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高考高起点语文考试真题及答案

第 1卷(选择题,共 40 分)

一、语文知识与语言运用。(每小题 4分,共 24 分）

1.下列词语中标红字的读音全都不相同的一组是（ ）

A.拙笨 黜免 咄咄逼人

B.蕴藏 瘟疫 不温不火

C.臭氧 铜臭 乳臭未干

D.渎职 案牍 买椟还珠

2.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绵密 幅射 不付众望

B.砥励 藐视 一愁莫展

C.凭据 挑畔 赏心悦目

D.贻误 履历 闻名遐迩

3.填人下面文字中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对创业者与资本来说,在商业 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线下服务，尤其是向用户

提供良好 ，否则辛苦抢占的 有可能得而复失。

A.体验 布局 先机 B.布局 体验 先机

C.布局 先机 体验 D.先机 体验 布局

4.下列句子中,标红成语使用不正确的是（ ）

A.虽然工作难度很大,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实现年度目标。

B.日前,我国击剑运动的发展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后备力量的培养刻不容缓。

C.商业活动要讲诚信,商家一旦答应客户全额退款,就应该一言九鼎,不能反悔。

D.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充电站点,就能够有条不紊地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

5.下列各句中,有语病的一项是（ ）

A.这次机械工业成就展览分导言、起步、发展、曲折、成就、期待等六部分组成,有

极好的社会宣传效应。

B.市图书馆发布公告说,在启用全新的透视全息图像防例阅览证后,之前办理的阅览

证仍然可以使用。

C.这些运动员心里清楚,本场比赛的输赢不仅关乎自己所在俱乐部的荣誉,也将影响

个人的职业前景。

D.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样,题材广泛,颇受欢迎,一些年轻导演的作品也取得了不

错的票房收入。

6.填人下面横线处的语句,与上下文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

华夏大地上的古村落民居,作为乡土建筑的精华,具有很高的文物价

值, ， ， 。 ， ，承载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①却辉映着辉煌的历程



②鲜明地折射出中国悠久的历史

③生动地展现了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

④它们看似陈旧

⑤是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

A. ④①③②⑤B.②⑤①④③C.③④①②⑤D.③②⑤④①

二、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7-10 题。(每小题 4分,共 16 分)

面对一棵大树,人们经常会赞美阳光下勤勤的绿叶,它们是充满工作热情的榜样；

也会大力讴歌居于地下默无闻的树根,那可是无私奉献的楷模。可是很少有人会去深

究：根吸收的水分和氮、磷、钾等矿物质是如何被送上枝头的?绿叶做成的“面包”又

是如何完成对根的能量补给的?其实,在它们之间有一道有序有效的“桥梁”,这就是维

管束。

说到维管束,先要说绿色植物的发展和进化。如果绿色植物一直生活在水中的话,

那么几乎所有的细胞都可以与环境亲密接触,就谈不上谁给谁提供什么,自然也就不需

要什么运输通道。然而,植物要走上陆地,要争取更多的空间,就不能总在地上。为了地

上部分不至于离开水而死亡,一些细胞开始扮演专职交通员的角色。最原始的细胞,连

成了官道，管道聚合成了管道来，一条运输养分的高速公路就此修建了起来，这就是

维管束。

最先在陆地上站稳脚跟的，正是率先装备了维管束系统的蕨类植物。它们在陆地

环境中超越了苔藓，取得领先地位，并不断被继承、发展和优化。

维管束表现植物智慧的地方在于，它们不先是架设了运愉桥梁，还对桥梁用途进

行了划分，包含着植物进化中对提高运输政奉的考量。根据维管束自身构造及其运榆

功能的差别，维管束又可以分为木质部和韧皮部。一般来说，木质部居于树干中心，

由管胞或者导管连接而成，负责运输水分和矿物质。俗话说，“树活一层皮”，韧皮

部就处在这树皮中，负责从上到下运输蔗糖等碳水化合物。除了运输物品有别之外，

木质部和韧皮部还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就是成熟的木质部细胞都是死的，而成熟韧皮

