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现代文阅读 

（共 20题，每小题 2分） 

 

（一） 

稻米传奇 

文慧 

① 谁是稻米的最早驯化者？对于这一问题曾一度众说纷纭。瑞士的植物学家阿方

斯·德康多尔，最早提出水稻栽培起源于印度。虽然他也曾提过，在公元前 2800 年左右的

中国，水稻作为“五谷”之一很有可能已经被种植，但因为在印度被发现的栽培品种更多，

所以彼时流行将印度定为栽培水稻的起源中心。直到 1917 年，中国南方各地发现的稻种数

量已经与印度不相上下，水稻原产于中国的发声就开始日益响亮起来。20世起 70年代，浙

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的 7000 年前人工栽培稻遗址备受瞩目。一方面，它推翻了中国稻米

由印度传入的说法，证明中国才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另一方面，人们发现早

期的中国在黄土高原地区农耕文明发源较早的同时，其南方也开始早早萌芽了自己的农业文

化。2011 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与纽约大学合作开展了一项水稻 DNA 基因研究。研

究表明，栽培水稻的起源时间大致在公元前 8500 年前，地点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里，

野生稻米被驯化为粳稻，中国的粳稻随后由商人和农民传到印度，与恒河流域的野生稻杂交

之后变成籼稻，后又传回中国。由此，中国水稻种植起源说算是铁板钉钉，华夏祖先才是最

早驯化野生稻的人。 

② 可以说，中国稻米的栽种史是一部经济和文明的发展史。从人口历史数据来看，北

宋以前中国人口数量从未超过 6000 万，与之对应的，是从商周时期到汉唐时期中国北粟南

稻，粟居首位、稻居其次的格局。而伴随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南迁带来的南方土地开发，稻

的地位开始超越粟。特别是从 11 世纪起，源自越南的占城稻传入中国，与本地的晚稻配合

成为双季稻，大大增加了南方稻米的产量，南宋人口也迅速突破亿的大关。随着历史进程中

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以稻米为基础的长江文明与黄河流域的粟作文明    辉映，前者逐渐

发展出了繁荣的稻米文明。到了清朝末年，南方经济超越北方，国内人口也达到了 4 亿多。

在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稻米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③ 作为稻米的故乡以及最大的稻米产区，中国的稻作技术和稻米文化影响了世界。在

过去的几千年里，稻米之路不仅为许多民族带去了食粮，更影响了这些国家人们的饮食习惯、

生活习俗，在这个过程中，稻米将中国和整个亚洲连接到一起，最终塑造出独特的“稻米文

化圈”。 

（有删改） 

 

1. 对“纷纭”一词注音正确的一项是（   ） 

   A. fēn tán   B. fēn yún 

   C. pàn tán   D. pàn yún 



 

2. 选择最恰当的词填入第②段空格处 

   A. 互相   B. 交相   C. 共同   D. 相合 

 

3. 根据上下文，选择最恰当的标点填入第①段的括号处 

   A. 逗号   B. 句号   C. 分号   D. 冒号 

 

4. 下列关于水稻种植起源认定过程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因为恒河流城最早出现籼稻，瑞士人阿方斯·德康多尔提出水稻栽培起源于印度。 

B．科学家通过水稻 DNA基因研究确认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是水稻种植的起源地。 

C．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人工栽培稻遗址证实了这

一点。 

D．当在中国南方发现的稻种数量与印度不相上下时，中国水稻种植起源说呼声渐响。 

 

5. 下列对中国水稻种植历史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南迁移民推动了水稻种植，他们带来了先进种植技术，并与南方合适的气候、土壤相

结合。 

B．伴随着南方土地开发，稻的地位开始超越粟，粟居首位、稻居其次的格局发生改变。 

C．越南占城稻与南方本地晚稻配合成双季稻，稻米产量与宋朝人口数量也因此大幅增长。 

D．清朝末年，得益于水稻种植的推动，南方经济超过北方，稻米文明取代了粟米文明。 

 

