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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届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四市高三一模（教学调研一）

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尝试着去重新激活那个被层层叠叠的知识及社会生活沉淀物所掩盖起来的知觉的世界时，我们常常诉诸绘画，

因为绘画会径直将我们重新放回被知觉的世界。在塞尚、布拉克及毕加索那里，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遭遇到这样一

些物件：柠檬、曼陀铃、葡萄、烟盒……它们止住我们的目光，拷问我们的目光，这些我们“惯熟的”物件，以一

种奇特的方式向我们的目光透露着它们的秘密本质以及它们的物性形式本身。如此，绘画将我们带回到对物本身的

观看。

通过检视知觉的世界，我们认识到在这个世界里，根本就不可能把物和它的显现方式区分开。诚然，当我像字

典那样去定义桌子——三条或四条腿支撑起的一个平面，人们可以在上面吃饭、书写等等——的时候，我可能会觉

得如此我就抓住了桌子的本质而完全不必在意桌腿的形状、纹饰的风格等等这般伴随性的偶然之处。

与此相反，当我在知觉一张桌子的时候，我不会不在意这桌子实现其作为桌子的功能的方式，而且，正是桌腿每一

次承载起桌面的独特方式、正是那从桌脚到桌面抵抗重力的独特运动吸引着我，并使得每张桌子都卓然有别于其他

的桌子。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无关紧要的，从木头的纤维、桌腿的形状、木头的色泽及年龄到印证着木头

年龄的某些涂鸦或磨损，而且“桌子”这个意谓之所以吸引我，正是因为它是透过所有这些“细节”显现出来的，

这些细节体现着它在场的样态。一旦明白了知觉学派的教导，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开始懂艺术作品了，因为艺术品也

是一个肉身性的总体，在此总体中，意义并不是自由的，而是系于或者说束缚于形形色色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细

节的。

绘画的意义全部在于画布之外，全部在画作所意指的东西那里，就在画作的主题那里。实际上，所有有价值的

画作都正是在和这一看法的斗争中形成的，并且至少百年以来所有的画家都在非常有意识地和这种看法作着斗争。

三十年前，布拉克曾更直白地说过，绘画并非矢志于“重新建构一个别致的事实”，而是矢志于“建构一个图像性

的事实”。如此看来，绘画就不是对世界的模仿，在对肖像画的美的经验里并没有画作与模特是否“相像”这回事。

即使画家在画真实的物件时，他的目的也从来都不是去召回此物件本身，而是在画布上制作出一场自足的景象。将

画作的主题和画家的手法这二者区分开来是不合理的，对于美的经验而言，画作的主题全在于画家在画布上构造葡

萄、烟斗或烟盒的手法或曰方式。

面对一幅画，关键不在于找到更多的关于此画之主题、关于此画起源处历史情境的参考线索，关键在于——正

如对物本身的知觉那样——按照画布上落笔痕迹中处处都在无声地给出的指示去凝视、去知觉这幅画作，以期所有

这些指示——无需任何话语、无需任何推理——形成这样一个严格的有序整体：我们即使不能够理解这一整体，也

会觉得其中没有任何的随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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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世界：论哲学、文学与艺术》，王士盛 周子悦译，人民出版社 2019 版）

材料二：

儿童作画主要凭感受与感觉。感觉中有一个极可贵的因素，就是错觉。大眼睛、黑辫子、苍松与小鸟，这些具

特色的对象在儿童的心目中形象分外鲜明，他们所感受到与表现出来的往往超过了客观的尺度。因此也可说是“错

觉”。但它却经常被某些拿着所谓客观真实棍棒的美术教师打击、扼杀。

照相机发明之前，手工摄影实际上便是绘画的主要社会功能。我一向认为伦勃朗、委拉斯贵支、哈尔斯等西方

古代大师们其实就是他们当时社会杰出的摄影师。这并非抹杀他们作品的艺术价值。伟大的古代杰作除具备多种社

会价值外，其中必有美之因素。很“像”，很“真实”，或很精致的古代作品不知有千千万万，如果不美，它们决

无美术价值。现代美术家明悟、理解、分析透了古代绘画作品中的美的因素及其条件，扬弃了今天已不必要的被动

地拘谨地对对象的描摹，从画“像”工作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是绘画发展中的飞跃。如果说西方古代艺术的主体

