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秦淮区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八年级语文试卷 

注意事项： 

本试卷 6 页，共 1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一（28 分） 

1．用课文原句填空。其中（9）（10）两题还需填写相关诗句的出处或作者。（12 分） 

（1）晨兴理荒秽，           。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 

（2）                 ，长河落日圆。        （王维《使至塞上》） 

（3）           ，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秋词》） 

（4）人家在何许，           。           （梅尧臣《鲁山山行》） 

（5）白头吊古风霜里，              。       （陈与义《登岳阳楼（其一）》） 

（6）              ，落日故人情。        （李白《送友人》） 

（7）黄鹤一去不复返，            。      （崔颢《黄鹤楼） 

（8）夜阑卧听风吹雨，            。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9）                 ，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苏轼《    》） 

（10）其间千二百里，                 ，不以疾也。   （          《三峡》） 

 

2．根据拼音写汉字，给加点字注音。（4 分） 

 追 sù（   ）  zhù（   ）足      脊．（   ）椎    归咎．（   ） 

 

3．下列句中加点成语使用有误．．的一项是（   ）（2 分） 

 A．昨天，她的一身奇特装扮引来许多人的嘲笑，她却显得无动于衷．．．．，声色不改。 

 B．为了保留这棵大树，屋主将建筑物围着树来盖，真是因地制宜．．．．的好办法。 

 C．当大花猫睡醒了，所有的老鼠立刻逃入洞穴，快如风驰电掣，瞬间销声匿迹。．．．．． 

D．无论是令人胆寒的高山,还是清澈透明的湖水,都是大自然惟妙惟肖．．．．的艺术品。 

 

4．下列句子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2016 年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吸引了阿里巴巴、惠普、华为、戴尔……等众多国内

外知名品牌前来参展。 

B．他一点都不记得手机是什么时候掉的？掉哪儿了？ 

C．“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D．李老师虽然已经年近四十，但从外表看上去只有三十一二岁的样子。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后面题目。（8 分） 

【材料一】 

①急性风湿病迫使保尔离开了工厂。保尔被调到别列兹多夫镇担任共青团书记和民

兵第二大队政委，他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②铁路不通，为了拯救城市和铁路，必须由雅尔卡站筑一条窄轨铁路通到伐木场去。

保尔加入了筑路工作队，率先到达了工地。 

③保尔去了黑海港口。他内心异常痛苦、矛盾，想开枪自杀，但最终战胜了自己。 

④朱赫来为了避开彼得留拉匪徒的搜捕，来到了保尔家。保尔和他一起生活了 8 天。

懂得了生活的真理，懂得了布尔什维克是不屈不挠地跟压迫者、富人作斗争的革命政党。 

⑤最后一章写成了。小说大受赞赏。生活箍在保尔身上的铁环已经破碎，他又拿起

新的武器，走回队伍，开始了新的生活。 

【材料二】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

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

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

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材料三】 

小说对乌克兰千百万工厂和集体农庄的青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乌克兰在与中央

会议派、彼得留拉匪徒、德国和波兰的占领军的战斗中，在极度复杂和紧张的战斗环境

之中，曾锻炼出几千几百个出众的柯察金型的英雄。 

——彼得洛夫斯基   

俗话说，猫有九条命。文学作品也应该有几种魂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至少有三

种：第一种，革命者的革命信念和革命行动。第二种，情爱，这是永恒的，不会消失的。

保尔对冬妮亚、对丽达的爱，对爱的理念，小说里都有动人的表述。这使作品魅力永存。

第三种，与苦难和厄运抗争，战胜生命。这点更没有过时。 

——著名作家 梁晓声   

如果按我的阅读顺序来谈我的喜爱，在我青年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前苏联的小

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且不说它的主人翁的形象如何鲜明、生动、丰满和具有强烈的

艺术感染力，仅是他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就影响了多少人的生活。 

——著名作家 黎汝青   

被俄罗斯--苏联文学乳汁喂大的我们这一代读者头脑中，不可磨灭地印着《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一书中主人公的形象。他那段关于"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的名言，当年几乎

