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安徽卷） 

语    文 
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题 。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

‚儒家经典‛，这种观点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包括其

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

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

特色。 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

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仅仅关注儒家的思

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仅仅说儒家，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比如有

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

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

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

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

可以包括的更广泛些？比如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

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

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

被引用的多，被人觉得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

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有需要把它放回产

生它的世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

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招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

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

了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

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

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

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

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

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背景‛召唤

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

‚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

‚新经典‛。 

（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 

1．下列关于“中国经典”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经典一般意义上与“经”应该是一致的，但将其转换成“儒家经典”的观念在做

着看来则有些偏狭。 

   B．中国经典的核心思想是“三教合一”，而“三教合一”正是中国和欧洲在文化领域中

最为不同的地方之一。 



 

 

   C．中国经典内容丰富，其中的儒、佛、道思想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中国多元的文化，并

在古代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D．中国经典的认定，处理要考虑圣贤、宗教、学派的思想著作，还需要侧重考虑唐诗、

宋词、元曲里面的名著佳篇。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世界中，封建统治者并不仅仅使用一种思想工具实行统治，比如，

用儒家思想治世，用佛教思想治心，用道教思想治身。 

   B．儒家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都关

注社会伦理，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只关注政治秩序。 

   C．能成为被人们尊崇和仰视的经典的，往往是那些被广泛引用、被认为充满真理、被一

再解释的优秀著作，其中有的还曾被“钦定”为必读书。 

   D．经典与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其思想内容总是会留存在社会风俗、人们的日

常行事和口耳相传中，如影相形，并不时地表现出来。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经典不是天然形成的，它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到神圣经典的层层积累的经典化过程，这

一过程正是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B．阅读经典时，如果将其放在哪个产生它的历史时代里面去重新理解，我们就可以了解

人类从古至今曾经面临的重大问题。 

   C．经典知识如何再生和重建，经典中哪些资源被重新发掘和利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

今的社会现实、生活环境的需要。 

   D．对“旧经典”进行重新解释和引申，是为了让它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

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风格。 

二、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4～7题。 

御史梁皙次先生传 

[清]王士禛 

先生姓梁氏，讳熙，子曰缉，皙次其别号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纨绔之习，读书好古，

视声利蔑如也。于诗嗜陶渊明，少得句云：‚明月生东隅，清辉照北床。‛长老惊异。十三岁

补诸生第一，实名籍甚。 

顺治三年乡试，又十年成进士。出知西安之咸宁，譬于种，不以一钱自污。税民如予，

治行冠三辅。官咸宁半截，入为云南道监察御史。 

是时，世祖章皇帝方重言路，台省官皆矫尾厉角，务毛挚搏击为名高。先生独淡泊宁静，

下直辄焚香扫地，晏坐终日，如退院僧。暇即与其友汪琬、刘体仁、董文骥、王士禛辈出游

丰台、草桥诸胜地，或会食浮屠、老子之宫。诸子酒酣耳热，辩难蜂起，各负气不肯相下。

先生默坐，或徽笑不发一语。偶出一语，则人人自失，觉我言为烦。先生固耽内典，于三藏

十二部之书无不研究，而于《楞严》尤了悟初因证果大旨。每过其居邸，绳床药灶外，惟经

论数卷而已。 

先生尝巡视茶马于泰，不名一钱。或以为言，则笑曰：‚吾筹之熟矣。居官而谋利，为

子孙计耳。子孙不肖而居厚实，三蠹将至，曰盗贼，曰倡优。吾惧夫三蠹之为子孙忧也，故

不敢也。‛ 

在京师，日怀归田之思，属长洲文点画《江村读书图》以见志，予辈皆为藏诸。未几，

谢病归。淄川高侍郎念东赠诗云：‚燕台襆被亲相送，一个嵩丘行脚僧。‛盖纪实云。归田后，

尤孤介自持，不接当事。同年王中丞巡抚河南，馈问丞至，一无所爱。答书曰：‚生有癖性，



 

 

酷爱古贴，亦昔人玩龙团、饮廷珪墨之意也。闻宋仲温书《兰亭十三跋》摹于松江府亭，赵

子昂书《铁佛寺钟铭》在鹤沙报思忏院，倘各损惠一通，敬拜赐矣。‛其雅操如此。先生于

古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人矩度，而于禅悦文字尤善。 

先生生明启壬戌，为廉熙壬中，年七十二。 

（选自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有删节） 

【注】①内典：佛经。 

4．对下列句子中加横线的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晏坐终日                     晏：平静。 

