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5 月调研测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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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时，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及草稿纸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诗经》和《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先秦时期即逐渐沉淀成为具有文化与文学双重特质的经典。到汉代以后，
《诗》与《骚》成为文人士子的必读之书。在安身立命和文章写作等多方面，历代文人对《诗》
《骚》进行了独
特的解读和接受，由此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意义阐释系统——“诗骚传统”。从这一角度来说，
《诗》《骚》
的源头性和经典化，是其成为“传统”和典范的内在原因。
《诗》
《骚》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但又构成互补关系的文化类型。
《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
《周颂》
和《大雅》
，均是礼乐制度的表征形式。而《小雅》中的大部分及《国风》之全部则是因对现实的关注与讽谏的
功能而进入《诗》文本。
《骚》为南楚文化所孕育，完全呈现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充满了对现实的质疑和探索，
充满了悲剧性与崇高感。综合来看，
《诗》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
“义”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
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二者比肩互补，具备了源头的气质和个性。
“诗骚传统”形成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诗》
《骚》的经典化。事实上，
《诗》的经典化从《诗》文本的结集
过程中就开始了。
《诗》文本的编成经历了数次和较长的时间跨度，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与诗学思想。
《诗》
文本的结集过程本身就是其多重性意义结构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诗》经典化的过程。
春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诗》成为士大夫君子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时人观念中，
《诗》与《书》
、
《礼》、
《乐》一样，是德义所在，是治国修身的根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歌《诗》
观志、引《诗》足志活动，使《诗》进一步具备了礼仪的、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预言的等多重阐释可能性。
《诗》文本变得空前的重要，成为春秋世族文化身份和君子“风雅”的代名词。加之孔子以《诗》为教，以《诗》
兴、观、群、怨，
《诗》的文化意义趋于最大化，成为征引、取资的文化资源。这标志着《诗》已被经典化了，
正式成为一种代表着社会公共文化理念的经典。
与《诗》不同，
《骚》的经典化完全是因为屈原自身的独特遭际、
《离骚》所创造的“发愤抒情”以升华人生
苦难和命运悲剧的方式。屈原第一次把诗歌创作与人生遭际导致的悲剧命运升华结合在一起，将诗歌创作作为人
生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并在诗歌中用形象的语言探讨了人格、理想，以及个体命运与群体利益的关系等重大人
生问题。因此，在屈原之后，
《诗》
《骚》就成为一种浪漫雄奇的文学传统，也成为一种追求理想、超越悲剧的生
存哲学的传统。

