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广东卷） 

语      文 

1．下列词语中划横线的字，所有读音都不相同的一组是（   ） 

A．棱角/菱形    窒息/对峙    稽首/稽查 

B．侥幸/阻挠    绚烂/驯服    称职/职称 

C．塑料/朔风    叫嚣/发酵    本末倒置/倒行逆施 

D．延伸/筵席    瓦砾/罹难    挑三拣四/挑拨离间 

2．下面语段中画线的词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石钟山上那些错落有致的奇石以及记载着天下兴衰的石刻令人叹为观止。石钟山的名字

也叫得奇，围绕这一名字的由来，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卷入这场争论的，有名扬四海的

文人墨客，也有戎马倥偬的赳赳武夫，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山野村人。无论结果如何，不容置

喙的是，石钟山因此更加有名了。 

A．叹为观止 

B．戎马倥偬 

C．名不见经传 

D．不容置喙 

3．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今年五一节前夕，发改委发出紧急通知，禁止空调厂商和经销商不得以价格战的手

段进行不正当竞争。 

B．据报道，某市场被发现存在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伪造质检报告书，管理部门将对此

开展专项检查行动，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 

C．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互联网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影响社

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变革浪潮。 

D．打车软件为乘客和司机搭建起沟通平台，方便了市民打车，但出租车无论是否使用

打车软件，均应遵守运营规则，这样才能维护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 

4．把下列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语段，排序最恰当的一项是（   ） 

①从汉字笔画的统计分布规律来看，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②不少人认为简化汉字的理想目标是把十画以上的字简化到十画或不足十画。 

③为了增强区别性，对那些笔画较多的非常用字还是不去简化为好。 

④文字的应用首先要保证看和读的方便，要有相当的清晰性和区别性。 

⑤但把笔画全部减到十画或不足十画，势必增加大量的形近字，给看和读带来困难。 

⑥其次才是笔画简单，写起来省事。 

A．②①④⑥⑤③ 

B．②①⑤③④⑥ 

C．④⑥②①③⑤ 

D．④⑥③⑤②① 

二、阅读下面的文言文（文中三个“□”是为考察而设），完成 5—9 小题。 

   卢象昇，宜兴人。象昇虽文士，善射，娴将略。（崇祯）六年，贼流入畿辅，据西山，象

昇击却之。贼走还西山，围冷水村，象昇设伏大破之。象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

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逐贼危崖，一贼自巅射中象昇额，象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

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 



 

   （十年）九月，清兵驻于牛兰。召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赐象

昇尚方剑，督天下援兵。象昇麻衣草履，誓师及郊。当是时，嗣昌、起潜
①
主和议。象昇闻

之，顿足叹曰：“予受国恩，恨不得死所，有如万分一不幸，宁捐躯断脰耳。”决策议战，然

事多□嗣昌、起潜挠。疏请分兵，则议宣、大、山西三帅属象昇，关、宁诸路属起潜。象昇

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次顺义。 

   清兵南下，三路出师……象昇提残卒，次宿三宫野外。十二月十一日，进师至贾庄。起

潜拥关、宁兵在鸡泽，距贾庄五十里而近，象昇遣廷麟往乞援，不应。师至蒿水桥，遇清兵。

象昇将中军，大威帅左，国柱帅右，遂战。旦日，骑数万环之三匝。象昇麾兵疾战，呼声动

天，自辰迄未，砲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杨陆

凯惧众之残其尸□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死。一军尽覆。 

候弘文，奇士也，散家财，募滇军随象昇讨贼。弘文率募兵至楚，巡抚王梦尹以扰驿闻。

象昇上疏救，不得，弘文卒遣戍。天下由是惜弘文而多象昇。 

赞曰：危乱之世未尝乏才顾往往不尽其用用矣或学其肘而驱之必死若是者人实为之要之亦天

意也 

（选自《明史·卢象昇传》，有删改） 

【注】①嗣昌、超潜：指杨嗣昌、高超潜。 

5．对于下列顺子中加线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善射，娴将略           熟习 

