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榆次教师招聘语文试题
（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香在中国的文字造字中是会意字，甲骨文香字的形状象征，上半部为禾，下半部是锅，表示锅中煮着
禾薯散发的香气。在人类远古时期，能吃热食就是美妙的满足，象征人类的原始需求已经达到心身合一了。
香气开始于我们的嗅觉官能，启发人类对香气的美好想象，进而形成了优雅美妙的中国香席。
什么是香席？香席是经过用香工夫之学习，涵养与修持后，升华为心灵美感的一种生活形式。香席既
不是改变气味的熏香行为，也不是与宗教活动类似的焚香祈福，香席是一种通过香作媒介的文化活动，不
是单纯嗅觉上品评香味的品香。香席不是在寻求精神的归宿和慰藉，而是生活修养——在香席的世界可以
上追魏文帝邀集建安七子品迷迭香作《迷迭香赋》的风雅，更可以缅怀苏东坡和黄庭坚诗歌合唱的浪漫情
怀；还有文徵明燃香作《焚香》时的悠悠心境。
品香既是一场别致的雅集，也是一次和心灵的对弈。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当下，风雅了千年的熏香，是
附庸风雅也好，是真雅致也罢，在沉寂了半个世纪后，正迎来大好时代。中医认为，沉香本身就可入药，
是一种名贵的药材。除了直接入药外，沉香还具有解秽流芳、驱虫避邪、正念清神的效果，尤其因为味道
清柔甘醇，利于摄定心神，可帮助人修身养性。很多沉香的爱好者热衷的缘由是，品香的过程是一种精神
和嗅觉的审美过程，能安神、静心，给人以空灵平和。
香文化传到日本，香道修养也成为日本王宫贵族女子成人礼必备考核技能之一。日本现在流行的香道
形式，主要是借鉴了唐宋时期隔火熏香的方式和方法，但中日两国香文化内在追求、熏香过程及香品内涵
是不同的。日本香道更多的追求是形式，重过程。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划时代的开创者，便是唐代的鉴真
和尚。公元 753 年鉴真东渡成功，为日本带去了佛教、中医，同时也带去了大量的中药及沉香、檀香等香
药。实际上，我国香学最早传于日本的时间还要提前近二百年，当时朝鲜的“遣华使”、来华僧侣及留学生
将品香用具带回朝鲜，后来辗转传到日本。
香道是一种耐性的训练，也是一种想象力和感受力的训练，训练人细致如实地品尝生命，让人们对一
阵风、一片树叶，对世间的一切都有感觉。香能打开人和自然界的门，让生命充满爱与被爱的喜悦。品香
是一种修炼，是一种找回自我感知的方法。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静下心来品香，能恢复长久以来已经麻痹
的知觉，敏锐捕捉自己对香的真正感受。品香后勇敢与别人交流闻香体验，不人云亦云，这是品香的精神。
健康才有快乐，安心才得自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品香也是使身体健康的方法，先贤强调的品香境界是“静
心契道，品评审美，励志翰文，调和身心”。
品香，身体与智慧并行，健康与快乐同在。
（摘编自龙超《品香：心香一瓣》）
1.下列对于香席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香席的形成过程优雅美妙，它开始于我们的嗅觉官能，启发了人类对香气的美好想象，象征人类的
原始需求已经达到心身合一。
B.香席是一种文化活动，它需以香作媒介；香席是一种生活形式，需经过用香工夫之学习，涵养与修
持后升华为一种心灵美感。