（二） 

《古诗十九首》的人生主题 

《古诗十九首》最早收录于南朝萧统《文选》，被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学界主流意

见认为这是作于东汉后期的文人诗，这一意见证据较为充分，其说可从。关于这组诗歌的主

题，古人曾有许多议论，自《文选》以来直至明清士人，论者多将诗歌与政治及士人出处相

牵合。比如解“浮云蔽白日”一句，李善就认为这是“以喻邪佞之毁忠良”，后人沿着这个

视角继续发挥，认为这是远在的逐臣思念君主之辞。近代以来，朱自清、马茂元等学者对《古

诗十九首》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看法，对诗歌的艺术性研究进行了

有益探索。 

时至今日，就《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来说，学界仍有不同见解。笔者认为，《古诗十九

首》作为一组诗歌，文本内部应当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其中贯穿的精神主旨可视为主题所在。

而贯穿于整组诗歌的就是对人生的感喟与思索，人生乃其根本的关心所在。笔者尝试从三个

方面来阐述。 

第一个层面，文士在诗中表达了他们对人生真相的洞察。《古诗十九首》实际上是在谈

论人生的痛苦。整组诗的开篇就是“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汉代士人为了追求功名，

经常要游学、仕宦，由此导致的与亲人的分别往往达数年甚至更久。因生死而造成的别离非



人力所能及，但被迫与相爱的人分离则是人生莫大的无奈。这组诗对别离之情有生动的描绘

和展现，充满了浓浓的感伤，感情基调低沉哀婉。其中，我们时常可看到这样哀伤的叹息：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可

以说，这种低沉的情绪笼罩在整组诗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末士人的普遍心态。 

第二个层面，《古诗十九首》表现了文士认清人生真相后产生的幻灭感。正如诗中所写：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人生

短暂，如白驹过隙，圣贤亦不能例外。洞察了修仙长生为虚妄后，他们愈发想要去把握和享

受现实人生。他们要饮酒，于是说“不如饮美酒”；要宴饮高会，于是说“极宴娱心意”；要

耳目之娱，于是说“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要鲜衣良马，于是说“被服筑与素”“何不

策高足”……总之，就是“为乐当及时”。及时行乐是他们的一致选择。他们对生活充满了

热望，对享受人生抱有板大热忧。这种幻灭感促使他们要求突破儒家名教的“清规戒律”。 

第三个层面，文士在人生幻灭之后还要追寻朴素的人生。因为意识到了人生的有限和虚

无，他们不再执着于遥不可及的不朽，转而去追求现实的人生。现实人生中安宁而平淡的日

常，成了他们向往的心灵归宿。他们反复歌咏“愿为双鸿鹊，奋翅起高飞”“愿得常巧笑，

携手同车归”“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举案齐眉、长相厮守成为了文士最朴素、真挚的

愿望。正因为这样，他们对别离尤为敏感，也对其进行了反复书写：“同心而离居，忧伤以

终老”“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离别的相思令人倍感痛苦，

甚至催人衰老。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文学中的离别书写始终充斥着悲伤的情绪，同

时，离别也成为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6. 对“五言之冠冕”，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 五言诗中最早的。 

   B. 五言诗中最多的。 

   C. 五言诗中最优秀的。 

   D. 五言诗中最具艺术性的。 

 

7. 下列关于《古诗十九首》相关内容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古代的论者多将诗歌主题与政治及士人出处相结合，后来朱自清、马茂元等学者纠正

了这一错误看法。 

B. 《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朦胧模糊，一直都没有明确清晰的结论。 

C. 本文作者认为《古诗十九首》文本内部具有共通性，对人生的感喟与思索应是其主题

所在。 

D. 低沉的情绪笼罩着整组诗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末士人在诗歌创作时伤感自身、

壮志难酬的普遍心态。 

 

