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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广东省语文模拟试题（一）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1.【理解筛选】（3分）

C（A 选项，曲解文意。“二者的统一促成了科技与伦理的结合”不当，根

据文意，二者的统一构成了科技活动的最初样态。促成科技与伦理结合的相关语

句在原文第二段“劳动实践对象遵循着特定的生长规律，这要求人类在运用科技

开展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尊重其客观规律，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最终促成了

科技与伦理的有机结合”。B 选项，扩大范围。“遵循自然规律行事是当时普遍

的伦理准则”不当，原文为“科技活动遵循自然规律的要求成为早期人类社会中

普遍存在的伦理准则”。D选项，偷梁换柱。抛弃的应是“唯经济增长”的思想，

而不是“追求经济增长”的思想。综合以上分析，答案选 C）

2.【论证分析】（3分）

B（论证手法理解有误。文章第二段、第四段在论证早期人类社会和工业社

会在处理科技与伦理关系上的差异时，将两个时期的科技活动进行了对比，采用

的是对比的论证方式，而非“历史演进的论证方式”）

3.【内容分析】（3分）

A（曲解文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技活动”不当，根据原文“这种在对劳

动实践对象的属性认知基础上寻求和探索相应的劳动工具和方法的行为，构成了

科技活动的最初样态”可知，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手段的探索行为是科技活动）

4.【内容理解】（3分）

D（2017—2018 年我国弃水电量上升，弃风电量和弃光电量均下降）

5.【概括分析】（3分）

A（德国政府颁布《可再生能源法》，并四次修订该法规，其主要目的不是减

轻政府补贴的负担，而是为了促进德国能源转型)

6.【筛选分析】（6分）

①制定可再生能源相关政策、法律和法规，推动我国能源转型；②增加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减少可再生能源弃电量；③加强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研究，并

让相关产品走出国门。（每点 2分，三点共 6分）

7.【分析鉴赏】(3 分）

B（从前后文来看，屠维岳“组织的工人怠工、罢工行动”没有依据）

8.【概括分析】(6 分）

①第一阶段：平静而坚定。他觉得自己是老板，完全可以制服屠维岳，踌躇

满志；②第二阶段：严厉而可怕。他对屠维岳的威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恼羞

成怒；③第三阶段：高兴而激动。他成功地说服了屠维岳为自己办事，心满意得。

（表情概括 1分，心理分析 1分，每点 2分，三点共 6分）

9.【探究形象】(6 分）

屠维岳是一个自私自利、工于心计、变节工人的走狗形象。①精明大胆。在

吴荪甫面前，他侃侃而谈，镇定自若，毫无畏惧。②工于心计。他抓住吴荪甫想

要平息罢工的心理，先传播削减工人工资的消息，为自己谋取私利打下基础。③

自私自利。他为了自己高升和经济利益，与资本家沆瀣一气，不惜牺牲工人的利

益。（形象特点 1分，结合文本说明 1分，每点 2分，三点共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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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言断句】（3分）

B（“卢循寇逼建邺”为一个整体，“道规遣王镇之等赴援”为一个整体，“为

循党荀林所破”为一个整体。综合以上分析，答案选 B）

11.【文化常识】（3分）

C（文中的“单车”是指独自乘车或驾车）

12.【归纳概括】（3分）

D（军心是否低沉，原文没有表述）

13.【文言翻译】（10 分）

(1)我们最好暂且安顿军队，养精蓄锐，慢慢用计策来牵制他们，不必担心

不能打败他们。（答出“顿”“縻”“克”意各 1分，句意 2分）

(2)“我们从东边来的文官和武将足以成就大事，想要走的人，我不制止。”

于是晚上打开城门。（答出“文武”“去”“因”意各 1分，句意 2分）

参考译文：
临川烈武王刘道规，字道则，是武帝最小的弟弟。卓越不凡，有远大志向，曾参与谋划

诛灭桓玄。当时桓弘镇守广陵，用他任征虏中兵参军。武帝收复京城，道规也就在那一天同

刘毅、孟昶斩杀了桓弘。桓玄战败逃走，道规与刘毅、何无忌追赶前去并打败了他。无忌想

乘胜进军，一直打到江陵。道规说：“桓氏诸人世代居住在西楚，一帮小人都替他尽力；桓

振的勇猛冠绝三军。我们最好暂且安顿军队，养精蓄锐，慢慢用计策来牵制他们，不必担心

不能打败他们。”无忌没有听从，果然被桓振打败。于是全军退回寻阳，修缮好战船和兵器

后，再次进军，终于平定了巴陵。江陵的平定，道规推举刘毅为功劳最大的人，其次是何无

忌，自己则居于最末。道规经历多次升迁，至任职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道规善于运用