C.香席是一种生活修养，魏文帝邀集建安七子品迷迭香作《迷迭香赋》的风雅，文徵明燃香作《焚香》
时的悠悠心境都归属香席。
D.香席不是改变气味的熏香行为，也不是与宗教活动类似的焚香祈福，不是单纯嗅觉上的品香，也不
是在寻求精神的归宿和慰藉。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品香是一场别致的雅集，也是一次和心灵的对弈，是一种精神和嗅觉的审美过程，也是一种修炼，
是一种找回自我感知的方法。
B.沉香主要用途是帮助人修身养性，因其具有解秽流芳、驱虫避邪、正念清神的效果，尤其因为味道
清柔甘醇，利于摄定心神。
C.鉴真东渡是中日文化交流划时代的开始，他带去了沉香、檀香等香药，但中国香学传于日本却更早，
是经由朝鲜辗转传入的。
D.香道能训练人的耐性，训练人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使人细致如实地品尝生命，对一阵风、一片树叶，
对世间的一切都有感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造字法看，香是会意字，甲骨文的香字构造说明，最早的香，不是指香料，而是指锅煮禾薯散发
的香气，表现了远古人类对吃热食的满足。
B.熏香，是一种流传千年的习俗，一度时期曾归于沉寂；当下，熏香也被人认为是附庸风雅，但不管
怎样评价，现在正是传承熏香的大好时代。
C.日本流行的香道形式借鉴于中国，日本香道更多的是追求形式，重视过程，而在香文化内在追求、
熏香过程及香品内涵上日本是不及中国的。
D.在浮躁年代，静心品香能恢复长久麻痹的知觉，交流闻香的独有体验是品香的精神；品香可调和身
心，使身体与智慧并行，健康与快乐同在。
药砚
阳光朗照，河头城浮动飘忽的浓雾渐渐消散。
石钵头赤裸脊背，噔噔踏入石坝码头肉铺摊点，立定，双肩一耸，大块猪肉扇啪嗒一声。
脆响，平摊在了肉案上。两个伙计手忙脚乱，将猪肉扇挂上一根铜皮红木大秤。一个掌挂钩，一个挪
秤砣报数：
“二百……三十一斤半。”石钵头斜了他们一眼，操起两把剔骨尖刀，咔咔磨擦，笑骂：
“黄疸后
生！”
墟镇巷道，湿漉漉的，水气淋漓。此时悠悠然走来一位身穿灰布长衫、手摇折扇的精瘦老人。他迈着
方步在猪肉摊边踱了三二个来回，瞧瞧，点点头，似笑非笑。石钵头认得此人，是个老童生。传说是满腹
诗书，考到胡子花白，连一个秀才也没捞着。长衫洗得发白，几块补丁格外刺眼，看着老穷酸装模作样赛
百万的架势，石钵头扭头噗地吐出了一口浓痰。
华昌驻足停步，收起折扇，倒转扇柄指点，问：“前蹄，几多钱啊？”石钵头利刀游走剔骨，沙沙响。
“老弟，几多钱？”华昌再问。石钵头说：
“现钱，不赊账。”华昌说：
“你这后生哥啊，好没道理，咋就说
俺要赊账呢？”
石钵头说：“搞笑嘴！”华昌在衣兜里摸索良久，拍出了一把制钱。石钵头将制钱收拢、叠好，放在案
板前沿，说：
“钱你拿走，莫挡俺做生意。”华昌说：
“无怨无仇，做嘛介不卖？”石钵头斫下猪蹄，说：
“看