部的筛管细胞都是活的。并且由于筛管运输的是大分子有机物，所以在精简了细胞结

构、增强了透性的筛管细胞中还有一种被称为 “伴胞”的小细胞，负责提供支援。

要维持正常的运输工作，维管束自身也需要营养供应，所以在维管束之间还间杂

分布着“一片片”薄壁组织，从木材的横切面上可以看到从树心到树皮的一条条放射

状的纹路，就是它们了。根据它们的形状，人们称其为木射线。不要小看这些木射

线，正是它们的存在，树干木质部的水分才能供应给韧皮部，而后者的碳水化合物也

是通过这些“桥间之桥”传递给前者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小桥”存在，才使得

树木的腰围可以持续不断变粗。

和现实生活中的桥梁一样，维管束也有使用年限，并且寿命通常都很短。对于草

本植物来说，维管束跟植物体共生共灭。就算是像苹果树这样的木本植物。木质部导

管的使用年限也不长，通常是 1~2 年，韧皮部筛管的年限也超不过 2 年。这样看来，

生长数十年甚至上千年的大树，废弃的维管束不在少数，但它们还能茁壮成长。这主

要是因为在韧皮部和木质部中间还存在专门制造维管束的细胞，一般来说，它们可以

同时向内形成木质部导管，向外形成韧皮部筛管。只要这个形成层存在，就会不断制

造出韧皮部和木质部，从而使树木生命延续下去。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与其说是

树活一层皮， 还不如说树活一套维管束。



7.下列有关“维管束”的理解，不正确的项是（ ）

A.因为不像树叶和树根那样为人所见，维管束虽然在植物生长中发挥着大作用，却很

少有人关注和赞美。

B.在高等绿色植物的生长过程中，维管束输送着水分和氮、磷、钾等矿物质，还要完

成对根的能量输送。

C.在水生植物的生长和发展中，由于所有的细胞都可以与环境亲密接触，维管束的作

用就被环境抑制了。

D. 绿色植物自身的发展和进化表明，在植物从水中到陆地的进化过程中，维管束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8. 对第三段文字中词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维管束表现植物智慧”，意思是指在发展进化中，植物改变自己以适应生长需要

而表现出的生命活力。

B.“树活一层皮”的俗语，反映了过去人们在维管束功能方面认识上的不足，以为只

是树皮在发挥作用。

C.维管束中的木质部导管和韧皮部筛管细胞，分别输送不同的营养物质，这样能够提

高运输效率”。

D.“伴胞”是植物体中的一种小细胞，作为维管束系统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帮助参细

胞运输大分子有机物。

9.对第四、五两段文字的理解或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维管束的营养供应，要靠植物的木射线来完成，这一运输通道的连接也成为了树木

生长的一部分。

B.因为存在着被称为“桥梁”的维管束和“桥间之桥”的木射线，树木才能够不断地

生长壮大。

C.维管束的使用寿命一般都很短，不断被废弃。废弃的维管束如果过多，会影响树木

的正常生长。

D.维管束有一定的使用年限，而形成层能够不断制造出新的维管束，从而支撑着树木

生命的延续。

10.下列短语，最适合做文章标题的一项是（ ）

A.植物进化与维管束

B.植物桥梁:维管束

C.维管束与植物生长

D.植物的面包:维管束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110 分)

三、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1-14 题。(共 25 分)

村庄的骨骼

故乡多石头。

嶙峋的岩小不一的鹅卵石，半隐半现的青石、红沙石，交给村庄去记忆，交给微

风去垂询。我想，远古时期，故乡应该是一片海洋吧?透过石头的纹理，我能触摸到一



种来自大海的力量和温度。

石头是村庄的骨骼。有了石头，村庄矗立得很硬气。与庄稼、树木一样，石头也是

乡亲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他们的院子用石头砌出矮的围墙，吃饭用的桌凳是用一块

石板和几只方石随意垒就的，牛、猪、鸡等牲畜的草棚，用的也是石头底基。乡亲们

都把石头当成了自家兄弟，而不仅仅是一件件器具。

石头呢，往往知恩图报，用它们的硬度和灵性点数着乡亲们的悲欢。有时候，你生

气了，不妨就拿山路上的石子出气。你伸出脚，狠狠一踢，石子咕噜噜跑出很远，回

头哀怜而调皮地看你，你的心怦然一动，会“噗”地笑出声来。再有，一只鸡，或者

羊，不听话了，你捡起一块石头，“嗖”地一声扔出去。半空中，石头忽然动了恻隐

之心，就悄悄偏离了要惩罚的目标。当然，你不会责怪石头的自作主张，反而感谢石

头及时领悟了你的仁慈。

父亲与石头的感情很深。父亲平生有两大愿望:除了供我们兄妹几个读书外，那就

是要用石头造一座坚固的房子。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多余的钱没几个，但

力气是不惜的。父亲选好了一块朝阳的坡地，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沿着高点直直地切