刑罚和政令，士大夫和百姓既敬畏他又喜欢他。卢循侵逼建邺，道规派遣王镇之等奔赴前线。

至寻阳，援军被卢循的党羽荀林打败。荀林乘胜攻伐江陵，声称徐道覆已经攻下了建邺。而

桓谦自长安入蜀以后，谯纵用桓谦任荆州刺史，与其大将谯道福一起率军侵犯荆州。道规就

会集将士，告诉他们说：“我们从东边来的文官和武将足以成就大事，想要走的人，我不制

止。”于是晚上打开城门。众人都畏服，没有人离去。雍州刺史鲁宗之从襄阳赶来参战，有

人认为宗之此来的真心难以猜测，道规却独自驾车前去迎接他，众人都为之感动诚服。众人

商议想派遣檀道济、到彦之共同抗击荀林等，道规说：“不是我亲自前去，大事难以了决。”

于是让宗之在州里留守，把他当作心腹来委托，自己率领诸将大败桓谦军，并斩杀桓谦。谘

议刘遵追击荀林，在巴陵将他斩杀。当初，桓谦到达枝江时，江陵官民都给桓谦去信，报告

城内的虚实情况。道规将缴获的书信全部烧掉，于是人心大定。徐道覆忽然来到破冢，此时

鲁宗之已返回襄阳，人心大为震动。有人又传言卢循已经攻下了京城，如今是派遣徐道覆来

江陵任刺史。但江汉一带的士民都感激道规烧信的恩德，不再有二心。道规派刘遵带兵流动

作战，自己率主力抵挡道覆。先头部队失利后，道规豪迈的气概更加高昂，刘遵从外面拦腰

冲杀，大败徐道覆。起先派刘遵流动作战时，众人都说不能割裂现有军力，放到没用的地方。

等到打败了徐道覆，果然得力于流动作战部队，众人这才服了道规。道规进号为征西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改授豫州刺史，因为生病而没有上任。义熙八年在都城去世，追赠为司徒，

谥号为烈武，进封南郡公。

14.【分析鉴赏】（3分）

D（本诗中的“烂漫”意为“放浪凌乱”，该句是说自己非常潦倒落魄，因此

“烂漫”与“芜没”不构成对比）

15.【鉴赏评价】（6分）

①最后两句是说人生到了晚年，该何去何从呢？就让我高歌一曲，辞别华丽

的宫阙吧；②前一句提出疑问，表现了诗人在现实中无处归依的茫然，也透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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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暮年的感伤；③后一句自答疑问，表达了诗人对仕进的厌倦和对回归田园的

渴望。（每点 2分，三点共 6分）

16. 【名篇名句默写】（6分）

（1）入则无法家拂士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2）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3）东船西舫悄无言 唯见江心秋月白

（每个句子 1分，共 6分，若有错字，该句子不得分）

17.【词语使用】（3分）

B[媒介：使双方（人或事物）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载体：泛指能够承载其

他事物的事物。文中是说画绘于丝织品之上，所以应该用“载体”。原创性：作

品等具有的首先创作或创造而非抄袭或模仿的性质。原生态：没有经过加工、修

饰、雕琢的原始状态。根据文意，不是指帛画处于原始状态，而是指帛画具有丝

织品花纹没有的创造性，所以用“原创性”。秀美：清秀美丽。精美：精致美好。

根据后文对帛画的描述，其特点并非“秀美”，而用“精美”则契合题意。五彩

缤纷：形容色彩繁多而艳丽。光怪陆离：形容现象奇异、色彩繁杂。神话世界有

形象有色彩，而不是只有色彩，所以应用“光怪陆离”。综合以上分析，答案选

B]

18.【表达连贯】（3分）

D（根据上句的具体描绘，用“两幅帛画”承接上文紧密自然，然后再说帛

画描绘的情景，层次清晰合理。A选项以“内容大致相似的两幅帛画”开头，与

上文衔接的紧密程度不如直接以“两幅帛画”开头。B选项“帛画一共两幅”意

味着另起话头，与上文衔接不紧密。C选项将陈述对象由“帛画”换成了“天上、

人间、地府诸情景”，与上文衔接不佳。综合以上分析，答案选 D）

19.【辨析病句】（3分）

C（A 选项，“迄今战国两汉时期已经发现”语序不当，“因而难以保护”