好了，可是这副？”华昌点头。石钵头抓起猪蹄，猛地往后抛入汀江，说：“俺要敬孝龙王爷。不行么？”
华昌拣起制钱，一声不吭地走了。身后传来阵阵哄笑声。
半个月后，华昌带着几个破蒙童子江岸踏青，歇息于城东风雨亭。彼时，石钵头正惬意地嚼吃着亭间
售卖的糠酥花生。一扬手，花生壳撒落遍地。石钵头说：
“咦，巧了，今天倒有八副猪蹄，老先生有现钱么？”
华昌面无表情，牵着童子匆匆离去。走不远，就听到石钵头的两个伙计阴阳怪气地高唱一首当地歌谣：
“先
生教俺一本书，俺教先生打野猪。野猪逐过河，逐去先生背驼驼……”
后来，他们还遇过几次。石钵头迎面昂首阔步，华昌就背向闪在路边。有一次，看到石钵头从远处走
来，华昌竟绕上田塍，避开了他。
华昌是邻县武邑山子背人。山子背距河头城七八铺远。他那蒙馆设在张家大宗祠里。
夜晚，细雨濛濛，倒春寒风吹动西厢房窗棂。昏黄油灯下，华昌翻阅旧日诗稿。当他读到“学书学剑
两不成”时，不由得悲从中来。嗒，嗒嗒。有轻微的叩门声。没错，是叩门声。开门，竟是多年未见的老
友李半仙。奇香扑鼻。李半仙拎着一副卤猪蹄，笑眯眯地看着他。转眼到了仲夏。这个午日，童子早散学
了。华昌困倦欲睡。宗祠内，闯入了一个莽汉。定睛一看，却是石钵头。石钵头拎着一副肥硕猪蹄，恭恭
敬敬地放在书案上。华昌轻摇折扇，说：“得非有辱斯文乎？”
石钵头懵懵懂懂。华昌合上折扇，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石钵头愕然。华昌站起，迈方步，七八
个来回，用了大白话：
“有嘛介求俺？直说吧。”石钵头苦着脸，说：
“俺老娘瘫了。李半仙的药方，求您老
给半块端砚，做药引子。
”华昌坐下，说：
“奇了怪了，这端砚何处无有？为何要俺给你？”石钵头说：
“李
半仙说了，定要半块阿婆坑的端砚，甲子年中秋日戌时月圆蓄墨的。百砚斋掌柜的说，那时日，方圆几百
里，只有您老先生买了一块。”
“哦。”华昌说，
“桌上有。识字么？”石钵头苦笑：
“开过蒙，又被先生赶回
家啦……略识几个字。”华昌微闭双眼，说：
“自家看，可要看清喽。”
石钵头抓过端砚。长九寸，宽五寸，厚二寸一分，份量颇重。抬起，勾头看去，砚底刻字：
“长风破浪
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甲子年中秋日戌时练华昌购置于河头城百砚斋。
”石钵头认得时日数字，说：
“就
是这块，就是这块！”说着，掏出一锭约摸五两重的银子。华昌正色道：“做嘛介？百善孝为先。拿开，俺
不收钱。”石钵头嗫嚅不知所措了。华昌自言自语：“李半仙？这个李半仙搞嘛介名堂？”
石钵头急了：“老先生，俺……俺……”华昌举手截止，说：“后生哥，半块，何谓半块？就不能有丝
毫差错，分得来么？”石钵头额上冒出冷汗，说：“刀斧斫开？”华昌笑了：
“何须如此麻烦。”
华昌接过端砚，手执两端，正对天井。天井里阳光热辣，后龙山高树有蝉声传来，高一声，低一声。
华昌十指紧扣，双腕抖动。端砚分成两半，齐整如刀切。
（原载《天池》2016 年第 6 期）
4．下列对小说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恰当的一项是（

）

A.小说第二段中“赤裸脊背”“双肩一耸”“两个伙计手忙脚乱”等处，运用了正侧面结合的手法，生
动地塑造了石钵头强悍、霸气的屠夫形象。
B.石钵头不肯卖肉给华昌，是因为看他“长衫洗得发白，几块补丁格外刺眼”，嫌他穷困潦倒，认定他
付不起钱。
C.小说中两处画线句子景物描写非常精炼，第一处重在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第二处则主要烘
托了华昌此刻惆怅、失落的心理。
D.小说以“药砚”为题，含义深刻：这“砚”既是给石钵头老娘治瘫病的药引子，也是教育他要尊师
重道、宽以待人的良药。

