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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3 分）

1．用诗文原句填空。（10 分）

（1）晨兴理荒秽， ▲ 。 （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三）

（2）征蓬出汉塞， ▲ 。 （王维《使至塞上》）

（3） ▲ ，云生结海楼。 （李白《渡荆门送别》）

（4） ▲ ，春来江水绿如蓝。 （白居易《忆江南》）

（5）晴空一鹤排云上， ▲ 。 （刘禹锡《秋词》）

（6）松间沙路净无泥， ▲ 。 （苏轼 《浣溪沙》 ）

（7）白头吊古风霜里， ▲ 。 （陈与义《登岳阳楼》其一）

（8）夜阑卧听风吹雨， ▲ 。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9）《三峡》中引用渔歌表现三峡深秋清幽寂静的句子是： “ ▲ ，

▲ 。”

2．给加点字注音，根据拼音写汉字。（4 分）

拥抱自然，可以收获恬淡与幸福。看天光云影，测阴晴雨雪，目力所及，五彩 bān ▲ 斓。

听落叶簌簌． ▲ 落下，赏白鹤翩． ▲ 然飞起，忘却心中的烦 zào ▲ 即为一种 “小确幸”。

这种小小的确定的幸福，又岂是独坐家中所能感受到的呢?

3．用行楷．．字体书写有关《海底两万里》内容的语句。（3 分）

纵横海底两万里，驰骋世外三百天。



4．下面是一段跟南京有关的导游词，选项表述有误的是（ ）。（3 分）

①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南京旅游。②朱自清先生曾说过：“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

些时代侵蚀的遗痕。”③在大力进行城市建设的同时，有关部门对名胜古迹也进行了大量的修缮、

调查。④现在就请大家跟着我，一起“仰望钟山翠岭，俯 ▲玄武 ▲ ”。

A．第①句中的称呼“同学们”的使用，体现了交际口语用语得体的特点。

B．第②句中引用的句子是完整的语句，所以句号要放在句末的引号内。

C．第③句应该把“修缮”和“调查”调换位置，此句错误为词语搭配不当。

D．第④句下联根据词性相同的原则，空格内可以填写“看”和“碧波”。

5．下列选项，选择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海底两万里》中，尼摩船长驾驶着凝结着当时最先进科技的“鹦鹉螺号”潜艇带领博物

学家和读者，穿越太平洋，漫步海底森林，驶向印度洋参观了锡兰岛的 ① ，夜航红海，不到

二十分钟就穿越 ② 到达地中海，接着发现了大西洋底传说中的大陆 ③ ，这真是一场惊险

刺激而又奇幻的科学冒险历程。

A．①采珠场 ②阿拉伯隧道 ③亚特兰蒂斯

B．①阿拉伯隧道 ②亚特兰蒂斯 ③采珠场

C．①挪威海岸 ②珊瑚岛 ③神秘岛

D．①珊瑚岛 ②挪威海岸 ③神秘岛

二 (47 分)

（一）阅读古诗，完成第 6 题。（3 分）

送张判官赴河西

王维

单车曾出塞，报国敢邀勋？

http://www.lz13.cn/shiju/40666.html


见①逐张征虏②，今思霍冠军
③

。

沙平连白雪，蓬卷入黄云。

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

【注】①见，通“现”。②张征虏:东汉猛将张飞，曾为征虏将军。③霍冠军：西汉名将霍去病，

击匈奴有大功。

6．字典上关于“逐”字的古义解释有三：①追赶；②强迫离开；③追随，紧随。颔联中的“逐”

字应作何解？为什么?（3 分）

▲

（二）阅读古文，完成 7～10 题。（13 分）

汶水①出县西南流，自入莱芜谷②，夹路连山百数里，水流多行石涧中。出药草，饶松柏，

林藿绵蒙③，崖壁相望。或．高山阻径，或回岩绝谷。清风鸣条，山壑俱．响。凌高降深，兼惴栗之

惧，危蹊断径，过悬度
④

之艰。未出谷十余里，有别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数丈有石穴二

口，容人行。入穴丈余，高九尺许。谷中林木致密，行人鲜有能至矣。又有少许山田，引灌之踪

尚存。

……

夷水⑤亦谓之“佷山北溪”，东．入大江。水所经皆石山，略无．．土岸。其水明澈，俯视游鱼，

如乘空也。浅处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飞清。旁多茂木空谷，夜听之，恒有清响。百鸟翔禽，哀鸣