（摘编自韩高年《论“诗骚传统”》
）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诗骚传统”是《诗》和《骚》在先秦时期就逐渐沉淀形成的意义阐释系统。
B．
《诗》维系群体利益，
《骚》呈现个体生命体验，这两种文化类型比肩互补。
C．
《诗》文本的编成标志其经典化的开始，而被征引、取资标志其经典化的完成。
D．屈原用“发愤抒情”的方式升华人生苦难和悲剧命运，实现了《骚》的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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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从《诗》
《骚》的源头性和经典化两个方面分析了“诗骚传统”形成的原因。
B．文章第二段比较《诗》
《骚》不同的文化内涵，证明了《诗》
《骚》具有源头性。
C．文章第四段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诗》成为士大夫君子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的原因。
D．文章梳理了《诗》
《骚》经典化过程的异同，并指出了“诗骚传统”的具体内涵。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如果《诗》
《骚》没有成为历代文人士子的必读之书，就不会形成“诗骚传统”
。
B．
《诗》与《骚》代表的文化类型完全不同，因而《诗》没有《骚》中的浪漫表达。
C．人们在外交场合赋《诗》
、歌《诗》
、引《诗》
，丰富了《诗》的内涵和文化意义。
D．
《诗》
《骚》具有文学与文化的双重特质，既能给人审美享受，也能给人人生启迪。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4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1938 年的较量
婵 娟
宫本傍晚进门的时候，汤文刚把民国十七年日本人血洗济南府的事讲给年幼的儿子。听人打门，把儿子推回
后院，开门迎客。
宫本穿一长袍马褂，面相斯文，手中托一黄绢包起的卷轴，见汤文开门，鞠一躬。
宫本不落坐，环厅踱来踱去，看墙上字画。
“听说府上世代裱画，可当真？”宫本说一口文绉绉的福建官话。
“是。我汤家有祖训，男不读书为官，故传一裱糊手艺，赖以糊口。”汤文落座，安静回答。
“汤先生过谦。济南府人都知道汤先生颇通古字画鉴赏，怎会是一裱画匠？”宫本摆手，一绺小胡子下的嘴
角翘起。汤文感觉那手臂像一把日本战刀，扬起落下都干脆。
“过奖了。全赖大伙提携，混些许薄名，有口饭吃罢了。
”
“汤先生不要自谦。近日鄙人偶得一画，来府上是请先生指教的。
”
宫本毕恭毕敬将卷轴放在八仙桌上，慢慢打开。桌面上，赫然是一幅《清明上河图》
。
宫本侧脸示意近前观赏。汤文懒懒站起，含笑俯身细看。
“汤先生，画可是真的？”宫本问。
汤文笑笑：
“宫本先生，恕汤某眼拙，实在辨不出真伪。”
宫本眉头一皱，眼中电光一闪，战刀样的手臂猛然扬起又缓缓落下：“汤先生不愿将真相告诉鄙人？”
汤文沉吟一番，作无可奈何状：
“不，这画逶迤壮观，定为名家所绘，即使假的，若先生喜欢，作真品藏之，
又有何妨？”
“汤先生，实不相瞒，此画是前几年你们的皇帝溥仪送我们少佐转交天皇的。此次鄙人奉命来济南，就是找
人鉴定真伪。此画赝品太多了。
”宫本说完，重新落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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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文微笑：
“自此画出世，受徽宗皇帝喜爱，用瘦金体题‘清明上河图’并盖上双龙小印，就有历代名家争
相临摹，故赝品颇多。加之此画是巨幅长卷，所绘人物五百多个，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多艘，房屋众多，