5．请结合全文概括华昌的形象特点，并作简要分析。

6．小说的结尾构思巧妙，请结合全文作简要分析。

材料一：
目前中国共享出行的日活跃用户已超过 1000 万。共享出行的出现对公共交通起到了补 充作用，同时
提供了多元选择并创造了新型就业。网约车作为最为普及的一种形式，已成为 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在纽约的同类调研对比：中国一线城市的网约车比公共交通更 具交通时间短的优势，这体现出中国一线
城市的公共交通规划及便利性仍有改善空间；其次， 中国消费者对网约车安全性的信任度低于美国消费者，
因此，未来推动网约车消费可以在高 性价比、便利和强化安全保障三个方面继续提升。此外，跟美国相比，
中国的网约车司机多 数为兼职，占到四分之三左右。
（摘编自《中国共享经济消费者调研》）
材料二：
在如今的全球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共享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万众创新的新的方向。从 滴滴打车到摩
拜单车，“共享经济”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进来，也为每个人的生活带来了 翻天覆地的改变。从网约车
平台到现在的共享单车，他们都是在调动社会资源来为用户带来 优惠便利。在以前没有这些平台的时候，
我们出远门是靠拦出租车，甚至雨天还多加钱等等， 离得近我们会选择买个新自行车，骑车出门。在共享
经济的今天，这些出行问题就不再是问 题了，我们带一个手机这些问题就已经全部解决了。不但避免了社
会资源的浪费，也为人们 带来了便利。
从共享经济的特点来看，重要的是使用，而不是拥有。所以才会出现了类似于滴滴出行、 小猪短租、
春雨医生等一系列具有这种特质的产品。我们期待在这样共享经济的新环境下，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愈发舒
适、方便快捷。
（摘编自搜狐新闻《出行万象》2017.4.12）
材料三：
中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总人数已经超过 3 亿人，到 2020 年分享经济规模所占 GDP 比重将达到 10%
以上。以小猪短租、滴滴出行等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企业正在全面推动分享经济 在中国的发展。
材料四：
中国的传统出租车企业面临互联网时代的窘境。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国平告诉记
者，滴滴和 uber 这些打车软件盛行后，给传统的公共交通事业带来了巨大挑 战。正规出租车驾驶员的收
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降幅达 15%左右。“原先每天的调度量为 3 万车次，现在大概 1 万车次都不到，下
降了 60%左右”
。“如果我们不去改变，必将被市场所淘汰。”杨国平告诉本报记者，公司下一步的计划是要

改变传统的运行模式，增加现在年轻人喜欢用的软件叫车模式。公司正在筹划“大众出行”的 APP 等平台，
预计下个月就会正式推出。
“正规车就是所有的出租车都是有顶灯，有租赁牌照和保险的正规车辆，正规人是指所 有的司机都有
营运资质并经过培训，并提供规范的服务。凡是接到投诉，就会线上线下结合， 在当天就给出回复。”
与此同时，据传，滴滴快车公司也在探索与传统出租车企业合作的新模式。
（摘编自新浪财经《互联网冲击下传统出租车公司窘境如何破？》）
7．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梳理，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共享经济”浪潮的出现，给广大创业者和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更新的方向。
B.滴滴出行、ofo 共享单车等产品更强调对产品的使用，而不是拥有。
C.公共交通已无法满足消费者出行需求，而网约车的出现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D.传统出租车企业在滴滴和 uber 这些打车软件盛行后，面临极大的窘境。
8．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是（

）

A.共享出行必将改变我国城市交通的拥堵现象，困扰人们的雾霾等环保问题也将得到解决。
B.传统出租车与网约车相结合的方式才是其打破困局的解决之道。
C.中国消费者之所以对网约车安全性的信任度低，跟网约车司机多数为兼职有一定关系。
D.与国外相比，我国共享经济起步晚，参与人数和比重也明显少于发达国家。
9．根据上述材料，概括说明共享出行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和改变。