无人不会背诵…… 

——青年作家 哈米   

5. 按照原书内容为【材料一】中的句段排列顺序（2 分） 



 

   

 

正确顺序：                                                                                               

6. 用正楷（或行楷）．．．．．．．字写出与【材料二】中两个加点短语意思相反的短语。（3 分） 

 

 

7. 根据【材料三】的提示，为本书写几句推荐语，需包含作者、主要事件概括、人物的核

心精神等要素。（3 分） 

                                                                                 

二（37 分） 

（一）阅读下面古诗文, 完成 8～12 题。（15 分） 

【古诗阅读】 

渡荆门送别 

李白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8．阅读上面诗歌，按要求回答问题。（3 分） 

（1）描绘颔联所展现的画面。（2 分） 

                                                                              

（2）诗中最能表现诗人对故乡依依不舍之情的一个字是“       ”。（1 分） 

 

【古文阅读】 

【甲】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

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

有能与其奇者。                                                        

 —— （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乙】 

天雨寒甚，正午犹披重裘①拥火。云走入夺舍②，顷刻混沌，两人坐，辨声而已．．。散后，

步至立雪台，有古松根生于东，身仆于西，头向于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

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与之相化③。又似畏天，不敢上长，大十围，高无二尺也。他松类．

是．者多，不可胜记。晚，云气更清，诸峰如儿孙俯伏。                    

    （节选自袁枚《游黄山记》） 

 

【注释】 ①重裘：厚重的皮衣。②云走入夺舍：云气直扑进屋，像要把房子夺去。③与

之相化：和它（山石）合为一体。 

          



 

 

9．用“/”标出下面句子的朗读节奏。（每句标一处）（2 分） 

（1）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2）诸峰如儿孙俯伏。 

10．解释下列语句中加点词。（4 分） 

（1） 四时俱．备（     ）             （2） 晓雾将歇．（     ） 

（3） 辨声而已．．（     ）             （4） 他松类是．．者多（     ） 

 

11．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4 分） 

（1） 夕日欲颓，沉鳞竞跃。 

                                                                                

（2） 天雨寒甚，正午犹披重裘拥火。 

                                                                                

12．甲乙两文都描写了山，但是作者的视角不同。甲文直接描写山峰的句子是“     ”，

这是仰视；乙文描写山峰的句子是 “诸峰如儿孙俯伏”，这是      视。（2 分） 

 

（二）阅读《说“屏”》一文，完成第 13－16 题。（13 分） 

说“屏” 

陈从周 

“屏”，我们一般都称“屏风”，这是很富有诗意的名词。记得童年与家人在庭院纳

凉，母亲总要背诵唐人“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其情境真够令人

销魂的了。后来每次读到诗词中咏屏的佳句，见到古画中的屏，便不禁心生向往之情。

因为研究古代建筑，接触到这种似隔非隔、在空间中起着神秘作用的东西，更觉得它实

在微妙。我们的先人，擅长在屏上做这种功能与美感相结合的文章，关键是在一个“巧”

字上。怪不得直至今日，外国人还都齐声称道。 

屏可以分隔室内室外。过去的院子或天井中，为避免从门外直接望见厅室，必置一

屏，上面有书有画，既起分隔作用，又是艺术点缀，而且可以挡风。而空间上还是流通

的，如今称为“流动空间”。小时候厅上来了客人，就躲在屏后望一下。旧社会男女有别，

双方不能见面，只得借助屏风了。古代的画中常见室内置屏，它与帷幕起着同一作用。

在古时皇家的宫廷中，屏就用得更普遍了。 

从前女子的房中，一般都要有屏，屏者，障也，可以缓冲一下视线。《牡丹亭》“游

园”一出中有“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一句，用锦屏人来代指闺中女郎。按屏的建造

材料及其装饰的华丽程度，分为金屏、银屏、锦屏、画屏、石屏、木屏、竹屏等，因而

在艺术上有雅俗之别，同时也显露了使用人不同的经济与文化水平。 

屏也有大小之分。从宫殿、厅堂、院子、天井，直到书斋、闺房，皆可置之，因为

场合不同，自然因地制宜，大小由人了。近来我也注意到，屏在许多餐厅、宾馆中用得

很普遍，可是总勾不起我的诗意，原因似乎是造型不够轻巧，色彩又觉伧俗，绘画尚少



 