8.以下哪句诗与文士认清人生真相后产生的幻灭感无关？（  ） 



   A.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B.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C. 极宴娱心意。 

   D. 奋翅起高飞。 

 

9.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引用李善“以喻邪佞之毁忠良”之说，并不是为了证明《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是

诗歌作者的人生感悟。 

B. 文章采用了比喻论证的方法，用“飙尘”“朝露”“涧中石”“金石”等作比，形象表

达了对人生的认知和慨叹。 

C. 文章在论证过程中大量列举了《古诗十九首》中的诗句，论据翔实，使文章观点让人

信服。 

D. 文章采用了总分式结构进行论述，将主要观点分成不同层面展开，论述脉络清晰。 

 

10.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汉代士人为了追求功名，经常要游学、仕宦，往往长达数年甚至更久，与相爱的人分

离，甚至与亲人生死两隔，这是人生莫大的无奈。 

B. 汉末文人在认清人生真相后产生了幻灭感，促使他们不再坚守儒家名教的“清规戒律”，

选择及时行乐，享受现实人生。 

C. 《古诗十九首》有大量书写离别的内容，离别导致相思，体现了安宁平淡的日常生活，

是当时文士向往的心灵归宿。 

D. 《古诗十九首》反复书写离别，表达离恨之苦，文士们对离别的悲伤情绪的体抒发，

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 

 

（三） 

传统文化短视频，顾名思义即记录传统文化的网络短视频。截至 2019年 5 月初，“抖音”

平台上关于传统文化相关的短视频数量超过 6500 万条，累计播放量超过 164 亿次，传统文

化话题成了“抖音”上最热的话题之一。目前，短视频客户端用户集中在 24 岁左右，而短

视频传统文化传播的不断完善，也有利于在年轻人群体中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以“抖音”短视频平台为例，探讨传统文化短视频的受众心理。 

人类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催促着人们主动进入新环境、新领域，获得新知识。而“复古风”

从生活服饰刮到了传统文化领域，从前与受众保持一定距离的“高冷”传统文化在互联网传

播的快速性和跨时空性特质下，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受众的面前。受众对于生动丰富、充满趣

味的小众传统文化是新奇的，基于好奇与求新的心理，受众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短视频，重新

认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相对于“抖音”其他类型的信息，传统文化等知识的传播是以一种较为轻松的方式传递

严肃的传统文化信息，受众在观看其他类型比如搞笑类短视频时可能会有浪费时间的隐忧，



但是观看知识类短视频能够增强受众技能知识、丰富精神世界，给受众带来一种满足感、充

实感。而在此基础上，出于短视频的知识传播作用，短视频客户端不再只有休闲娱乐的作用，

也是一款轻松学习、获得知识的工具。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的社会中，人们通常通过“消费”这个

行为来表达自己，彰显地位或品位。当今时代，受众整体的文化水平以及生活格调都在提高，

审美观念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不仅仅要求简单的好看、眼球刺激，还要有个性、流行等因素。

“美而不同”是大多数人追求的新境界。传统文化一直作为高雅文化存在，在注入短视频这

种新的传播方式后开始接地气，不同于传统信息传播的呆板与生硬，有个性的传统文化传播

符合大众审美，更容易在受众中间扩散传播。 

在传播活动中，从众是指个体（或群体）受到群体压力而改变态度或行为，使之和大多

数人保持一致。在短视频领域，传统文化短视频在受众点赞、转发的二次传播中，引起了其

他用户的跟随观看。而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抖音”客户端无限推送的信息流模式，很多用

户会选择点赞量多的视频进行观看。而平台功能的便利性使得人们在从众心理的指导下，由

好奇的观看转化为参与视频拍摄。如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抖音”共同发起了“我要笑出‘国