二、文言文阅读
杜镐，字文周，常州无锡人。幼好学，博贯经史。兄为法官，尝有子毁父画像，为旁亲所讼，疑其法
不能决。镐曰“僧道毁天尊、佛像，可比也。
”兄甚奇之。举明经，解褐集贤校理。江南平，授千乘县主簿。
太宗即位，江左旧儒多荐其能，改国子监丞、崇文院检讨。会将祀南郊，彗星见，宰相赵普召镐问之。镐
曰：
“当祭而日食，犹废；况谪见[注]如此乎？”普言于上，即罢其礼。翌日，迁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赞善
大夫，赐绯鱼。太宗观书秘阁，询镐经义，进对称旨，即日改虞部员外郎，加赐金帛。又问：
“西汉赐与悉
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镐曰：“当是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又尝召问天宝梨园事，
敷奏详悉。再迁驾部员外郎，与朱昂、刘承珪编次馆阁书籍。事毕，赐金紫，改直秘阁。会修《太祖实录》
，
命镐检讨故事，以备访问。景德初，置龙图阁待制，因以命锡镐，加都官郎中。从幸澶渊遇懿德皇后忌日
疑军中鼓吹之礼时镐先还备仪仗命驰骑问之镐以武王载木主伐纣前歌后舞为对四年，拜右谏议大夫、龙图
阁直学士，赐袭衣、金带，班在枢密直学士下。时特置此职，儒者荣之。大中祥符中，迁给事中。三年，
迁镐工部侍郎。上日，赐宴秘阁，上作诗赐之。六年冬，卒，年七十六。录其子渥为大理寺丞及三孙官。
镐博闻强记，凡所检阅，必戒书吏云：“某事，某书在某卷、几行。”覆之，一无差误。每得异书，多召问
之，镐必手疏本末以闻，顾遇甚厚。虽晚辈、卑品请益，应答无倦。年逾五十，犹日治经史数十卷，或寓
直馆中，四鼓则起诵《春秋》。所居僻陋，仅庇风雨，处之二十载，不迁徙。燕居暇日，多挈醪馔以待宾友。
性和易，清素有懿行，士类推重之。
（节选自《宋史·列传第五十五》
）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从幸澶渊/遇懿德皇后/忌日疑军中鼓吹之礼/时镐先还备仪仗/命驰骑问之/镐以武王载木主伐纣/前
歌后舞为对/
B.从幸澶渊/遇懿德皇后忌日/疑军中鼓吹之礼/时镐先还备仪仗/命驰骑问之/镐以武王载木主伐纣/前
歌后舞为对/
C.从幸澶渊/遇懿德皇后/忌日疑军中鼓吹之礼/时镐先还备仪仗/命驰骑问之/镐以武王载木/主伐纣前
歌后舞为对/
D.从幸澶渊/遇懿德皇后忌日/疑军中鼓吹之礼/时镐先还备仪仗/命驰骑问之/镐以武王载木/主伐纣前
歌后舞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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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明经”是汉朝开始出现的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
为名。
B.祭祀是儒教礼仪中的重要部分，古代于郊外祭祀天与地，成为郊祀或郊祭，
“祀南郊”就是在南郊祭
祀。
C.“大中祥符”是年号，年号是我国古代帝王用来纪年的名号，一个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
几个。
D.“
《春秋》”是“五经”之一，全名《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著作，为春秋末年鲁国史
官左丘明所作。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杜镐学识广博。当时律法中没有判罚“子毁父画像”的依据，年幼的杜镐建议比照僧道毁坏天尊像、
佛像行为的判罚来处理。
B.杜镐奏对称旨。出现彗星时太宗问他能不能郊祀，杜镐持否点态度；在秘阁询问他经书的义理，杜
镐的回答很称皇帝心意。
C.杜镐深得宠信。除得到财物赏赐和职位升迁外，黄帝还把专设职位赐给他，还曾赐诗于他，并在他
死后录用其子孙为官。
D.杜镐品行美好。他久居僻陋之地却能安于清贫，博闻强记却仍勤学不辍，为人和善易于相处，读书
人都很推崇他，敬重他。
13．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会修《太祖实录》，命镐检讨故事，以备访问。
（2）镐必手疏本末以闻，顾遇甚厚。虽晚辈、卑品请益，应答无倦。
古诗词阅读
山寺见牡丹
刘子翚【注】
倦游曾向洛阳城，几见芳菲照眼新。
栽酒屡穿卿相圃，傍花时值绮罗人。
十年客路惊华发，回首中原隔战尘。
夸日寻芳意萧索，山房数朵弄残春。

【注】刘子翚（huī）（1101～1147），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南宋诗人。
14.下列对这首宋诗的赏析，不恰当的是（