中的“保护”与上文搭配不当，“多数”位置不当。B选项，“战国两汉时期迄

今已经发现的”语序不当，“因而难以保管”中的“保管”与上文搭配不当。D

选项，“已经迄今发现”语序不当，“因而难以保藏”中的“保藏”与上文搭配

不当。综合以上分析，答案选 C）

20.【补写语句】（6分）

①它具有广泛的含义（或它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涉及的对象非常广泛）

②探究这些心理活动的规律

③一眼就看穿你的内心（或迅速透视你的心理活动）

（每空 2分，共 6分；意思对即可）

21.【信息压缩】（5分）

关键信息：①快舟一号甲固体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吉林一号”高分 02A 卫星；

②首次实现一年内多次发射；③该火箭具有高可靠性、高入轨精度、低成本等特

点；④为国内最快发射纪录保持者。（第①点 2 分，第②③④点各 1 分，共 5

分）

22.【写作】（60 分）

写作提示：本作文题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作文材料”，包括第一、

二段，第一段阐释了“空巢青年”的内涵，并指出这一群体的社会关注程度；第

二段叙述了某杂志指出的三类空巢青年现象，可以归纳为享受型、奋斗型和逃避

型，杂志社就此开辟征稿专栏“时代与青年”，专栏名称暗含了“时代与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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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关系。第二部分为“写作要求”，是第三段内容，要求考生选择三类空巢

青年中的一类来阐述，因此，写作时必须针对性强，类别特点突出，不能泛泛而

谈两类或三类；由于是给专栏投稿，因此，专栏主题“时代与青年”要有机融入

到文稿之中，将某类空巢青年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阐述观点和思考，并有具体

的希望与建议。综合来看，本作文题聚焦青年成长主题，贴近考生实际，凸显空

巢现象，关注社会问题，巧妙引入时代要求，写作对象清楚，写作目的明确，写

作主题集中，投稿写作任务设计合理，有利于综合检测考生的写作能力。

作文等级评分标准(60 分）

说明:

1.基础等级评分，“题意”项主要看选择角度是否符合材料内容及含意涉及的范围。选择角

度符合材料内容及含意范围的属于“符合题意”。与材料内容及含意范围沾边的套作，在第

三等及以下评分(“发展等级”不给分)。

2.发展等级评分，不求全面，可根据“特征”4项 16 点中若干突出点按等级评分。

(1)深刻：①透过现象深入本质；②揭示事物内在关系；③观点具有启发作用；

(2)丰富：④材料丰富；⑤论据充实；⑥形象丰满；⑦意境深远；

(3)有文采：⑧用语贴切；⑨句式灵活；⑩善于运用修辞手法； 文句有表现力；

(4)有创意： 见解新颖； 材料新鲜； 构思新巧； 推理想象有独到之处； 有个性色

彩。

3.缺标题扣 2 分；不足字数，每少 50 字扣 1分；每 1 个错别字扣 1 分，重复的不计；标点

错误多的，酌情扣分。

4.属于套作的，适当扣分；抄袭的，“基础等级”在第四等之内评分，“发展等级”不给分。

作文等级
一等

(20～16 分)

二等

(15～11 分)

三等

(10～6 分)

四等

(5～0分)

基础

等级

内容

（20分）

符合题意

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

思想健康

感情真挚

符合题意

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

思想健康

感情真实

基本符合题意

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单薄

思想基本健康

感情基本真实

偏离题意

中心不明确

没有什么内容

思想不健康

感情虚假

表达

（20分）

符合文体要求

结构严谨

结构完整

语言流畅

字迹工整

符合文体要求

结构完整

语言通顺

字迹清楚

基本符合文体

要求

结构基本完整

语言基本通顺

字迹清楚

不符合文体要求

结构混乱

语言不通顺,语

病多

字迹潦草难辨

发展

等级

特征

（20分）

深刻

丰富

有文采

有创意

较深刻

较丰富

较有文采

较有创意

略显深刻

略显丰富

略有文采

略有创意

个别语句有深意

个别例子较好

个别语句较精彩

个别地方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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