粹’范”的话题活动，京剧演员王珮瑜为话题提供示范视频，引发了众多受众的模仿，截至

目前此话题视频播放量超过 26 亿次。在从众心理的推动下，优秀的传统文化短视频获得了

爆炸式的传播。 

新媒体技术大大丰富了知识传播的渠道与载体，短视频突破了以图文传播为主的“两微”

传播，丰富了现代人接收信息的方式。虽然短视频存在局限于“短小微”、所传达的内容不

够深刻、视频制作者水平不高导致视频内容不够精致等问题，但目前，短视频依旧处于风口

位置，传统文化传播着在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发挥受众主导地位、推动更多优秀传统文化

短视频产出的同时，也要寻求更为深入的传播方式。 

（摘编自郝玉佩《短视频时代的传统文化传播与受众心理分析》） 

 

11. 根据文章，以下哪一项不属于“抖音+传统文化传播”产生的效果？（  ） 

   A. 传统文化与人们整体文化水平和生活格调的提高相契合，是一种高雅文化。 

   B. 能够增强受众技能知识、丰富精神世界，给受众带来一种满足感、充实感。 

   C. 这种传播符合大众审美，更容易在受众中间扩散。 

   D. 短视频客户端除了休闲娱乐以外，也变成了一款轻松学习、获得知识的工具。 

 

12.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观看短视频能增强受众技能知识、丰富精神世界，给受众带来一种满足感、充实感。 

B. 在后现代的社会中，人们都想通过“消费”这个行为来表达自己，彰显地位或品味。 

C. 当今时代，“美而不同”的审美观念提高了受众整体的文化水平以及生活格调。 

D. 从众心理推动受众点赞、转发、观看、参与拍摄，使优秀传统文化短视频获得传播。 

 

13. 下列选项中，哪一项不属于“从众心理”的表现（  ） 



   A. 传统文化短视频经过受众点赞、转发的二次传播后，其他用户也开始跟随观看。 

   B. 选择观看优秀传统文化类短视频，使得其获得爆炸式传播。 

   C. 在观看视频时，很多用户会选择点赞量多的视频进行观看。 

   D. 京剧演员王珮瑜为话题提供示范视频，引发了众多受众的模仿。 

 

14.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证，主要从受众心理角度探讨短视频时代传统文化短视频备受

追捧的原因。 

B. 文章用共青团中央与京剧演员合作发起抖音话题并提供示范视频的实例证明从众心

理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 

C. 作者运用了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引用论证、比喻论证的方法阐明自己的

观点。 

   D. 最后一段总结全文，点明了短视频作为新媒体对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也提出

了存在的问题，给文化传播者指出方向。 

 

15.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短视频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唤醒青年用户群体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B. 传统文化在互联网传播的快速性和跨时空性特质是受众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短视频，重

新认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C. 抖音短视频平台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传统文化也为其丰富了内容，

注入了新的活力。 

D. 随着智能技术不断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短视频需要寻求不同领域的合作来实现更优秀

的传播效果与更深入的传播方式。 

 

（四） 

病毒不同于其他所有生物，它不是由细胞组成的。一个细胞中的结构要进行生命活动：

进食、产生能量、生长、对环境的改变作出反应。但这一切病毒都没有。当它呆在细胞外时，

它实际上是很小的、无生命的、懒惰的颗粒。它进入细胞后，灾难就来了。 

所有的病毒都由两部份组成：核酸构成的核和包住核的一层蛋白质，在有些情况下是脂

肪或类脂的包膜。蛋白质外表或类脂包膜（如果有的话）使病毒依附上细胞膜——然后病毒

进入细胞。实际上这并不容易。病毒外衣的表面必须刚好依附在细胞膜的“接收器”的位置。

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病毒与合适的细胞的几千次撞击中，也只有一次能使它们正确地连接。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通常的病毒只对特定的细胞起作用。狂犬病和感冒则是最明显的例外，

它们能感染的范畴极广。 

一旦病毒依附上细胞，它有几种方法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在细胞膜上开一个小洞让它