）

A.首联写出了牡丹花开时的耀眼夺目，“新”突出了诗人在倦游中 看到牡丹的新奇惊艳之感。
B.颔联写牡丹养在公卿家，赏牡丹的也是富家人，“穿”“傍”二字也暗示出诗人对牡丹的喜爱。
C.颈联表现了诗人年华逝去之愁和难以再回中原之恨，而中原战乱正是诗人漂泊的原因。
D.尾联的“意萧索”是说诗人暮春到山寺寻牡丹，却只看到几朵残花，因此感到意兴阑珊。
15．这首诗作者主要运用哪些手法来表现情感的？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

16.下列各句中加点成语的使用，全都不正确的一项是（

）

①近年来,一些作者在探索文学创作的新路时,热衷于所谓 “为艺术而艺术”, 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
．．．
波
．,脱离大众,脱离现实,难兴文艺之春。
②春节期间,随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返乡, 一些大城市十室九空
．．．．,进入“空城模式”: 马路空荡、路人
零星、商铺紧锁.....
③职业选择终归是个人的事,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快乐或者痛苦,旁观者实在不必对那些追求
编制、希求稳定工作的年轻人痛心疾首
．．．．。
④比起许许多多率尔操觚的“诗人”, 吴兴华对待白话诗创新的态度要严肃、认真许多。这种态度,已
太久不见,实乃空谷足音
．．．．。
⑤热映电影《夏洛特烦恼》被指抄袭《佩姬苏要出嫁》, 双方在微博上竞相发文,争论不已，这场笔墨
．．
官司
．．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⑥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自以为“天高皇帝远”, 没人管得到自己，对待群众态度蛮横,甚嚣尘上
．．．．,严重
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A.①④⑥

B.②③⑥

C.①③④

17.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D.②③⑤

）

A.7 月 31 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北京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北京由此成为第一座奥运会历
史上获得过夏冬两季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
B.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待遇普遍较高，鲁迅和徐志摩的工资收入就都属于“高大上”阶层，但他们如
果想买辆自己的私人轿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C.近期一些地方出现重度雾霾，部分城市启动红色预警，一些中小学相继采取“停课不停学”的应急
措施，通过在线教学系统为孩子进行课业辅导。
D.俗话说“言由心生”，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提高与群众说话的水平，根本在于心中要有群众，要
将党的群众路线内化于心，要与群众打成一片。
18. 填入下面一段文字中横线处的语句，与上下文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他人的微笑，真伪难辨。但

）

微笑战斗，强似哀兵必胜，那微笑是给予对手的

饱含怜悯的批判。
A.即使是阴冷的奸笑，也无妨还之以笑颜；即使是虚伪的笑，也不必怒目而视，仍可报之以粲然一笑。

B.即使是虚伪的笑，也不必怒目而视，仍可报之以粲然一笑；即使是阴冷的奸笑，也无妨还之以笑颜。
C.对阴冷的奸笑，为什么不可以还以笑颜？对虚伪的笑，为什么不报之以粲然微笑，而一定要怒目而
视？
D.对虚伪的笑，不必怒目而视，要报之以粲然的微笑；对阴冷的奸笑，也当笑颜相迎。
19.把下列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语段，排序最恰当的一项是（

）

①其实，网络文化并非与经典格格不入
②可以预见，网络文化的发展壮大，必定需要经典来滋养和提升文化品格
③目前呈现“浅文化”或“轻文化”状态只是其尚未成熟和健全的阶段特征
④届时，经典将借助网络手段而大放光彩
⑤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社会长时间、有意识的努力
⑥人类离不开经典，网络时代亦如此。
A.⑥①③②④⑤

B.⑥①②③⑤④

C.②①③④⑤⑥

D.②③①⑤④⑥

20.下列各句中，表达得体的一句是（

）

A.如今人的“网行”和文的“网行”都是“无人驾驶”般潜行，心下感慨不知不觉换了人间。鄙人虽
廉颇老矣，好在尚能饭，弄微信不亦乐乎。
B.春阳和煦，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的有机茶基地，头茶终于开摘了。一年尝鲜就在这几天，当我赶到
时，相约的老茶友们已经恭候我多时了。
C.公司经理给开发部门开会时说：
“我们要借重自己在市场上关于投资的专业知识，来发现不问领域的
投资方向，以达到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目的。”
D.热浪翻滚的酷暑天气，朋友特意做了拿手菜“凤鹅烧冬瓜汤”招待我们，并不断嘱咐：
“你家小女最
爱吃这道菜了，一定要带孩子来呀！”
21. 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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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赏花的公众常根据花期安排出游时间，①