 

诗意。这是因为制作者和使用者没有认识到屏在建筑美中应起的作用，仅仅把它当作活

动门板来用的缘故。其实，屏的设置，在与整体的相称、安放的位置与作用、曲屏的折

度、视线的远近诸方面，均要做到得体才是。 

屏是真够吸引人的，“闲倚画屏”“抱膝看屏山”，也够得一些闲滋味，未始不能起一

点文化休憩的作用。聪明的建筑师、家具师们，以你们的智慧，必能有超越前人的创作，

诚如是，则我写这篇小文章，也就不为徒劳了。 

13．文章第一节引用唐人诗句，有什么作用？（3 分） 

                                                                                          

14．结合本文介绍的“屏”的知识，用分类和举例．．．．．的说明方法介绍“屏”的功能．．。（4 分） 

                                                                                              

15．品析下列语句中的加点词，体会其中蕴含的作者情感。（4 分） 

（1）怪不得．．．直至今日，外国人还都齐声称道。 

                                                                                

（2）这是因为制作者和使用者没有认识到屏在建筑美中应起的作用，仅仅．．把它当作活动门 

板来用的缘故。 

                                                                                           

16．简要说说作者写作本文的主要目的。（2 分） 

                                                                                     

 

 （三）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17～19 题。（9 分） 

我的母亲 

丰子恺 

①母亲生前没有摄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我的

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

的笑容。 

②我四岁时，父亲不管家事，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人兼理。我从书堂

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吃。母亲口角上

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

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③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

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

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计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

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学回家，

又照例走向西北角里的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

架不住，于是她用了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

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 



 

④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

告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理；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

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

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注：缝衣针）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

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

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

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⑤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

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

银白了。 

⑥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

坐着了。然而我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出严

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

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从我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

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

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在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

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

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选自《闲居》，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17．阅读全文，勾画出写母亲目光和笑容的语句，然后回答：文中几次写到母亲的目光和 

笑容？这样反复写的目的是什么？（3 分） 

 次数：         

目的：                                                                         

18．比较下面的句式，说说原文的句式有什么表达效果。 （3 分） 

原文：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 

改文：她给我准备学费，置备行李，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 

                                                                              

19．文章第六段中“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

诲我抚养我，从我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运用了什么表达方

式？有什么表达作用？（3 分） 

                                                                                    

三（35 分） 

 

20．小作文（5 分） 

 

 

 

 

 
1.56 米 

1.266 米 

鼎颈 

鼎身 

鼎足 

鼎耳 

底座 

右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鼎图片。请用说明

性文字介绍这座鼎的规格（大

小）、各部分组成、造型风格

特点、用途等。100 字左右。 

 

 

21. 试一试，需要韧性、需要勇气，需要智慧；试一试，或许能试出快乐，试出自信，试出 

新天地。请以“试一试”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1）文体自定，不少于 600 字。（2）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校名和人名。 



 

 

 

 

 

 

 

 

 

 

 

 

 

 

 

 

 

 

