 分。 

 

参考译文： 

天下需要忧虑的事，不是担忧人才不够多，而是担忧位高权重者不希望人才众多；不是担忧人才不作为，而

是担忧位高权重者不让他们有作为。 

人才的作用，是用来作为国家的支柱，得到了则国家可以安定繁荣，失去了则使国家灭亡而受外辱，然而位

高权重者不希望能人多，不让他们有所作为，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有三个蒙蔽人的原因。其中最蒙蔽人的，就是

认为自己身处高位，可以免除屈辱、断绝危害，人才的得失对国家治乱的命运没有帮助又有人认为自己的爵位俸

禄可以吸引天下的优秀人才，他们的荣辱忧伤都取决于我，我可以在他们面前骄傲，而他们没有不想依附我的；

又有人不探求选用人才的方法，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这三个蒙蔽人的原因中还可以讨论失误原因的，只有认

为天下没有人才的观点吧。他们心中并非不想任用天下的人才，只不过不知道为何没有人才罢了。 

况且有才能的人，他的表现靠什么显得与一般人不同呢？只是他们遇到事情能够把事情处理好，治理国家能

够使国家安定。位高权重者如果不深入地考察、慎重地任用他，那么即使拥有如皋、夔那样的才智，尚且不能让

自己较一般人突出，何况是才智在他们之下的呢？世上受到蒙蔽的人说：“一个人如果身怀不凡的能力，就像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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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布袋里，它的尖端立刻就能显露出来。所以没有有才华却不能被发现的人啊”这只是看到了锥子放在布袋里的

情形，却没看到马在马棚里的情景。劣马与良马混杂相处，喝水吃草，嘶叫跺蹄子咬东西，它们的区别很小。等

到它拉沉重的车子择取平坦的道路，不用屡屡鞭策，不让人费力地驾驭，一牵引缰绳，千里的路程已经走到了。

这样之后良驹和劣马才分辨出来。古代的君主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不认为天下没有人才，想尽办法来寻找并且考

察他们。考察人才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做能做的工作罢了。 

……由此可知，即使得到了天下优秀杰出的人才但任用他们不得当，也和上述情形一样。古时候的君王明白

这个道理，于是衡量他们的才能并且谨慎地使用他们，使能力大小不同、长处短处不同的人才没有不做着适合自

己的事情的。这样做的话，那么愚昧浅陋的人都能发挥他们的智慧，去尽力做一些小事，何况那些才德兼备、智

力非凡的人呢？唉！后世的位高权重者没有探究这个道理并且在现实中尝试，就说天下确实没有人才，这也是没

有好好想过罢了。 

有人问：“古时候的人通过教育来造就人才，而你只说了人才的寻求和使用，为什么呢？”我说，在天下的法

度还没设立之前，就一定要先寻求天下的人才来使用，如果能使用天下的人才，那么就能依靠他们恢复先王的法

度，那么连天下的小事都没有不像先王那个时代的了，何况是教育造就人才的大事呢？这就是我只讲寻求和使用

人才方法的原因。 

材料一：张弓时弓体不偏扭，靠的是木材好。判断木材的标准是看它的纹理，纹理应该不经校正就是直的，

这是造弓的人应该知道的。 

材料二：战国时六国合纵，于是辩论、游说的人才就出来了；刘邦、项羽并存于世，于是筹画的谋士、打仗

的武将这类人物就出来了；唐太宗希望把国家治理好，于是运筹谋略、敢于直谏的辅臣就出来了。 

材料三：南越地区有一种长得很长的竹子，做成箭安放在强劲的弩弓上，能射到千步以外的地方，这是天下

锐利的武器，决定胜负的宝贵东西。但是如果拿它来做鞭打的刑具，就和一根枯朽的棍棒没有两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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