花期预报是以温度作为指标，建立

物候模型来进行预报。但导致花期变化的原因非常复杂，开花前几天的温度变化会对花期造成很大影响。
因此，②

，需要有较为长期的物候资料。

22.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三个巡防队员在商场门口巡逻，看到两名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子，其中一名女子手机露出裤后兜三分之
一。巡防员喊住两名女子说，商场人多，要注意防范。两名女子听到了劝告，却不屑地向巡防员翻了一下
白眼，就继续往前走：
“臭流氓，看人家屁股，真是多管闲事，我想装哪儿就装哪儿，还真当自己是警察了。”
巡防员听后无语。不久，两名女子急匆匆地找到巡防员，其中一名女子哭着说：
“我的手机丢了，求求你们
帮我找找，这是我攒了两个月的工资刚买的手机，真是后悔没听你们的话。”巡防员一边安慰女子，一边把
手机借给她拔打报警电话。记者报道此事后，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争议。有人责骂女子不识好歹，有人安
慰巡防员，有人认为提高防范意识需要常抓不懈，有人说提高文明素养刻不容缓……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2018 榆次教师招聘语文试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1.A 【解析】原文中是“进而形成了优雅美妙的中国香席”解释为“优雅美妙”说明的是“中国香席”，
这里说的是“香席的形成过程”。“它开始于我们的嗅觉官能”的“它”指代香席故错误，原文应指“香气
开始于我们的嗅觉官能”。
2.B

【解析】原文中表述“中医认为，沉香本身就可入药，是一种名贵的药材。除了直接入药外，沉

香还具有解秽流芳、驱虫避邪、正念清神的效果，尤其因为味道清柔甘醇，利于摄定心神，可帮助人修身
养性。”可见，“直接入药”为主要用途，“利于摄定心神，可帮助人修身养性”为次要用途。
3.C 【解析】根据原文“但中日两国香文化内在追求、熏香过程及香品内涵是不同的。”及文本内容，
文中没有提及“在香文化内在追求、熏香过程及香品内涵上日本是不及中国的”
4.B

【解析】石钵头不肯卖肉给华昌主要是因为他内心对华昌这样的读书人的憎恶和鄙视。

5.【参考答案】①斯文谦和，穷困落魄。从出场的描写中“身穿灰布长衫、手摇折扇的精瘦老人”、
“长
衫洗得发白，几块补丁格外刺眼，看着老穷酸装模作样赛百万的架势”看出是一位斯文且穷困落魄的人；
②身怀绝技，隐忍退让，从“华昌十指紧扣，双腕抖动．端砚分成两半，齐整如刀切”看出华昌非常有身
手，对石钵头有肉故意不卖，城东风雨亭遇石钵头匆匆离去，几次相遇纷纷避开，看出华昌隐忍退让；③
正直善良，宽容 大度，对石钵头有难“华昌正色道：
“做嘛介？百善孝为先。拿开，俺不收钱。
”不计前嫌，
分文不取。
6.【参考答案】结尾巧设伏笔，精瘦落魄的读书人竟能徒手分砚，小说结尾出人意料，使故事的发展
合乎情理，使人信服；丰富了人物的形象，华昌明明身怀绝技，却不计较石钵头的多次挑衅，突出表现了
他的隐忍大度；结尾揭示主题，生活中应当尊重他人、宽容大度，结尾意味深长；
7.C