是客观真实，那么现代绘画则是扬弃不必要的物件叙说，集中精力捕捉潜伏在客观物象中的美，并将它奉为绘画的

至尊。毕加索从古希腊艺术中提炼出许多造型新意，他又将德拉克洛瓦的画作翻新，好比将一篇古文译成各种文体

的现代作品。我国传统绘画的主流始终是要表现对象的美感。

造型艺术成功表现动人心魄的题材和可歌可泣的史诗，中外美术史中不胜枚举。美术工作者要大谈特谈形式美

的科学性。要用显微镜和解剖刀，对具有独特成就的作者和作品的造型手法进行分析，来总结丰富发展我们的传统。

同时我也希望看到更多美术作品有自己的造型美意境。当我看到法国画家沙凡奴的一些壁画，其间有丛林、羊群、

沉思的人们、正缓缓驶过小河的轻舟……我陶醉在作品的形象意境中。我完全不记得每幅作品的题目，我将这些作

品命名为无题。我国诗词中也有不少标为无题的作品。无题并非无思想性，只是意味深远的诗境难用一个简单的题

目来概括而已。绘画作品无题当更易理解，因形象之美往往非语言所能代替，何必一定要用言语来干扰无言之美呢！

（摘编自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欣赏塞尚、毕加索等艺术大师的画作，让我们重新感知“惯熟的”物件。

B．艺术品是一个肉身性的总体，它的所有符号以及细节都体现着它的存在。

C．古代杰出绘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体现在艺术家对其所处社会的真实记录。

D．我国传统绘画对客观物象美感的艺术表现，值得现代美术家去分析明悟。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绘画作品的意义是由画家以其特有的方式在画布上呈现的，它无法被定义和分析，只能交由欣赏者去凝视和知

觉。

B．如果只是根据画家的创作意图和背景等画布之外的线索，去理解他们的作品，那是无法真正欣赏绘画和艺术的。

C．如果我们不明白知觉学派的要义，就无法找到合适的观看艺术品的方式，自然也就无法欣赏“超过了客观的尺度”

的儿童画，

D．材料二将绘画作品的无题和我国古典诗词作品中的无题作比较，是为了说明绘画的形象之美更能体现意味深远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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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 ）

A．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B．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急起从之，振笔直遂。

C．仆之所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D．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

4．在论述“绘画的形式”问题时，两则材料各有侧重。试简要概括。

5．下图为吴冠中的抽象水墨作品《奔流》。有人认为：“儿童的胡乱涂鸦和现代派绘画大师的抽象画看起来一样，

但其实不同。”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核桃树下金银花

弋 舟

迄今为止，我没跟谁说过我曾在十七岁时干过一个下午的快递员。

那年我十七岁出头，差不多算是从张桓（初中毕业后就去送快递的同学）那小子手里抢了一匹铁马，一路风驰

电掣而去。本来也没什么目标，非要说有的话，我心里最初的方向纯然只是“透口气儿”之类的情绪而已。临近高

考，你能明白我干嘛会想这么千。

结果是电动三轮车上载着的包裹驱策我将纯然的心理地标换成了玉林街。没错，那儿正是这件包裹需要派送的

地址。我想，这并不难找。

然而，我迷失在四月的时光里了。玉林街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迷宫啊。不过我才不在乎呢，不在乎被绕晕，不

在乎妇女、闲汉、剃头匠次第在我眼前打转，不在乎骑着赤兔马却走了麦城。作为一个失败的胖子，我从来不在乎

铩羽而归。

几圈之后，我看到一家杂货店门口蹲着个跟我一样胖的女孩，地穿了件阔大的老头衫，却长发披肩。

“我找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嗯，职工宿舍。”

“找去呗。”

她一出声，我就知道我遇见了一个同伙。她的那种腔调，冷漠、无理，有点儿幸灾乐祸和缺心眼儿，诚然就是

一个失败者的腔调。“胖子，这里压根就不可能有飞机场。全是楼，全是楼啊。”

她盯着我身后的三轮车。我善意地错开一点儿，以便让她看得分明。我常常自诩为是一堵墙。你要知道，仗着



试卷第 4页，共 9页

一副庞然的身板儿，我可没少跟世界作对。怎么说呢，嗯，金风玉露，对她我却有股惺惺相惜的爱惜。

我示意她过来，瞅瞅车顶上的那只包裹。她倒是大方，凑过来看。

“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嗯，职工宿舍。”

“玉林街。”她重复一遍，“你完了，胖子。”

“难道这儿不是玉林街吗？”