相和。逐浪游者不觉疲而忘归矣。

（选自《水经注》郦道元，有删改）

【注】①汶（wèn）水：古水名，属于黄河水系。②莱芜谷：古山名。后文中佷（héng）山亦

同。 ③林藿：树木丛林。绵蒙：浓密茂盛的样子。④悬度：用绳索凌空穿越地形险要地区。⑤

夷水：古水名。在湖北西部。



7.下面选项句子朗读节奏划分错误的是（ ）。（3 分）

A．水流/多行/石涧中 B．有别/谷在孤山

C．入穴/丈余，高/九尺许 D．水所经/皆石山，略无/土岸

8.下列选项中加点字解释错误的是（ ）（3 分）

A．或．高山阻径（有时） B．山壑俱．响 （全，都）

C．东．入大江（向东面） D．略无．．土岸（都是）

9.翻译文中画横线的句子。（4 分）

（1）谷中林木致密，行人鲜有能至矣。

译文： ▲

（2）逐浪游者不觉疲而忘归矣。

译文： ▲

10．“清风鸣条，山壑俱响”写出了文中汶水所经山谷 ▲ （填四字词语）的特点。

与此句意境上相似的一句为“ ▲ ”（须写出完整的一句），二句都采用了 ▲

的手法。（3 分）

（三）阅读选文，完成 11～14 题。（18 分）

植物生存大冒险

【材料一】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片森林的边缘，林中尽是高大的乔木状植物，我们一走入它那阔大的拱形

枝干下面时，映入眼帘的是分布奇形怪状的枝叶——灌木上丛生的枝杈一根也没有蔓出，所有

的植物都是向上长高，直冲着洋面。没有细丝，没有叶带，无论怎么薄，都如铁杆般挺直。论其

原因，当然是墨角藻和藤本植物，受使其生长的海水密度的影响和支配，都依据着垂直线而挺拔

向上生长。

我仔细观察到，这里所有的植物界物产还有第二个特点：都没有根。原因是固体对于它们是

无关紧要的，沙、贝、介壳、卵石都可以支撑住它们，它们只求有一个支点，而并不需要那种赖

于生长的力量。另外，它们大部分长出的不是叶子，而是奇形怪状的胞层，表面色彩并不丰富，



只有玫瑰红、胭脂红、青绿、暗绿、浅黄、灰褐等颜色。

（选自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十七章，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删改）

【材料二】

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

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

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

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而无霜。在华南

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

（选自竺可桢《大自然的语言》，有删改）

【材料三】

2016 年 9 月 15 日 22 点 04 分 09 秒，长征二号 F-T2 火箭将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

实验室——天宫二号，送向距地面约．400 公里的运行轨道。在此次“飞天探索”过程中，中国

科学家要完成对水稻和拟南芥“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发育过程的观察。

经过千万年的进化，地球上的植物早就高度适应地球 1g 的重力环境。早在 2006 年，中国

科学家就曾将青菜随卫星送上太空，观察其开花过程。果然，感受不到地球重力，青菜开花全乱

了。美国、俄国在空间站做的实验也显示，植物在太空环境下，开花结果都会“出岔子”。至于

具体原因，科学家们仍在探索当中。

【材料四】

嗨，大家好。我是刚刚跟随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完成太空之旅的神奇植物宝宝“拟南芥”。

什么？你从未听过我的名字？那我先来自我介绍下吧。我的叶子是鲜绿色的，叶片形状像个钥匙，

顶端钝圆，根部渐窄，边缘有少数不明显的齿。开花时，我的花瓣是白色的，长圆形，花蕊的颜

色是黄色，浅浅的像勾兑后的蜂蜜。



对了，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能有幸作为植物代表被送上太空呢？呵呵，我可自豪了：首

先，最主要的原因是科学家对我的发育过程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因此我在天上的任何变化，