【解析】原文表述“网约车作为最为普及的一种形式，已成为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

“共享出行的出现对公共交通起到了补充作用”，并不是“公共交通已无法满足消费者出行需求”。
8.C 【解析】A 项“必将改变”
“得到解决”的说法，过于绝对，原文中“目前中国共享出行的日活跃
用户已超过 100 万。共享出行的出现对公共交通起到了补充作用”。环保问题是个综合问题，不会是某一方
面的改变就可以根治的。B 项材料四提到“要改变传统的运行模式，增加现在年轻人喜欢用的软件叫车模式”，
不一定是和网约车结合。
D 项根据材料三可知，“ 中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总人数已经超过 3 亿人”，我国共享经济的参与人数是
明显高，只是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比重占的少，“日前中国共享出行的日活跃用户已超过 1000 万。共享出
行的出现对公共交通起到了补充作用。”
9.【参考答案】①缩短了人们的出行时间；②节约了人们的出行成本，③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浪费④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的现象⑤提线了新的就业机会
二、文言文阅读
10.B

【解析】略。

11.D

【解析】《春秋》与《左传》相混淆，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

12.B

【解析】原文说的是“宰相赵普召镐问之”，而非太宗询问杜镐。

13.【参考答案】
（1）事情完成后，杜镐被赏赐金鱼袋和紫衣，改任在秘阁当值。正赶上编修《太祖实
录》，（皇帝）命杜镐搜集整理太祖以往的事迹，以备查访询问。
（2）杜镐一定亲自写奏章说明前前后后的情况来上报皇帝，得到的赏识和待遇特别优厚。即使是晚辈、
官职低的人来请教，杜镐也耐心应答而不厌烦。
三、古诗词阅读
14.D

【解析】分析片面，根据原文，
“意萧索”的原因除了只看到残花外，还有诗人对白己、对牡丹

命运的感伤。
15．
【参考答案】这首诗运用了①反衬手法。前两联写自己十年前游历洛阳在富贵人家见到牡丹的喜爱
之情反衬后两联写现在年老漂泊、在山寺见到牡丹感到失落，更突出诗人现在的处境和伤感之情。②虚实
结合，前三联虚写回想过去十年由喜到悲的人生经历，后一联实写眼前所见的暮春时节山寺的牡丹，虚实
结合来表现诗人内心的失落和无奈。（解释合理亦可酌情给分）
四、选择题
16.B 【解析】①杯水风波指常小的事情，特指题材狭小、没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微小事件。符合语境，
故正确。
②十室九空指十家有九家一无所有。形容天灾人祸使得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误以为很空荡，望
文生义故错误。
③痛心疾首：形容痛恨（痛心遗憾）到极点，悲伤到极点。

句子没有“痛恨”的意思。故错误。

④空谷足音：在寂静的山谷里听到脚步声，比喻极难得到音信、言论或来访。符合语境，故正确。
⑤笔墨官司指书面上的争辩。符合语境双方在微博上竞相发文，故正确。
⑥甚嚣尘上形容对传闻之事议论纷纷，现多形容某种言论十分嚣张（含贬义）。这里形容的是干部对群
众的态度。不合语境。
17.C

【解析】A 项语序不当，“第一座”不应在“奥运会”之前，应移至“获得”之前。B 项成分赘

余，去掉“自己的”或“私人”。D 项出现两面词“能否”两面对一面。后面应该为“根本在于心中是否有
群众”。
18.B

【解析】从句意来看，应按照语意由轻到重安排语句顺序。先表述“虚伪的笑”，后表述“阴冷

的奸笑”；之后考虑关联词语的运用，使用“即使…也”表假设关系的关联词，更符合整个语境，所以选 B。
19.B

【解析】题中的六句话围绕“网络和经典”的话题，第⑥句是个总提句，可作为首句，于是排

除 C、D 两项。再比较 A 和 B，发现它们的第一个不同点是②的③位置，而②中有“经典”一词，可承接①；
③则不具备这一点，故选 B。
20.A

【解析】B 项恭候：谦辞，恭敬地等候，应是恭候别人。C 借重：敬辞，指借用其他的力量。句

中“借重自己”不得体。D 项小女：谦称自己的女儿。用在“你家小女”不得体。
21.【参考答案】①空缺处后面是“花期预报”具体展开，前面是“公众常根据花期安排出游时间”中
间逻辑语义所填为“需要花期预报服务”
；②空缺前“花期变化的原因非常复杂”据此意，有“花期预测有
难度”应填为“对花期的预测有一定难度。”
22.【作文】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