进去，有脂肪包膜的病毒能将它们的包膜与细胞膜融合而使它们进入细胞。 



当病毒进入细胞，它就开始回复成它自己了。要理解它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必须更进一

步了解它的核酸中心。 

核酸存在于每个活的细胞和病毒中。它们有两种基本种类——DNA 和 RNA。DNA 构成基

因组合。这意味着一个特定的 DNA里储藏了构造和维持一种特定生物体的信息。DNA是怎样

决定生物的形式和功能的呢？它控制细胞和生物体制造蛋白质。不同的 DNA产生不同的蛋白

质，不同的蛋白质构成不同的生物体。 

RNA是干什么的呢？RNA在细胞中的主要功能是充当信息的传递者。它将信息从 DNA（在

所有细胞的细胞核中）传递到合成蛋白质的地方（在细胞核外）。DNA 像模板一样造出正确

的 RNA，RNA又同样制造出正确的蛋白质。 

病毒要么有 DNA，要么有 RNA，但不会两样都有。在病毒中，RNA 不是信息的传递者而

是基因物质。 

病毒进入并强迫细胞制造出更多的病毒，必须有一些蛋白质和核酸的组合与细胞的类似。

这种与正常分子成分惊人的相似性不是偶然的，它来自病毒对细胞或它的宿主长期的适应。

实际上，自从地球上有生命以来，病毒和细胞就共同存在，共同进化。 

有一种曾经很流行的说法，认为病毒是在细胞之前出现的。这种说法现在看来不太好。

一种更可信的可能性是说，病毒是在很久以前从它们的细胞中逃出来的基因物质。 

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些“逃出来的基因”提高了独立的能力，能自我复制，在细胞中寄

生——病毒。对它们的宿主细胞越适应的病毒，危害性越小。这就是病毒进化的形式。大部

分的病毒感染完全没有危害，但那些进化得不完美的病毒引起的危害和痛苦则是巨大的。 

病毒有修复 4000 种人类混乱基因的特殊能力。把准确的基因附在经过处理没有感染性

的病毒身上，使它进入有缺陷的细胞，这是修复这些细胞最好的方法。这种基因疗法还可能

用来修复癌细胞的 DNA。 

（选自《在岩石上漂浮》，有删改） 

 

16．下列关于“病毒”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 病毒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它实际上是很小的、无生命的、懒惰的颗粒，没有一系列的

生命活动。 

B. 所有的病毒都由核酸构成的核和包住核的一层类脂包膜组成。这层外衣使病毒依附上

细胞膜——然后病毒进入细胞。 

C. 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病毒与合适的细胞在几千次撞击中，也只有一次能使它们正确

地连接。 

D. 病毒和细胞共同存在，共同进化。病毒对它们的宿主细胞越适应，危害性就越小；而

那些进化得不完美的病毒引起的危害和痛苦则是巨大的。 

 

17. 下列关于细胞 DNA和 RNA的表述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DNA构成基因组合，一个特定的 DNA里储藏了构造和维持一种特定生物体的信息。 

   B. DNA决定生物的形式和功能，为细胞和生物体制造蛋白质。 



   C. RNA充当信息的传递者。它将信息从 DNA传递到合成蛋白质的地方。 

   D. DNA制造 RNA，RNA制造蛋白质。 

 

18. 对“逃出来的基因”这一说法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 病毒能自我复制，在细胞中寄生。 

   B. 大部分的病毒感染完全没有危害。 

   C. 病毒作为一种基因物质，是从原来的细胞中分离出来的。 

   D. 病毒有修复 4000种人类混乱基因的特殊能力。 

 

19.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病毒在依附上了细胞后，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的方法是将包膜与细胞膜融合而使它们