B．逐贼危崖               高峻 

C．督天下援兵             督促 

D．次颓义                 驻扎 

6．填入下列句子“□”中的虚词，最恰当的一项是（   ） 

①然事多□嗣昌、起潜挠 

②杨陆凯惧人之残其尸□伏其上 

③背负二十四矢□死 

A．①因    ②且   ③乃 

B．①为    ②而   ③以 

C．①因    ②而   ③以 

D．①为    ②且   ③乃 

7．下列文句中，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危乱之世/未尝乏才/顾往往不尽其用/用矣、或掣其肘而驱之必死/若是者/人实为之/要之

亦天意也 

B．危乱之世/未尝乏才/顾往往不尽其用/用矣/或掣其肘而驱之必死/若是者/人实为之要之/亦

天意也 

C．危乱之世/未尝乏才/顾往往不尽其用/用矣或掣其肘/而驱之必死/若是者/人实为之/要之亦

天意也 

D．危乱之世/未尝乏才/顾往往不尽其用/用矣或掣其肘/而驱之必死/若是者/人实为之要之/亦

天意也 

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卢象昇作战总是勇往直前，甚至身负重伤也斗志不减，令贼寇闻到风丧胆 

B．杨嗣昌、高起潜主张同清军和谈，卢象昇反对这种妥协行为，决心以死报效国家。 

C．卢象昇陷入清军的重围之中，仍然奋勇杀敌，体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D．侯弘文追随卢象昇讨伐贼寇，在驿站受到围攻，卢象昇赶去救援，但未成功。 



 

9．根据要求完成下列各题。 

（1）将下列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 

①象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 

②天下由是惜弘，文而多象昇。 

（2）卢象昇为什么会兵败?请根据文本分析。 

10．阅读下面这首诗，然后回答问题。 

早过大通驿①
 

查慎行 

夙雾才醒后，朝阳未吐间。翠烟遥辨市，红树忽移湾。 

风软一江水，云轻九子山。画家浓淡意，斟酌在荆关
②
。 

【注】①大通驿：在安徽铜陵，大通河由此入长江，作者乘船途经此地。 

②荆关：五代后梁画家荆浩、关仝，二人擅长山水画。 

（1）第三联的“软”字在艺术表现上很有特色，请作赏析。 

（2）诗题的“过”字的诗中是如何体现的？请结合全诗简要分析。 

11．补定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任选 3 题，多选只按前 3 题计分） 

（1）_______________，何时可掇？_______________，不可断绝。（曹操《短歌行》）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五勃《滕王阁序》） 

（3）昨夜闲潭梦落花，_______________。江水流春去欲尽，_______________。（张若虚《春

江花月夜》） 

（4）夫夷以近，_______________；险以远，_______________。（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2—15 小题。 

每个人都是有生有死的，但一个社会是不可能不死的。“社会”为什么能长久地存在？因

为有“文化”。而文化是如何起作用的？是基于人的群体性。群体可以超越个体的局限。每个

个体的人有生有死，但不同的人的生与死是有时间差的，生不同时，死不同刻。而不同时间

生死的人，不同代际的人，会有共处的时间，个体的人生经验、知识、感受、发现、发明等

等，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传递，可以变成别人的东西，保存在别人那里。一个人的生命会逝

去，但是他一生的知识积累，不一定随他的生命结束而消失，它们会传递给继续活着的人，

可以传递给很多人。这种不断传递，就成为社会很多人共同的知识即文化，保存在很多人的

头脑中，形成一个不断增加的、动态的、分散的“信息库”，这个信息库又反过来不断塑造着

新的社会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这就是文化的传承。同时，由于各种信息载体（石刻、竹简、

磁带、光盘等）的存在，人们可以把知识记录下来，存储起来，留给后人，这样，即使一个

社会真的消失了，一个文化中断了，但后来的社会，其他文明活着的人还可以从哪些很久以

前死去的人那里学习各种知识——人和人可以跨越时间、空间的障碍，进行交流和学习，分

享知识和经验。 

    文化传承中，有很多这种跨越时间、空间继承的例子。比如我们今天经常说“西方文化

来自古希腊罗马文明”，实际上，尽管古希腊罗马本来就属于欧洲，但他们的很多文化成就，

并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生物性的后人直接传到近代欧洲的，而是通过阿拉伯人“转手”的。因为