我错开一步，看她身后的门牌号。没错啊，玉林十巷七号。旋即，我便知道我是真的完了。以“玉林”之名，

至少有十巷之多，而这个包裹的单子上只大而化之地写着“玉林街”。

她当然是笑起来了。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人冲着我笑，甚至我自己对着镜子冲自己笑，我都是不惮以恶意来揣

测的，但此刻我不觉得她带有讥讽。

果不其然，她拍打着我的肩膀，说道：“没事儿，就一起找找呗。”

推着电动三轮车走了大约十分钟后，她指着排污沟边浓荫蔽日的树木说：“核桃树开花了嗦。”

顺着她的胖指头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了一种树。这树，大约有二十多米高，树皮灰白，纵向排列着浅纹，

花苞完全颠覆我对花朵固有的认知，只在顶部有那么一点儿花的意思。

“我家地里种了好多核桃树。”她说。

我不觉得她这是在卖弄，因为很久以来，人们卖弄着的，早已经是种摇钱树之类的把戏了。可我还是感到了羡

慕，除了种核桃树这事，还有她大大方方说出此事的从容和磊落。我想我是做不到的，我也是个只配跟人吹嘘栽种

了摇钱树的家伙。

“真不错。”我赞叹道。

她话头一转说：“还有金银花，我妈在核桃树下还种满了金银花。”

我一时有些转不过弯儿，仰着的脑壳不由自主地埋下来，好像生怕一不小心践踏了那核桃树下的金银花。没错，

我出现幻觉了，感觉不是行进在玉林街的某一巷里，而是徜徉在一派田园风光中。

“知道啥是金银花不？”

“不知道，”我说，“——噢不，我知道，冲凉茶的咯。”

我不想在她面前暴露我的无知，不是好强，竟只是温柔地不再与世界拧巴的心情。她和我对视了一眼，我们的

眼神胖胖地对撞了一下。

“它还叫忍冬花。”她说，“因为开出来的花先是银白色的，再变成金黄色，才被叫成了金银花。”

她停了话头，发出一声缥缈的叹息，“马上五月了，田里的金银花就要采摘了。”说完这话，她便离我而去，

仿佛直接去往田野里摘金银花去了。

只要想象一下当你从某个动人的、关键还是与某个人共享着的蓝图里突然被遗弃，你就会明白我当时的滋味。

我当然是回不过神儿，何况我还推着辆电动三轮车，于是只能傻在那儿不动。这个胖子方才还因为有了另一个胖子

的加盟而变得怀有了温情和善意，变得不再觉得自己纯然就是一个失败的胖子，变得鄙视自己的摇钱树思想，变得

对植物学发生了轻微的兴趣，变得萌生了一丝去见识田园风光那种自己经验之外景致的愿望——变得就像他自己的

一身肥肉那样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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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四月的玉林街上，你可曾看到过一个被雷懵的、茫然无措的失败的胖子？那天我骑着一辆抢来的电动

三轮车，拼命地找，拼命地找。我找的既是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也不是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

程公司职工宿舍。

我找到了，它在玉林六巷一号。我完全相信，今天你若是按图索骥，依然会在此看到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

工宿舍——今天看一定显得寒酸，因为当年此地就不是什么堂皇的所在，然而最初入住的扎根者，肯定也壮志凌云，

对未来抱有无端的信心与可被理解的妄想。

那天黄昏，我将上帝的三无包裹准确地投放在了它应当抵达的终点。那是迄今为止我所做过的唯一一件有头有

脸的事儿。

知道吗？我看到了硕果累累的核桃树，我看到了一望无尽的金银花。

（节选自《青年作家》2019 年第 10 期，有删改）

6．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十七岁的“我”，在一次送快递的过程中，邂逅了一位从农村来城市的女孩，令“我”对自己和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B．“我”觉得胖是自己失败的表现，却又常常以此为傲，仗着“庞然的身板”“跟世界作对”，体现出一种矛盾的自我认

知。

C．女孩与萍水相逢的“我”谈论核桃树和金银花时，生出对故乡的无限思念，这与她后来突然“离我而去”不无关系。

D．听了女孩对金银花的描述，“我”的脑海中出现“徜徉在一派田园风光中”的幻觉，表现了“我”对自然和自由的渴

望。

7．下列对本文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我”在玉林街迷路时，反复强调自己“不在乎”，不以为意和淡定背后，是掩藏不住的深深的挫败感。