B．子孙不肖而居厚实             居：积储 

C．不接当事                   当事：权要 

D．必合古人矩度                 矩度：气度 

5．下列各组句子中，加横线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




皙次其别号也

吾其还也
 

B．




偶出一语，则人人自失

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
 

C．




予辈皆为赋诗

为武置酒设乐
 

D．




馈向亟至，一无所受

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梁熙年少时本性纯净，才思过人。他出身世家而无富贵习气，把名利看得很轻；读书

好古，能诗善文，很早就有诗才和文名。 

B．梁熙任职时清正爱民，行事低调。他在任期间能够廉洁自守，视民如子，政绩斐然；

因不愿突出自己而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识。 

C．梁熙恬淡好静，不恋官场。他在朋友聚谈时经常默坐其问，含笑不语；在京做官时总

想辞去官职，去享受清净的读书生活。 

D．梁熙深研佛典，志趣清雅。他博览佛经，对某些佛经要义体悟得特别透彻；酷爱古贴，

还对一些书法名作的情况颇为熟悉。 

7．把原文划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出知西安之咸宁，譬于种，不以一钱自污。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诸子酒酣耳热，辩难蜂起，各负气不肯相下。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吾惧夫三蠹之为子孙忧也，故不敢也。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8～9题。 

月圆
①
 

[唐]杜 甫 



 

 

孤月当楼满，寒江动夜扉。 

委波金不定，照席绮逾依
②
。 

未缺
③
空山静，高悬列宿

④
稀。 

故园松桂发，万里共清辉。 

【注】①这首诗是唐代宗大历元年（766）秋天杜甫流离襄州时所作。②绮逾依：这里指（席子上的）

光彩更加③缺：指月圆。 ④列宿：众星 

8．这首诗前六句描写了月圆之夜的哪几幅画面？请用简洁的语言进行概括。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本诗最后两句情感真挚，请从虚实结合的角度作简要赏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两题任选一题作答；如果两题都答,则按甲题计分） 

甲：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峻岩不可攀。①____________，②_____________。③

____________，④_______________。⑤________________，⑥________________，

使人听此凋朱颜！（李白《蜀道难》） 

乙：①悬泉瀑布，_______________，清荣峻茂，良多趣味。（郦道元《三峡》） 

②____________，其为或也，终不解矣。（韩愈《师说》） 

③几处早莺争暖树，_________________。（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④蓬山此去无多路，________________。（李商隐《无题》） 

⑤________________，歌窈窕之章。（苏轼《赤壁赋》） 

⑥想当年，金戈铁马，________________。（辛弃疾《永遇乐》）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1～14题。 

蓑衣 

秋天，刚刚收获过的土地湿润、疏松，可爱极了。稼禾的秸秆都拉走了，香气却遗留在

田埂上。杂生在玉米和豆棵里的草叶儿显露出来，又绿又嫩。蚂蚱在草棵间蹦跳、起飞，很

欢快的样子。 

人们都忙着整理自己的土地，准备又一次播种。小格细心地揪掉青青的草叶，整齐地堆

放在一块儿。她觉得这么嫩的草叶，扔掉怪可惜的，留着回家喂小兔子吧。那些蚂蚱碰到她

手上，她就把它们逮住了；很肥大的，用一根草棒串了，别在衣襟上。 

邻地里的达子走过来，搓着手上的草汁和泥巴，站在那儿笑。 

小格往一边看了看，达子的脚上穿了一双又结实又漂亮的胶鞋，鞋帮上好像还印了一只

鹰！她瞥了一眼，禁不住又瞥了一眼。这个达子和她在小学一块读过书的，现在正用一辆轻

骑贩卖葡萄，听人说去年一年就挣了五千元……一个大灰蚂蚱用生了刺的双腿猛劲儿蹬了她

一下，她的手背上立刻渗出了小血珠。她使劲摔了它一下，说：‚一变肥，你就浑！‛ 

达子蹲下来，说：‚歇歇吧，又逮植物又逮动物，这个活儿太累。‛ 

小格干脆仰起了脸，看着笑吟吟的达子。她已经不歇气地在地里忙了三天。父亲病了，

这么多的活儿全是她一个人做的。她不光有些累，还有些烦呢。她觉得达子在看她的笑话。 

达子和她对看着，一瞬间神情严肃起来。他看到她那双从来都很美丽的眉毛，这时候微

微皱着——她好像有些恼怒……他眨了眨眼睛，把目光移开，仰脸看天了：‚天快下雨了，

嗯……快下雨了！‛他咕哝着。 

‚下吧！‛她的眼睛盯着他，赌气似地说道。 

达子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穿着‚鹰鞋‛的脚，说：‚我是说，下了雨，你的地也快整好

了，我明天雇来一辆小拖拉机，咱们一块儿耕地。‛ 

①小格的心里一热。但她还是垂下眼睫，有些执拗地说：‚不，不。还是我自己用铁锹



 