在中世纪，欧洲本身的很多古典文化的东西中断了，而这些东西保存在阿拉伯人那里，后来

“文艺复兴”，欧洲人不是从自己的前辈手里，而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又“取回”了很多古希腊罗

马人创造的知识。 

    社会和文化可以使人“不朽”。像唐朝的诗人李白，是一个具有有限生命的人，而他保存

在各种文献中的诗和诗的风格，则是“文化”。“人”是会消失的，但“文化”保留下来了，社会

长存，文化不死，创造文化的人也就“不朽”了。一个人创造的文化不仅能保留，还能传递，



 

还能影响别人，能激发别人的灵感，实现“再创造”，所以传递可以成为新文化生长的土壤。 

    文化的传递，必须是一种历史过程，所有文化都必段是积累的，没有积累，没有超越生

死、时空的这种积累，文化就不可能存在。 

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理解文化，“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

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

种方式保存在今天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

西，当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这套文化传统已经存在了，这个新的生命体就直接

生活其中，接受这种由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逐步创造、积累的文化，所以文化具有历史性。 

  文化的历史性是广义的，不仅具体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传承的，更深层、

更抽象的很多东西，比如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也同样是随文化传承的，

进一步说，文化的传承，也同样包含了“社会”的传承，一个社会基本的结构，夫妻、父母、

社区结构，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是先人传下来的，是晚辈向长辈、后人向前人学来的，学习、

继承中不断有修正和创新，但只有在继承中才可能有创新，没有一个让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

建的，它总是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期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比

如，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人造”的国家，其社会结构也不是从美国建国时突然开始的，而时

来自欧洲的移民从欧洲移植过去的，实际上是欧洲文化的延伸和变体。 

12-13 题为选作题 

12、下列关于“文化”的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A．如果没有人在群体性，文化就不会得以保存和传递。 

B．在文化传递中，古人所使用的信息载体和今人所使用的信息载体是相同的。 

C．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美国社会结构的构建，其文化传承的具体方式是不同的。 

D．一个人可以“不朽”，因为有文化的作用；一个社会可以不死，因为有文化的存在。 

E．文化是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和知识财富，与个体的人生经验、感受无关。 

13、下列推断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现代社会每个个体的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前人思想的影响。 

B．一个国家失传的史料，有可能在其他国家的文献中找到。 

C．传统的宣纸生产工艺，既是前人生产经验的总结,也体现了前人对客观世界的人知。 

D． 尽管社会面貌已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在社会基本的结构上，我们今天与唐代并没有什

么不同。 

14．文化为什么“具有历史性”请结合文本回答。 

15． 下面这段话说明了稳中什么观点，你是怎么理解的。 

1994 年，上海博物馆获得一批战国楚国竹简，其内容涉及大量古籍，很多是以前未曾

见过的。比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中收录的《恒先》，是一篇完整的战国道家

佚作，它的出现为道家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道家思想。 

 

四、本大题为选考内容的两组试题。 

选考内容的两组试题分别为“文学类文本阅读”试题组合“实用类文本阅读”试题组考生

任选一组作答。 

（文学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6-18 小题。 

家中那只柯基犬，玲珑小巧，却爱运动，只要房门一打开，它就蹿出门去，然后不停地

回望，希望你把它跟随。如果你跟随了，它会露出欢喜的表情，即便是四肢肥短，小巷通衢，



 