B．小说的叙述语言活泼俏皮，又不失抒情意味，体现了一位十七岁少年对现状不满、又天真单纯的个性。

C．核桃树和金银花带给“我”一种超越性的精神领悟，《百合花》《哦，香雪》中也有贯穿全文起类似作用的物象。

D．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忆的口吻，讲述过程中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有时相互交叠，使作品的意蕴更加丰富。

8．小说在“我”找到职工宿舍后，以大段的内心独白结束，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9．对“我”而言，核桃树和金银花有着怎样的意义？请简要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孙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长六尺余，面黑如铁，一足偏跛。持辨风生，举辞如云，以经济自负，常轻视

章句儒，众中常自许曰：“孙炎男子，岂死蒿下耶？”会江淮大乱，今皇帝①渡江来金陵，闻炎名，召见与语，累

千数百言，劝上延揽贤士，以成大业，上甚悦之。

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会师克处州，择守者，咸以处在山泽间，盗贼凭结不解，难其人。上

既才炎，遂以炎为处州总制，钱谷兵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报，且以敕牒．．未署者付之，听其辟任。炎至，召城

中民列阶下，谕之曰：“元之不为天佑，人共知之，今四海．．裂为七八，然吾观其志，皆无以生民为心者，得天下者，

必吾主上也。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谕尔民，将以安尔，非厉汝也。”民叩头拜谢，誓不敢二心。炎复择其勇健



试卷第 6页，共 9页

者练为兵将将教习之择其为众所服者为之长有寇则率以御无事罢归为农 民赖以安，人人谓愿得孙使君．．治吾郡。

时秀民有才能者，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为书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刘基、章溢、知府叶琛皆为处士所推。

基最有名，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宝剑送炎。炎作诗以为剑当献之天子，我人臣不可私受，封还之。草数千言，

开陈天命以谕基。基不答，逡巡就见，置酒与饮，论古今成败之事如倾峡，滚滚不休，基乃深钦叹之曰：“基自以

为胜公，观公议论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师。

壬寅二月，贼将李某、贺某叛，炎被擒。炎始绐以生吾能为若用，贺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遗患。以 雁斗酒

噉炎曰：“以此与公诀。”炎拔剑割雁，举卮酒曰：“嗟乎，我乃为鼠辈所陷，尔死，犬豕且不尔食。”贼持刀视，

炎饮酒自如，贼叱其解衣，炎骂曰：“此紫绮衣，主上赐者，吾当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贼不忍，伺其睡乃

害之。

事闻，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门外聚宝山。

（方孝孺《孙伯融传》，有删改）

[注]①今皇帝：指明太祖朱元璋。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炎复择其勇健者/练为兵/将将教习之/择其为众所服者为之长/有寇则率以御/无事罢归为农/

B．炎复择其勇健者/练为兵将/将教习之/择其为众所服者为之长/有寇则率以御/无事罢归为农/

C．炎复择其勇健者/练为兵/将将教习之/择其为众所服者为之/长有寇则率以御/无事罢归为农/

D．炎复择其勇健者/练为兵将/将教习之/择其为众所服者为之/长有寇则率以御/无事罢归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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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融，“伯”表示排行；“融”字取自火神祝融，体现与名“炎”在意义上的联系。

B．敕牒，一般指古代君王下达的诏书，属于国家公文，文中是指朝廷颁布法令的文书。

C．四海，古人认为中国四境皆海，故称；亦指天下、全国各处，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D．使君，汉代称刺史为使君，汉以后用作对州郡长官的尊称，也可泛称奉命出使的人。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孙炎虽然足有残疾，但善雄辩，有经世济民的抱负，他看不起治章句之学的儒士，不甘心默默无闻地老死民间。

B．在群雄纷争的年代，孙炎建议朱元璋广揽贤才，到任处州后，听闻刘基才名，立即亲自登门拜访，可见其远见

卓识。

C．处州盗贼纠集，孙炎到任后安抚百姓，告诉他们朱元璋必能取得天下，他还组织训练地方武装，使百姓安居乐

业。

D．孙炎被叛贼擒获，将被处死时，大骂叛贼，饮酒自如，毫无惧色，至死不肯脱去紫绮衣，表现出他的赤胆忠心。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谕尔民，将以安尔，非厉汝也。

（2）炎始绐以生吾能为若用，贺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遗患。

14．刘基最终为何答应孙炎的邀请出山？请根据文意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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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赠 别