下，清理出一片平整的地基。可以预料的是，土层中潜伏的那些规模庞大的石群与父

亲的徒手之间将会有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但我感到父亲似乎没有任何的犹豫和退

缩。很多时候，父亲都是早早地出工，干到很晚才回来。父亲带回一身的冷气，手也

被石头磨出了一道道的血痕，可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不知过了多长时

间，父亲与石头的对话终于结束了五年还是八年?我至今仍无法回想清楚这个重要的时

段。因为在父亲孤军奋战的时候，我们这些不肖子女们正在山那边的教室里虚度光阴

呢。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就是那些堆积如山的材石，每一块都是父亲血汗相濡的兄

弟。

最终，这些石头们互相咬合着，心甘情愿地为父亲搭集成冬暖夏凉的石屋，成为父

亲朝夕相守的朋友。

父亲是在一块石头上坐着乘凉时离世的。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很闷热，山边

的火烧云燃放得很绚烂。父亲光着膀子，肩头搭一条旧毛巾，虽然肋骨嶙峋，但仍硬

朗得如一块花岗岩。然而，父亲却像大山一样倒下了，年仅 68 岁。父亲过世后，哥哥

特意在他的墓道里放进一块石板。是让父亲歇脚用的吧?哥哥非常了解父亲对石头的感

情。

父亲故去十年了，石屋早已长满了青苔。哥哥想把石屋卖掉，把母亲接到城里住。

谁知母亲说啥也不同意。她说，守着老屋，就是守着一份念想，她哪儿也不想去。哥

哥拗不过，只好随她。

母亲的床头放着一块扁圆形的鹅卵石，是父亲从山里捡回来，送给她磨手上的老茧

的。30 多年了，母亲一直没舍得扔。如今，这块鹅卵石晶亮光滑，已经像玉一样温润

了。

11.文章第三、四段是怎样描写故乡石头与乡亲们的情感的?(6 分)

答：

12.父亲“用石头造一座坚固的房子”的经历，带给“我”一些怎样的感受?(6 分)

答:

13.作者用一段文字描述了父亲离世前后的情形，表达了对父亲怎样的情感?(6 分)

答:



14. 文中母亲说“守着老屋，就是守着一份念想”。如何理解母亲所说的“念

想”?(7 分)

答:

四、古代诗文阅读(共 25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517 题。(共 16 分)

邑西白家庄居民某，盗邻鸭烹之。至夜，觉肤痒;天明视之，茸生鸭毛，触之则

痛。大惧，无术可医。夜梦一人告之日:“汝病乃天罚，须得失者骂，毛乃可落。”而

邻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尝征于声色。某诡告翁曰:“鸭乃某甲所盗。彼深畏骂焉，

骂之亦可将来。”翁笑曰:“谁有闲气骂恶人!”卒不骂。某益窘，因实告邻翁。翁乃

骂，其病良已。

异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惧也:一攘而鸭毛生!甚矣，骂者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

减!然为善有术，彼邻翁者，是以骂行其慈者也。”

15.翻译文中标红色的句子。(5 分)

答:

16.最后一段“异史氏曰”，与前文的叙述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作用?(5 分)

答:

17.这则小故事，阐发了什么样的道理?(6 分)

答:

阅读下面古诗，完成 18、19 题。(共 9分)

从军行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8.诗的前两句写景，反映了边塞的哪些特点?(4 分)

答:

19.诗的后两句写了戍边将士怎样的精神风貌?表达了怎样的感情?(5 分)

答:

五、作文(60 分)

20.阅读下面文字，按照要求作文。(60 分)

人生难免遇到波折。面对波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出不一样的审视和思

考，收获新的人生经验。

请以“波折”为话题，选择你熟悉的一个方面或角度，运用恰当的表达方式，写一篇

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文体自选(诗歌除外)，立意自定，题目自拟。不少于 600 字。



参考答案

一、语文知识与语言运用

1.A

2.D

3.B

4.C

5.A

6.D

二、现代文阅读

7.C

8.B

9.C

10.B

三、现代文阅读

11.石头与乡亲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乡亲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石头仿佛也有灵性，

参与、见证了乡亲们生活的悲欢。

12.对父亲为子女无私奉献的感激，对父亲坚强、乐观和坚韧的感佩，对自己关心父亲

不够、未能参与石屋建造的遗憾和愧疚。

13.对父亲操劳一生的敬重，对父亲突然离世的悲痛，以及对父亲的追思和怀念。14.

对亲人的怀念，对家乡的依恋，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坚守。

四、古代诗文阅读

15.然而做善事要有方法，那个邻家的老翁，是用骂的方式来行善啊。

16.这一段是作者的议论，这种议论起到总结全文、揭示主旨、阐发哲理的作用。

17.做坏事应受到惩罚，对做错事者不能一味仁慈宽容，要用适当方法帮助他改过自新

18.边塞广阔辽远，荒凉空旷，孤寂冷清，生活条件艰苦。

19.虽然战事频繁，战斗艰苦，戍守时间漫长，然而戍边将士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却丝

毫没有消减。诗歌赞美了将士们慷慨豪迈的情怀，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

五、作文

20.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