结构严密，临摹非一朝一夕可成。由此，赝品笔法精湛者不少，毫无差错者却无。
”
听完汤文一席话，宫本沉吟好久：
“不知汤先生如何知晓此画秘密，可否赐教如何看出为赝品？”
汤文悠然叹一声：
“我祖上本御用画师，素喜此画。因一宫廷政变，怕此画落入叛臣之手，故将之藏于御沟
石缝内。谁料当夜天降暴雨，待到雨停水退，画已尽毁。祖上悔之不已，逃离宫廷流落民间，并立下家规，男不
读书为官。
”见宫本张大嘴，汤文继续道，
“先生不要失望，此画确有真迹。张择端本一爱国之人，靖康之耻后流
落南方。每念及故园，痛恨金狗，彻夜难眠，于是重新绘制一幅，流落南方。后此画复收入宫中。可先生此画确
非真迹。
”
汤文伸手指“市区街景”部分四个掷骰子人道：
“先生看桌面上骰子，掷出两颗为六点，有一颗尚在旋转。
以先生想来，此掷骰子之人希望自己几点呢？”
宫本不假思索：
“六点！
”
“对，此人定然希望如此。耍钱人皆为急功近利之徒，此时定会在口中狂喊。先生细观此人口型，他喊的可
是此数？”
宫本张开嘴巴：
“六……”汤文如释重负般笑笑，抬手拭额：“先生以为，此画是真是假？”
宫本满面颓丧：
“鄙人请先生细观此画，找出其中错处标之，可好？”
汤文作为难状笑笑，片刻方说：
“既然先生抬爱，汤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宫本走了，留下一队日本兵，立在汤文正屋门外。
第二天，天已大亮，日本兵还不见汤文出门，进屋察看，汤文竟没了踪影。
后来说书人快嘴张编了评书，在听雨轩道出真相：那宅院寝室中有一地道通到后街，是防备兵乱修的。那《清
明上河图》竟是真的。张择端画的上河是现在河南开封府，开封府人喊“六”
，本就是嘬口音，可宫本有点福建
口音，福建口音的“六”是张着嘴巴喊。
4．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说题目中，
“1938 年”点明时间，
“较量”概括事件，两相结合，强化了这次较量的意义和价值，又能
激发阅读兴趣。
B．从宫本的穿着、面相以及语言看，他似乎是一个斯文人，但从其“战刀样的手臂”这一细节可看出他是
在假装斯文。
C．小说善设伏笔，开头交代“把儿子推回后院”“宫本说一口文绉绉的福建官话”等，都为后文情节做了
很好的暗示。
D．小说开头写汤文给儿子讲日本人血洗济南府的事，看似闲笔，其实为塑造人物形象奠定了基础，表现汤
文是一个爱国者。
5． 汤文向宫本讲述有关《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有何意图？请简要说明。
（5 分）
6． 小说以补叙结尾，这样处理有怎样的表达效果？请简要分析。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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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 题。
材料一
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正在全国热映。这部影片自 3 月 2 日登陆全国院线以来，掀起了持续的观
影热潮，截至 3 月 16 日，其票房已超过 3 亿元。
美国知名新闻网站“Quartz”报道称，
《厉害了，我的国》是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电影，全面展现了过去五年中国在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和军事现代化等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
《厉害了，我的国》成为中国史上票房最高的纪录片。
（摘编自《境外媒体热议<厉害了，我的国>》
，2018 年 3 月 20 日《中国日报》）
材料二
影片 3 月 2 日上映，各大院线纷纷将其搬上影院头条，下面是对观众数据的分析。