进入细胞。 

B. RNA在细胞中的主要功能是充当信息的传递者；而在病毒中，RNA不是住处的传递者，

是基因物质。 

C. DNA控制细胞和生物体制造蛋白质，不同的 DNA产生不同的蛋白质，不同的蛋白质构

成不同的生物体，DNA 就是这样决定生物的形式和功能的。 

D. 病毒强迫细胞制造更多病毒，因为对细胞或它的宿主有长期的适应，所以必须有一些

蛋白质和核酸的组合与细胞的类似。 

 

20. 从全文看，下列表述符合作者观点的一项是（  ） 

A. 病毒是在很久以前从它们的细胞中逃出来的基因物质，“病毒是在细胞之前出现的”

这一说法是错误的。 

B. 狂犬病和感冒病毒能感染的范围极广，免疫系统对它们无能为力，它们对所有的细胞

都起感染作用。 

C. 病毒作为在很久以前从它们的细胞中逃出来的基因物质，一旦逃出后就提高了独立的

能力，能自我复制。 

D. 把准确的基因附在经过处理没有感染性的病毒身上，使它进入有缺陷的细胞的基因疗

法，可能用来修复癌细胞的 DNA。 

 

 

 

 

 

 

 

 

 



 

 

 

二、作文 

（共 1题，40 分） 

北京卫视节目《传承者》中，几十个来自山西稷山的农村孩子表演一出高台花鼓。舞蹈

难度较高，但是这些孩子在表演过程中整齐划一，赢得观众喝彩。在评委点评环节，有几名

青年评论员认为，这个节目是很多人一起表演，面孔单一，没有凸显个人英雄。嘉宾陈道明

反驳道：“每一张脸怎么会是一样的呢？是你没看见他们每一张脸的样子，这世界没有那么

多英雄，大部分人一辈子可能要甘于平庸、甘于寂寞，但是请不要打击他们的努力。” 

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英雄”与“平庸”的呢？ 

请根据以上材料，写一篇不少于 400字的作文。 

 

三、口头表达 

（共 1题，20分） 

近日，某大学将每月在食堂吃饭超过 60 顿，一个月总消费不足 420元的学生列为资助

对象，直接把补贴款打进饭卡。这件事在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 

学生甲：“这既帮助了贫困学生又维护了他的个人尊严，好！” 

学生乙：“这种做法初衷是好的，但不够公开透明，也可能会出现‘暗箱操作’。” 

学生丙：“这样悄悄地进行补助，对个人固然有好处，但对倡导帮贫扶困的风气作用有

限，不如高调慈善的影响力大。” 

…… 

对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请在 2分钟的准备时间后进行一段至少 3分钟的发言。 

 



参考答案 

1-5：B B C A D 

6-10：C C D B C 

11-15：A D B C B 

16-20：D B C A D 

写作评分标准（40 分）： 

一档（40-31 分），符合题意、中心突出、内容充实、表达流畅、没有语病及

错别字、卷面格式规范整洁。 

二档（30-21 分），符合题意、中心较为突出、内容较为充实、表达较为流畅、

语病及错别字较少、卷面格式基本规范整洁。 

三档（20-11 分），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内容单薄、表达存在一定

问题、语病及错别字较多、卷面及格式规范性存在问题，长度不足 400 字。 

四档（10-1 分），偏离题意、中心不明确、内容不当、存在严重的语病及大

量错别字、文章难以理解、卷面及格式规范性存在严重问题，长度严重低于 400

字。 

注：空白卷为 0 分。 

  

口头表达评分标准（20 分）： 

一档（20-16 分），扣题，观点明确、论述逻辑清晰、表达流利、没有语法结

构错误。 

二档（15-11 分），扣题，观点较为明确、论述逻辑较为清晰、表达较为流利、

有少量语法结构错误。 

三档（10-6 分），勉强扣题，能就个人观点展开论述但逻辑条理较差，有较



多语法结构错误，表述时长略短于 3 分钟。 

四档（5-1 分），跑题，个人观点不明确，论述逻辑混乱，有很多且严重语法

结构错误，表述时长少于 2 分钟。 

注：不作答者 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