草地河畔，泥沙荒野，也回报给你足够的速度，让你以它为荣。 

有个邻人也喜欢它的乖巧模样，远远地看到它过来，双手插进衣袋，做鼓弄食物的形状，

且不停地呼唤。它自然是兴冲冲地奔跑过去，但邻人摊开的却是空空的手 掌，它企盼的眼

睛里便弥散出一片迷惘。被捉弄过几次，以为它不会再听从邻人的召唤了，却见它依旧闻声

前往。但是，当邻人爱抚的手刚要伸下来的时候，它却猛 地转身跑了，徒让邻人的手凝固

在半空之中。它则在远处眺望，不停地吐弄着它粉红色的舌头，表达着一种顽皮的嘲笑。我

不禁心有所动：真诚收获真诚，欺哄收获 欺哄，即便是小兽，也是懂的。 

其实，邻人也不存恶意，只不过他是个上了些年纪的乡下农民，被儿子接进城来小住，

看到城里人对狗比对人还娇宠，他心里有一丝不平。其实他对狗也是宠 的，只不过儿媳豢

养的那条金毛小犬从不允许他表达爱意——儿媳嫌他粗糙与脏，斥他远离。感到自己在家中

的地位比一只小狗还低微，他有些郁闷。对家里的狗他 不敢不敬，对街头的狗他自然而然

要发泄一下。 

他见我在不远处对他微笑，脸一下子就红了，嗫嚅道：“你看看我，都一大把年纪了，

还欺骗一只狗。”我说：“没关系，狗不像人那样爱记仇，只要你真给它食物，它还是会跟你

亲近的。” 

“等等。”他说罢，转身进了楼廊，很快就又出来了，手里攥着几粒干果。他朝着我的爱

犬招招手：“小小，你过来，爷爷这里有好吃的哩。” 

居然称之为“小小”（他孙子的乳名）！这样亲热的称呼，连狗都吃了一惊，但最终它还

是迟疑地走近了他。吃净干果，小犬用温热的舌头舔舐着他干裂的手心，情意殷殷，一点也

不嫌他的粗糙与脏。“爷爷”的内心，不禁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小犬让他暖意萦怀，所以他总想给楼宇里的人贡献些什么。看到楼前有块空地，依农民

的本性，他翻土施肥，修埂打垄，种了一片紫苏。紫苏俗称苏子叶，叶 面呈油紫色，且有

药香，系上好的调味菜蔬——生拌，或佐以细丁咸菜，祛毒、开胃，为居民所喜。特别是吃

过水捞面，如果以其做面码儿，会吃得酣畅淋漓，即便 吃得太饱，也没有撑的感觉。 

紫苏体贴老人的用心，迅速蔓延出一片绿意，那嫩嫩的芽瓣正是入时的美味。他招呼邻

人道：“苏子叶就是给大家种的，快来吃个鲜儿吧。” 

大家自然就来了，叶绿如酥，有谁不稀罕呢？人们小心地掐着嫩叶，一如不忍惊破美梦。

他笑眯眯地注视着，说：“尽管掐吧，苏子叶命贱，你越是掐得狠，它越是繁衍得健旺。” 

但是，人们还是掐得很节制，刚一成撮，就停住了。这让他很不解，催促道：“掐就是

了。”邻人脸一红，说：“够了。” 

怎么就够了呢？他不知道，施予者的注视会让承享者失去坦然的心情，一如大声说出“我

爱你”，会让被爱者顿生羞涩，反而不知所措，生出退缩。 

后来，他回老家打理一些事，紫苏被他暂时遗忘在那里。被遗忘的紫苏反而疯长——恩

德既然被种下了，自然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有不懈怠的模样。疯长 的紫苏会变老，会

变得不能入口，邻人们懂得这个道理，心想，与其让紫苏变得无用，不如安心享用，便放手

去采摘，以至于怀抱盈满，口中整日里都是紫苏的余 香。 

从老家归来，他本以为那片紫苏一定会很荒疏了，却看到它依旧青绿、娇嫩、齐整、油

亮，便一下子明白了：一个人一旦把自己对别人的好处忘掉，恩德自己会走进人心里去。这

之后，他只管给紫苏锄草、施肥，让它长得好，然后退隐到紫苏之外，暗看邻人欣喜。 

欣喜之余，是人们对他的关心与尊重——端午节有人给他送粽子，中秋节有人给他送月

饼，重阳节有人约他到河边公园看蹬高跷，元旦、春节有人请他喝好酒，俊男、靓女、美妇

也不嫌他粗糙与脏。 



 