许 浑

眼前迎送不曾休，相续轮蹄似水流。

门外若无南北路，人间应免别离愁。

苏秦六印归何日，潘岳双毛①去值秋。

莫怪分襟衍泪语，十年耕钓忆沧洲②。

[注]①双毛，指头发黑白二色相杂。②沧洲，滨水的地方，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联中用“轮蹄”指代眼前如川流不息迎来送往的车马。

B．颔联的表现手法，与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相似。

C．从颈联可知，这首诗的赠别对象是将要投身仕途的友人。

D．全诗以回忆与友人耕钓的美好时光作结，显得洒脱自然。

16．这首诗的颈联包含多重意蕴，请简要分析。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离骚》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感慨岁月易逝、时不我待，表达对有才德的人无法施展的思虑。

（2）《春江花月夜》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不着“月”字，借助其他景物来描写月色，使难状之景如在

眼前。

（3）《阿房宫赋》描写秦王的奢侈无度和残暴统治，让百姓心中充满恐惧且极度憎恨的句子是“___________，

___________”。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实事求是，今年的春晚还有进步的空间，语言类节目___________，歌曲类节目缺少“冬天里的一把火”，但

整体舞美色彩呈现令人___________，浮想联翩。

这台节目有主导色彩中国红，但没有太多“炸裂”的色彩，许多节目的舞台背景选择了桃红、天青、蔚蓝、群

青等。这样的色彩回归含蓄与韬光，热而不闹，深水静流，给人生机，令人遐想。舞蹈《碇步桥》，唯美多情。正

是江南好风景，少女翩跹过前溪。整体色调就是天青色，悦目舒心，从容安静。仿佛眼前，又远在天边；可以触摸，

最好是感受。正符合当下心境，三年苦守，___________，迎来一片天青色。这是心灵治愈的色调，清淡，希望，

温良，这是新征程的春莺试啼，正迎来以色彩为象征的平和好日子。

世间万象，目遇之而成色。不必过分“往心里去”，不必计较色彩的象征意义，看了舒服就好，想起生活的颜

色就好。今年的春晚做到了。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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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下列各句中的引号，和文中“往心里去”所加引号作用不相同的一项是（ ）

A．“雷锋”这面金字招牌，被一代代雷锋传人擦得更加闪亮。

B．作物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是作物种业创新的源头。

C．众所周知，机器学习技术如同一个非常难以预测的“盲盒”。

D．即使是在遭遇“卡脖子”的半导体领域，中国也拥有大量优秀人才。

20．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语言表达既典雅又活泼，这一表达效果是怎么取得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们常说气候逐渐变暖，使南极和北极的冰川融化， ① ，真的是这样的吗？实际上，海平面上

升主要不是因为冰川融化，因为全球平均气温的增幅有限，现在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海水受热后体积膨胀。由

于气候变暖，从海水表层一直到大概两千米深度， ② ，导致海水体积膨胀。这个原因造成的海平面

上升大概占了三分之二，只有三成左右的海平面上升是来自冰雪融化。不过，随着未来冰雪融化的增多，冰川融化

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现在海平面升高的速度大概是一年 3 毫米左右。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估计到本世纪末，海平面大概会上升接

近 1 米。 ③ ，因为海平面上升 1 米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台风、天文大潮，海平面会升高很多，水量

会急剧增大，影响非常严重。并且它会慢慢侵蚀海岸线，这个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对海平面上升影响最大的是沿海

低洼地和岛屿，所以在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里面，许多低洼地和小岛国组成了联盟。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

说，海平面上升 1 米，差不多就是灭国了。

21．请在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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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字。

22．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少量增删词语，不得改变原意。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北京时间 2月 13 日，在 ATP（职业网球联合会）达拉斯站的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易昺在先丢一盘的情况

下连扳两盘，逆转战胜对手。吴易昺就此成为第一位夺得 ATP巡回赛冠军的中国男子球员，他的世界排名来到第

58 位，创造了中国男选手的最高排名。

回溯吴易昺的网球生涯，18 岁时包揽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男单和男双冠军，进入职业网坛后，他受到训练

和伤病困扰，一度暂停比赛，个人排名也遭遇断崖式下滑。但他始终坚信自己能做到更好：“为了所热爱的事情，

你一定要坚忍不拔全力以赴。”他曾在个人社交媒体感叹：“若没有这些阴影，谁会知道我站在光里！”

复兴中学团委将组织以“热爱·坚韧·突破”为主题的征文活动，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认识与思

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参考答案

1.C(3 分)2. B(3 分)3. A(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