（摘编自百家号《<厉害了，我的国>票房分析》
）
材料三
影片告诉我们的其实不仅是那些伟大的创举、恢弘的业绩，更重要的是它还告诉我们在这些问鼎世界巅峰的
工程中，那些献出青春、献出力量，乃至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中国人，它还告诉我们这些创世纪的工程项目中中国
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我们过去强调比较多的是在战争年代需要一种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其实，即
便就在和平建设年代，特别是在攻坚、创业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具备一种倾心尽力、冲锋陷阵的牺牲精神。
（摘编自《<厉害了我的国>背后是千千万万“厉害了我的中国人”
》
，2018 年 3 月 7 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坦白说，笔者曾担心过政论性影片的表达会不会令一些观众不以为意，甚至可能产生排斥情绪，事实则证明，
《厉害了，我的国》用人物自己讲故事的基本策略淡化了“政论”色彩，用一个又一个的真情人物和鲜活故事把
“政论”融于观众的感性体验，再化为理性思辨的基石。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也随着新一代年轻观众登场，主旋律电影重新焕发生机——从《战狼》
到《战狼 2》
，从《湄公河行动》到《红海行动》
，从《建军大业》到《厉害了，我的国》
，主旋律电影在一次又
一次的市场成功里焕发了全新生机，观众们热情地在主旋律电影里拥抱以国家为使命责任的主角，认同以民族为
身份背景的英雄，这不单纯是讲故事的手法或是艺术本身的进步所带来的成功，而是因为整个社会环境、政治气
候、舆论主力的改变创造了成功前提。
艺术反映着时代的脉搏，时代的成就也滋养着艺术。如果不是身边真真切切的发展成就，如果不是身边真真
切切的生动人物，创作者再努力地讲故事，观众都很难信服，更别说是感动了。与更加磅礴和震撼的新时代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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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厉害了，我的国》只是运用了准确和恰当的视听表现手法展现了真实的宏阔和伟大；与更加动人和细腻
的新时代人物相比，
《厉害了，我的国》只是运用了准确和恰当的声画记录手段还原了真实的质朴和崇高。
（摘编自《<厉害了，我的国>撰稿人创作谈》
，2018 年 3 月 7 日搜狐新闻）
7． 下列关于《厉害了，我的国》相关情况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厉害了，我的国》以艺术的手法展现了我国近五年来在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取得的成就，而真实性更
是其征服观众的原因。
B．
《厉害了，我的国》的观众中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超过 60%，因为这一代年轻人对高新科技更加关注，
更有感受。
C．
《厉害了，我的国》的创作团队通过视听表现手法的准确运用，给观众提供了更多感性体验，淡化了“政
论”意味。
D．
《厉害了，我的国》不仅展示了我国的伟大创举和恢弘业绩，而且讴歌了在整个和平年代为国家建设作出
了牺牲的人们。
8．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正确的两项是（5 分）
A．材料一和材料二通过票房数据、观众构成等，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厉害了，我的国》的热映程度和认可
状况。
B．材料三和材料四通过媒体人的评论和创作者的表述，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厉害了，我的国》独特的表现
手法。
C．
《厉害了，我的国》的热映表明和平年代的人们同样渴盼战争年代具有的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
D．
《厉害了，我的国》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积极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是一部政论性影片却赢得了不俗的票房。
E．
《厉害了，我的国》这部大型纪录电影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记录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在于探讨获得成就的原
因。
9． 《厉害了，我的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原因有哪些？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4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3 题。
公讳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也。天圣八年，举进士甲科
．．。庆历三年，以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兼修
起居注
．．．。是时天下无事，士大夫弛于久安，一日元昊叛，师久无功。天子慨然厌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诏增置
谏官四员，使拾遗补阙，所以遇之甚宠。公以材名在选中，遇事感激，无所回避，权幸畏敛，不敢挠法干政，而
上得益与大臣图议。皇祐四年，迁起居舍人、知制诰，兼判流内铨。御史吕景初、吴中复、马遵坐论梁丞相适罢
台职，除他官，公封还辞头，不草制
．。其后屡有除授非当者必皆封还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命
特赐冠帔以宠之至和元年，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徙知福州。公为政精明，
而世闽人，知其风俗。至则礼其士之贤者，以劝学兴善，而变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时闽人多好学，而专用赋以
应科举，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经术
．．传授，学者常至数百人，公为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闽俗重凶事，其
奉浮图，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否则深自愧恨，为乡里羞。至有亲亡，秘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敢发丧者。
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公曰：
“弊有大于此邪！”即下令禁止。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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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觋主病蛊毒杀人之类，皆痛断绝之，然后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条其事，
作五戒以教谕之。久之，闽人大便。遂拜三司使，居二岁，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学士以往。徙南京留
守，未行，丁母夫人忧。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
（节选自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其后屡有除授/非当者必皆封还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命/特赐冠帔以宠之/
B．其后屡有除授非当者/必皆封还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命/特赐冠帔以宠之/
C．其后屡有除授非当者/必皆封还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命特赐冠帔以宠之/
D．其后屡有除授/非当者必皆封还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命特赐冠帔以宠之/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甲科，古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唐、宋进士分甲乙两科，明、清通称进士为甲科。
B．起居注，我国古代帝王的言行录，几乎历代帝王都有，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C．制，制书，是用来颁布皇帝重要法制命令的专用文书，有时也用于官员的褒奖嘉勉。
D．经术，即经学，泛指对先秦儒、道、法等各家经典著作进行注解、研究的学问。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蔡襄忠君报恩，处事刚直敢为。他被皇上委以重任担任谏官，一心辅助皇上，遇事不避权贵，为皇上创造了
良好的施政环境。
B．蔡襄坚持原则，敢于违抗皇命。御史吕景初等三人因言获罪，被革职为民，他深表不平，退回皇帝谕旨，拒
绝拟写免职诏令。
C．蔡襄为政精明，大力兴利除弊。他熟悉闽地风俗，到任后礼贤下士，倡导经学，禁止铺张丧俗，禁绝巫觋蛊
毒等，政绩斐然。
D．蔡襄荣显其母，侍母十分孝顺。他得到皇上赏识，母亲也得到皇上赏赐；为照顾老母，他舍弃朝廷职位，请
求到地方任职。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0 分）
（1）思正百度以修太平，诏增置谏官四员，使拾遗补阙，所以遇之甚宠。（5 分）
（2）其奉浮图，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否则深自愧恨，为乡里羞。
（5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11 分）
阅读下面这首明诗，完成 14～15 题。