翌 春一日，小区里的一个老妇人抱来了两棵香白杏的树苗，对他说：“紫苏的空地上，

应该再植两株杏。因为紫苏喜阴，有树遮挡，它慢长秧棵快长叶，就多了青嫩。 再有，天

长白杏，地长紫苏，上下都有收成，邻居们就多了喜乐。还有，白杏和紫苏，高矮不一，比

对着就有景致，你说是不是呢？” 

“是，是，自然是哩。”他便帮老妇栽下杏树。 

杏树也一如紫苏，体贴人心，快速发育，一年成株，两年开花，三年就结果了。四年以

后，年年果实满枝，红绿相间，看着就让人欣喜。且兀自挂在枝头，也不做宣言，任由嗜食

者随性摘取。 

两个老人自然不会想到，他们的种植唤来了一种别样的人情格局——楼子里的人，每每

详见，都要轻生细语地相互问好;阶梯一染飞尘，无须他人提醒，总有人主动打扫；路灯初

上，相约散步；亭阁之下，对弈恳谈……一如笑可以传染，善行也一经蔓延开来。 

（作者凸凹，文章选自《散文 2012 精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 年，有删改） 

16．请结合上下文赏析画线的词语。 

17．对人们采摘紫苏，老人的表现前后有什么不同？原因各是什么？请结合文本分析。 

18．善行是如何“蔓延”的？请结合全文分析。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9-21 小题。 

    种子萌芽从汲取水分开始，种子首先膨胀，胚部接着生长。①发芽就像分娩，一旦启

动就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发芽的时机攸关生死，种子早已演化出各种各样的手段找对

时机。杨树和柳树的种子寿命极短，若没有在散播后几个小时内找到湿泥地，就会死亡。

热带雨林中，许多树木结的大型种子如果没有在几周内发芽，就会腐败。对这些物种来说， 

正确的发芽时机，得先掌握正确的结子时机，因为种子一旦成熟，保存期限是很短的。 

一年中，若季节气候对种子来说太干燥或太寒冷，不利于发芽，种子就进入休眠，等

待不适宜的气候过去。 

如果将植物行为以精巧度衡量，扁蓄的发芽行为只有初级程度。扁蓄是长在耕地和花

园中的杂草，种子先天为休眠型，未经冬天不会发芽。土壤中的种子在冬季感受到低温，

打破休眠状态，预备好在春天来临、土壤回暖时发芽。扁蓄的行为其实相当合理，称为初

级程度好像不太公平，更何况相似的植物还不少，许多杂草也有依季节循环的休眠期和发

芽期。 

另一种相当常见的杂草则要比扁蓄技高一筹，那就是羊腿藜。羊腿藜年初只结不休眠的

种子，产季时则结休眠的种子。有了年初生产的种子，这年的羊腿藜就有更多子代，后来所

结的种子则安然保存至明春。 

一年生物植物的种子与发芽机制就更精巧了，这些植物会打赌冬天冷不冷。许多冬季一

年生植物，像雀麦草，都是再秋天发芽，这样做的风险是冬天的寒霜含可能冻死幼苗。但如

果存活下来，就有了回报，因此比起她春天才发芽的种子，这些幼苗抢先一步发育成长，能

长得比较大，结的种子也多得多。冬季一年生植物也懂得分散风险，让部分种子在冬季休眠、

春天发芽。比起熬过冬天的幼苗，这些春天发芽的种子长出的植株比较小、结的种子也比较

少，但是存活的几率通常大一些。由于某几年的冬天比较冷，某几年比较不冷，所以有时不

休眠种子长得好，有时休眠种子胜算大。 

目前为止所谈的发芽行为，精巧程度还不及格。种子还能从其他线索得到更精确的讯息，

决定什么时候发芽。许多像莴苣一样的种子，对光很敏感，在黑暗中不会发芽，即使温度和

湿度都很恰当。这样的机制可以避免那些被埋得很深的、没有机会到达土壤表层的种子发芽。

而只要一丝阳光，就能让种子自休眠中苏醒。替菜圃翻土会让阳光传递悬系给土壤中许多对



 