八年级语文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 （28 分） 

1． （12 分）（1）带月荷锄归  （2）大漠孤烟直  （3）晴空一鹤排云上  （4）云外一

声鸡  （5）老木沧波无限悲  （6）浮云游子意  （7）白云千载空悠悠 （8）铁马冰

河入梦来  （9）庭下如积水空明    记承天寺夜游（10）虽乘奔御风   郦道元 （每

空 l 分，有错漏添倒一处，该空不得分） 

2．（4 分）溯  驻  jǐ  jiù（每处 1 分） 

3．（2 分）D 

4．（2 分）D 

5．（2 分）④②①③⑤ 

6.（3 分）短语正确（珍惜时光、大有作为）1 分，书写工整 1 分，书写美观 1 分。（第一个

得分点独立得分，后两个从工整、美观角度判分，不论所写内容。） 

7．（3 分）一个要求 1 分。 

二 （37 分） 

（一）（15 分） 

8．（3 分）。（1）答案示例：连绵的群山随着平原的出现而不复见了；江水汹涌地奔流着进

入无边无际的旷野。（能在原句翻译基础上略作描写即可，每句 1 分；仅翻译诗句两句

只给 1 分）（2 分）      （2）怜（1 分） 

9．（2 分）（1）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2）诸峰/如儿孙俯伏。（每小题 1 分） 

10.（4 分）（1）都    （2）消散  （3）罢了   （4）像这样   （每处 1 分） 

11（4 分）（1）夕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潜游在水中的鱼儿争相跳出水面（“颓”“竞”为得分

点）  （2） 天下着雨，非常冷，正午还要穿着厚皮衣围着火炉取暖。（“寒甚”“犹”

为得分点）（每句 2 分，意对即可。） 

12．（2 分）高峰入云   俯（每处 1 分） 

附译文： 

天下着雨，非常冷，正午还要穿着厚皮衣围着火炉取暖。云气直扑进屋，像要把房

子夺去，一会儿功夫，屋内一片云雾迷蒙，两人对面坐着仅能听到声音，云气散后，步

行到立雪台，台上有棵古松，根生长在东面，树干倒向西面，树冠朝着南方，穿进山石

中，又穿裂山石生长出来，山石像是活的，似乎中间是空的，所以树干能藏身其中，而

和山石合为一体。又像是害怕天公而不敢向上生长，树干有十围粗，高度却不到二尺。

其他松树像这样的很多，无法一一加以描述。晚上，云气更加稀薄，周围的山峰像儿孙

拜见长辈一样俯伏着。 

（二）（13 分） 

13．（3 分）表现作者儿时便对美丽的屏风产生了向往和喜爱之情；暗示屏具有诗意的美感；

诗句为文章增添文学色彩，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一点 1 分，意对即可） 

14.（4 分）示例：屏，具有分隔作用，例如，旧社会男女有别，就在客厅上借助屏，使双方

不见面。屏，具有艺术点缀作用，例如，在屏的装饰上，配上诗和画，给人艺术的美感。（两

点，各 2 分。每点作用 1 分，举例 1 分。） 

15.（4 分）（1）赞赏先人做屏的“巧”，表达对屏风的痴迷和内心的自豪之情。（2 分） 

（2）对屏风使用的不得体，表达遗憾（不满）之情。（2 分） 

16.（2 分）希望建筑师和家具师们能够超越前人，创造出具有诗意美感的“屏”。 

（三）（9 分） 



 

17．（3 分）次数：6 次/7 次/8 次（1 分，答 6—8 次都算对）   目的：从内容角度：突出

母亲对我很慈爱/对我为人处世、学习上要求很严格（1 分）；从结构角度：前后呼应/

叙事线索 （1 分）。 

18．（3 分）原文运用了排比/反复的修辞手法（1 分），突出了作者外出求学时母亲的忙碌（1

分），表现了母亲对我的关爱之情（1 分）。 

19．（3 分）议论（1 分），表现出母亲的关爱和教育对我的影响很深（1 分），也表现出对母

亲的深深的怀恋（1 分）。 

三 （35 分） 

20. 小作文 

评分标准：规格 1 分，结构 1 分，特点 1 分，用途 2 分。 

【示例】国家公祭鼎鼎高 1．65 米，鼎上外径 1．266 米（大小 1 分），鼎由鼎耳、

鼎颈、鼎身、鼎足四部分构成（构成 1 分，加底座也可）。公祭鼎造型古朴美观/宏伟壮

观（1 分）。国家公祭鼎设立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为了纪念被日军屠戮的中国死难

者（2 分）。 

21．参照中考评分标准。建议 23 分切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