感 事
袁宏道
湘山晴色远微微，尽日江头独醉归。
①

②

不见两关传露布 ，尚闻三殿未垂衣 。
③

边筹 自古无中下，朝论于今有是非。
日暮平沙秋草乱，一双白鸟避人飞。
[注]①露布，传递军事捷报的帛制旗子。②垂衣，即垂衣而治，称颂帝王无为而治。③边筹，安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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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下列对这首诗歌的赏析，不恰当的两项是（5 分）
A．首句写景，用叠词“微微”写出湘山在晴空下隐约淡远之貌，别有韵味。
B．第二句叙事，叙述了诗人整日流连江头，陶醉于美景、至晚方归的情状。
C．颔联“两关”代边疆，“三殿”代朝廷，整联表现国家内外交困的处境。
D．颈联古今对照，表达了诗人对前人智慧的仰慕和对庸人误国现实的痛心。
E．本诗以写景落笔，以写景作结，避免感情的一味直抒，增添了蕴籍之美。
15．诗歌尾联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请结合全诗简要分析。
（6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5 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5 分）
（1）庄子《逍遥游》中“

，

，

”三句描写了大鹏在九万里高空毫无阻碍

地向南飞行的状态。
（2）范仲淹《渔家傲》中表现戍边将士在家与国之间抉择的句子是“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17．下列各句中加点成语的使用，全都正确的一组是（3 分）
①“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我们的文物保护常常处于被动局面，所以需要防微杜渐
．．．．，而不是在被毁、被
盗之后叹息与无奈。
②这个年轻的创业团队有一个优点，在解决棘手问题时，绝不定于一尊
．．．．，而是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选择最佳
方案，让事情得以顺利推进。
③他在荒原中穿行了一天一夜，终于发现一处被遗弃的木屋，找到一个烙饼，急不可耐地一口咬下去，哪知
烙饼坚如磐石
．．．．，差点磕掉门牙。
④对不听劝阻、反复违规的行为，我们必须严肃处理，不管是以前发生的，还是今后发生的，只有这样才能
起到惩前毖后
．．．．的效果。
⑤现在，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交流，应秉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
．．．．的原则，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齐心协力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⑥大刘常常让人捉摸不透，比如处理一件事情，每当意见不统一、发生争论的时候，他要么改旗易帜
．．．．，要么
人云亦云，要么默不作声。
A．①③⑤

B．①④⑥

C．②④⑤

D．②③⑥

18．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3 分）
A．从小到大，虽然小明阅读了不少英雄人物的报道、传记，但是对这些英雄人物有哪些精神品质值得自己
学习却常常思考得不够，所以收获不大。
B．从 2015 年共享单车诞生以来，不到三年时间，却飞速发展，让共享经济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然而，快
速发展之下，共享单车的发展却开始失序。
C．
“世界水日”活动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和水安全意识，以及爱水、节水、护水的
良好风尚，营造厉行节约的浓厚氛围。
D．近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食品安全和饮食健康问题，碳酸饮
料销量的下滑便是具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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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填入下面文段空白处的词语，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3 分）
朋友居五伦之末， ① 朋友是极重要的一伦。所谓友谊实即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良好的关系。 ② 以
友谊作基础， ③ 其他关系如父子夫妇兄弟之类均可圆满地建立起来。当然父子兄弟是无可选择的关系，
夫妇 ④ 有选择余地，但一经结合便以不再仳离为原则， ⑤ 朋友则是有聚有散可合可分的。 ⑥ ，
说穿了，父子夫妇兄弟都是朋友关系，不过形式性质稍有不同罢了。严格地讲，一个充分具备好朋友品质的
人，他一定也是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妻子、好兄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

实际

只要

/

固然

但

因此

B

其实

如果

则

/

而

不过

C

但是

只有

所谓

虽

/

当然

D

然而

/

那么

可能

不过

然而

20．在下面一段文字的横线处补写恰当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15
个字。
（5 分）
从史书中所载的关于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的详细尺寸等资料来看， ① 。但问题在于， ② ，但却没
有任何实物或图形流传下来。木牛流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输工具呢？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木牛，就是四
轮车；所谓流马，就是独轮车。对这种看法持有疑问的人指出， ③ ，若诸葛亮只不过是沿用而已，何至
于史书上大书特书呢？
21．下面是网络上的两则帖子，乙对甲提出的三条反驳意见都存在逻辑错误，请参考①的方式指出另外两条反驳
意见的错误。
（6 分）
甲：我家境困难，父母对我心疼爱护，付出很多，那些场景历历在目：夏夜蚊虫多，妈妈陪我写作业扇扇子
一整夜；大雪天妈妈骑自行车带我上学却摔跤……所以我要感恩。
乙：①这些方式最终为孩子带来了什么翻天覆地大的变化吗？②驱蚊？自行车送上学？富人家一个封闭良好
的住房，一辆车就能解决，但富人家的孩子不会因此格外感恩。③父母是不是该好好努力工作，提高生
活水平，而不是通过低端的自我肉体折磨对孩子感情绑架？
①错在认为只有给孩子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才需要感恩。
②

。

③

。

四、写作（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60 分）
班主任双手捧着一把戒尺，缓缓走进教室，全班学生见到戒尺后集体起立，自觉向这把戒尺行拱手礼；
紧接着，戒尺“入座”讲台，班主任也向这把戒尺鞠躬行礼。这是四川某小学“戒尺进入课堂”活动的场景。
3 月该校启动了“戒尺进入课堂”活动，全校 36 个班级每个班都配备了一把刻有《弟子规》内容的标准“戒
尺”
。这一举措，引发了老师、家长以及社会的热烈讨论。
请以“我看‘戒尺进课堂’
”或“我心中的戒尺”为副标题，写一篇文章。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义，
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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