 

翻吧……‛ 

达子笑了笑，走开了。 

停了一会儿，天真的下雨了。田野里的人们都跑回去拿雨具了，小格踌躇了一会儿，也

跑回家了。 

她回到田里来时，披了一件蓑衣。这件蓑衣很旧了，可是还能遮雨。别人都穿了塑料雨

衣，戴了斗笠。那雨衣有蓝的，红的，还有淡黄的，迷茫的雨雾里望去，多么好看啊。邻地

的达子穿得更高级一点：军用雨衣。 

小格有些不好意思了。 

她蹲在田埂上做活，一低头就能看见蓑衣襟上粗粗的草绳儿结。她在心里恨起自己来：

怎么就穿了它来！可是她心里明明知道：家里没有雨衣，只有一把塑料雨伞…… 

达子向这边望着，好长时间也没动一下。 

他看到千万条雨丝洒向她的蓑衣，蓑衣的毛儿拄着，在雨丝中轻轻弹动着。有时候小格

站起来，那球成一团的蓑衣立刻放展开来，似一件草做的漂亮的披风。蓑衣毛儿又多又规整，

都朝一个方向斜着……她在田埂上走着，像个穿着斗篷的将军，挺拔而洒脱。他禁不住喊了

一声： 

‚小格——‛ 

小格重新蹲下去，像是逮一个蚂蚱，身子向前一伏一伏的。达子好像看到了她那被蓑衣

遮住一边的脸庞变得通红通红，就像石榴花的颜色。 

天暗下来，雨也变得小多了。田野里的人们开始收工了。 

小格将草叶捆到一起，提起来往回走去。田头小路上的人很多，各种雨衣摩擦着，发出

声音。人们高声地谈笑着，议论庄稼，也议论人。小格默默地往前走去，一次也没有回头。 

可是有几个老头子谈论起她的蓑衣了：‚蓑衣这东西好！我过去夜里看秋、雨天排涝，

都穿蓑衣！蓑衣比塑料雨衣可好，它又能遮雨又能当草荐子铺，穿到身上人也暖和。‛‚哎

哎，一时一兴，自从兴了塑料雨衣这洋玩意儿，蓑衣你贵贱也买不着了……蓑衣好！蓑衣好！‛ 

第二天早晨，小格很早就来到了自己的田里。 

②这片土地变得漂亮了，耕过、耙过，就像蓬乱的头发被耐心地梳理过一样——达子的

头发倒变得蓬乱了，正在他的地上忙着。 

小格知道这是达子的小拖拉机耕的。她问：‛达子，你一夜都守在这地里吗？‛ 

‚一夜刚好耕完。‛ 

‚啊……达子！‛ 

小格想：这土地要让我一个人用锨翻，不知要多少天呢！她心里感激达子，可又不知道

说些什么才好……她很想说，雇拖拉机的钱两家一起拿吧！但她就是说不出口。她怕达子笑

话她小气。达子有钱呢一一雇拖拉机这点钱，在他看来算不了一回事。 

她在靠近他的地边上做着活儿。 

达子忙了一会儿，伸着懒腰走过来。她注意地瞥了瞥他的鞋子：老鹰上沾了稀泥。他说：

‚趁着土湿，今天就把种播上吧……嘿嘿！明天地里就没活儿了，真棒！‛ 

小格问：‚没活了再做什么？‛ 

‚驾上我的轻骑！‛ 

小格不作声了。 

‚你做什么？‛ 

‚我……‛小格轻轻咳了一声，‚不做什么。‛ 

‚你编蓑衣吧！‛ 

小格恼恨地看了他一眼。 



 

 

达子的脸有些红，微皱着眉头说：‚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没听老人们说到处

买不到蓑衣吗？你编吧，会赚钱的，芦青河湾那儿一片一片蓑衣草……‛ 

‚哼，鬼主意……‛小格将身子转向一边。 

达子失望地看了她一眼，接着嘴角挂上了一丝笑容：‚你不懂——‘信息’……明白了

吗？明年我准备好好研究一下‘信息’……‛ 

小格笑了。 

夜晚，月亮很早就升起来了。小格在里屋坐了一会儿，听到院子里有露水滴落的声音，

就走了出来。 

大地朦朦胧胧，一片白色。她觉得心上不知怎么热乎乎的，很想往远处走一走……走着

走着，她的脚步急了起来；再后来她听到河水的声音了。 

她来到芦青河湾了。 

月光下，河湾的浅水处一片油绿。那柔软细长的草叶儿像人工整出的一般齐、一般好，

茂盛极了。 

‚啊！蓑衣草……多么好的蓑衣草啊！‛她在心里说。 

1984年 11月 

11．请用简洁的文字写出小说中小格对达子的态度的变化过程。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请依据小说相关内容，概括达子形象的特点。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按照要求完成下面两题。 