光敏感的杂草种子，让它们知道接近土壤表层了。 

很多种子的招数更了不起。植物可借由远古演化而来的光感受体（即光敏素分子）感知

光线。光敏素分子有两种形式，可彼此转换。一种称为 Pr，吸收红光后转换另一种形式，

称为 PFr，PFr 吸收远红光后再转回 Pr 型分子。Pr 对 pfr 的比率是由接受多少这两种不同波

长的光而定。这种 PR 对 PFR 的比率提供了地方环境的讯息。对植物来说极为重要。②为被

遮蔽的日光，红光/远红包的比率为 1，然而，阳光穿过树叶后，大部分红光为树叶吸收，这

时比率远小于 1．  

植物透过 pr 对 PRr 比率能侦测到光的改变。由此，植物利用光敏素察觉邻近植物的位

置，调整自己的生长以避免开邻近植物。同样，种子如果暴露在透过叶子照射的阳光中，就

不发芽。与其在其他植物的遮蔽下发芽、长出难以存活的幼苗，还不如维持无休眠状态。 

光敏素有个缺点，就是在黑暗环境中无用武之地。因此只有位于土壤表块垒或接近表层的种

子能加以利用，侦测竞争对手是否环伺在侧。不过还有另一种线索，能让深埋土中的种子知

道上方有没有一线生机。土壤表层的植物，例如草类，就像一层隔绝物，调节土壤内种子感

受温度的范围。光裸的土壤表层没有这层隔绝物，所以底子下的种子会感觉到强烈的温度起

伏，许多种子就从这种温度起伏中得知土壤表面是光裸的。如果感受到温度起伏，种子就会

在春天发芽；而如果感受到的温度很平稳，没有高低起伏，种子就不发芽。 

（选自【英】）乔纳森·希尔费顿著、徐嘉妍译《种子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14 年，

有删改） 

19．简要分析文中画线部分的语言特色。 

20．作者认为有些种子发芽行为的精巧程度还不及格，请写出这些种子的发芽行为。 

21．翻土可以除掉土壤表层的杂草，但是翻动过的土壤有时反而长出更多的杂草。请用文中

观点解释这种现象。 

五、本大题 2 小题。 

22．在下面一段文字的空白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逻辑严密，前后连贯。

每处字数不得超过所给空格数。（含标点符号）。 

     产品说明书的出现是商品生产的一大进步。随着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与科学技术的

不断进步，商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许多商品的使用方法已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常识。 

_________①________，就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不便，如不会使用或者使用不当。可见说明书

是不可或缺的。________②________否则、文字的任何错误都有可能使消费者乃至生产者付

出沉重的代价。除了文字错误以外，产品说明书还存在诸如专业术语男涩难度、产品说明与

实际不符等各种问题。现在关注产品质量问题的人越来越多,_______③________，许多人甚

至不看说明书或者不按说明书来使用产品，这意味着大多数消费者还没有意识到说明书的重

要性。 

23． 下图是北京市控烟协会遴选的两个劝阻吸烟的手势，分别是“我介意”和“不可以”。 

请写一段话分析这两个手势的劝阻效果。要求语意完整，前后连贯，不少于 50 字（含标点

符号） 



 

 

六、本大题 1 小题，60 分 

24、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看天光云彩，能测阴晴雨雪，但难逾日力所能及；打开电视，可知全球天气，缺少了静

观云卷云舒的乐趣。 

    漫步林间，常看草长莺飞、枝叶枯荣，但未必能细说花鸟之名、树木之性；轻点鼠标，

可知生物的纲目属种、迁徙演化，却无法嗅到花果清香、丛林气息。 

  从不同的途径去感知自然，自然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 

   要求：①自选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文体不限。 

         ②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 

         ③不少于 800 字 

         ④不得套作，不得抄袭。 

 



 

 



 

此版本解析仅供参考,参考答案以考试院官方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