（1）请依据画线①处的文字，简要分析小格的心理活动。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画线②处运用了比喻和对比手法，请分别作简要赏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小说最后两个自然段颇耐人寻味。请结合全文，从两个不同角度谈谈你的看法。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真谛      睿智      勤能补拙      夙兴夜寐 

B．甘霖      磨砺      积腋成裘      蔚为大观 

C．宵汉      崔嵬      中流砥柱      沧海桑田 

D．韬略      谙熟      飒爽英姿      风弛电掣 

16．下列各句中，加横线的词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 

A．于敏在我国首颗氢弹的成功研制上功勋卓著，然而他淡泊名利，婉拒“氢弹之父的

称号，其人品胸襟，令人高山仰止。 

B．在东海舰队组织的此次实战演练中，我军的投雷舰艇倾巢而出，成功扫除了“敌军”

在航道上隐蔽布设的多枚新型水雷。 

C．某些管理机构缺乏“大数据思维”，以邻为壑，不与相关机构共享信息资源，公共数

据中心的建设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 

D．现代舞剧《十面埋伏》，以其色彩浓重的舞台背景、风格鲜明的京剧音乐以及刚柔相

济的舞者形体，一举征服了现场观众。 

17．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具有自动化生产、智能识别和系统操控等功能的工业机器人，正成为国内不少装备

制造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解决人力成本上涨的利器。 



 

 

B．如何引导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热爱并且投身于滑雪运动，从而培养这些青少年对滑

雪运动的兴趣，是北京冬奥申委正在关注的问题。 

C．要深化对南极地区海冰融化现象在南极上空大气运动过程的认识，就必须扩大科学

考察区域，加强科研观测精度，改进实验设计方法。 

D．各级各类学校应高度重视校园网络平台建设，着力培养一批熟悉网络技术、业务精

湛的教师，以便扎实有效地开展网络教育教学工作。 

18．请根据上下文，在材料的空格处补写出恰当的内容。要求：语意连贯，表达简明，每处

不超过 12字。 

        文学形象如同绘画形象，一样是心中的形象，一样全凭虚构，一样先要用心来看。

写人、写物、写环境，必须看得逼真，直至看到细节，方能落笔。    ①    ，绘画是

片段静止的文学。文学用文字作画，所有文字都是色彩；    ②    ，所有的线条色彩

都是语言。画非画，文非文，画亦文，文亦画。我画，不过再现一句诗、一阕词、一段

散文而已；沾在画面上千姿万态的树，全是感动过我的不同境遇中的人物，或者全是我

自己；淌过纸表的流水，不论舒缓、疾进，还是迷茫虚渺，更是我一时真切的情绪，这

与写作的心态又有何异？ 

    答：①___________            ②___________ 

19．根据示意图，提取文字材料中的相应信息，并用一句话表述出来。要求：简明、准确、

不超过 70字。 

 
2015年 4月 1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 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确定。在

完成各国审批程序后，亚投行有望在 2015年底之前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行。 

        据测算，2010-2020年，亚洲每年大约需要 8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而现有

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都无法满足需求。亚投行将有效弥补其中的

资金缺口，具体方式有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担保等。 

可以预期，在亚投行的扶持下，亚洲各国将掀起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建设

项目集中在公路、铁路、港口、通信、电力电网、油气运输等方面。这必将带动亚洲经

济未来的强劲增长。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某校拟开展以“自然▪青春▪团队”为主题的郊游活动，全校同学将以班级为单位参与。

请撰写一班级活动标语。要求：紧扣主题，语言鲜明、生动，至少使用一种修辞手法，

不超过 16字。 

答：  

五、 

21．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文章。 



 

 

为了丰富中小学生的课余生活，让同学们领略科技的魅力，过一把尖端科技的瘾，中

科院某研究所推出了公众开放日系列科普活动。活动期间，科研人员特地设计了一个有趣的

实验，让同学们亲手操作扫描式电子显微镜，观察蝴蝶的翅膀。 

通过这台可以看清纳米尺度物体三维结构的显微镜，同学们惊奇地发现：原本色彩斑

斓的蝴蝶翅膀竟然失去了色彩，显现出奇妙的凹凸不平的结构。 

原来，蝴蝶的翅膀本是无色的，只是因为具有特殊的微观结构，才会在光线的照射下

呈现出缤纷的色彩...... 

要求自选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诗歌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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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透露个人相关信息；书写规范，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此版本解析仅供参考,参考答案以考试院官方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