都可以通过对比得知。其次，我具有植株小、结实多、生命周期短等优势，培养实验更易于实施。

第三个因素，由于我属于长日照植物，而我的小伙伴水稻则是短日照植物。我们被放进同一个太

空温室中，科学家做起对比来，也会更加方便。

（摘自网络新闻，有删改）

11.根据文章内容，下列选项符合文意的一项的是（ ▲ ）。（3 分）

A．海洋森林里的所有植物都不开花，而且长出的都不是叶子，而是奇形怪状的胞层。

B．根据“逆温层”理论可以推测，在山地地区，秋季放牧的最佳地点是山腰而不是山脚。

C．此次天空二号进行拟南芥“种子到种子”实验是我国第一个将植物送上太空的项目。

D．在对拟南芥的说明中，作者采用了列数字和下定义等说明方法，使说明更生动形象。

12.研读前三则材料，分别概括植物在海底、陆地和太空环境中呈现出的生长特点及原因。（6 分）

▲

13.根据文章内容，回答下列问题：（4 分）

（1）材料四中，决定拟南芥被选入太空的三个因素的说明顺序能否调整？为什么？（2 分）

▲

（2）下列句子中的加点字有什么作用？（2 分 ）

带向距地面约．400 公里的运行轨道。

▲

14. 参照材料四对拟南芥的说明，根据《海底两万里》原著和下图给“鹦鹉螺号”写一个自我介

绍，100 字左右。（5 分）

写作要求：



（1）采用第一人称。

（2）按照先介绍外观，再介绍内部构造，最后介绍性能的说明顺序进行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鹦鹉螺号”。下面是我的自我介绍:

▲

▲

（四）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15～18 题。（13 分）

琵琶鼠①

吴念真

村子里绝大多数的房子都盖在向阳的山坡上，而那对父子却挑了对面那个要到中午才晒得到

太阳的山坳。

孩子的年纪好像跟我差不多，但我已经三年级了，他却还没上学。有关这孩子的来历闲话很

多，普遍的说法是宜兰一个年轻女老师跟外省军人有了孩子，老师的父亲是乡长，他坚决反对，

他给了一个帮人垦山的外乡人一笔钱，要求把那小孩“处理一下”。外乡人看小孩可怜，就把他

当自己的孩子，带着他四处打工过活。

这种说法倒符合孩子为什么没有上学的理由，因为没办法入户口。



这父亲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不懂，他好像什么都做。比如扛矿坑里要用的木头或铁轨、

整修村子通往外头的山路等。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却似乎都跟死亡有关，比如有人摔死在山

谷，尸体得扛上来，夭折的小孩得找地方埋掉，人们想到的绝对是他。

他的本名好像没人在意，大家都叫他的绰号“老鼠”，那个孩子的名字理所当然就叫“老鼠

子”。

这对父子好像什么都吃。自从有人发现老鼠子竟然千辛万苦地爬下山谷把人家丢弃的死鸡找

回去吃之后，只要村子里有死鸡、死鸭时，都会大声地朝山的那边大喊：“老鼠，有死鸡哦，要

不要拿回去炒姜丝？”

村子里的人这样说没有任何贬抑的心思，甚至还有一点回馈的意思。因为老鼠通草药，常有

人去讨草药，要是有人想给红包，他都会粗声粗气地说：“给我钱干嘛？给山神啦！这都是他的！”

有一次我弟弟发高烧，妈妈要我到对面山谷找“一叶草”。走过老鼠家的门口时，老鼠问我

这么晚了干什么，我说要找一叶草，因为弟弟发烧。他看看我说：“这么晚了你小孩子哪里找？

有一叶草的地方蛇还特别多……”

老鼠子说知道哪里有一叶草，老鼠便让他领着我。他带着我走向芒草密布的山坡，他熟门熟

路地往谷底走着，一边说：“我问你哦，每天你们在学校那边很大声念的那个是什么？二一二，

二二四那个？”

“九九乘法表啊，你怎么知道？”

“我也会啊，你们每天念，听久了就会了！”

然后他就开始一边走一边念，念得很利落，当念到“九九八十一”的时候，还学我们的语气

把声音刻意扬高。

他忽然又回头问我说：“那我也可以去学校考试了？”

他认真地等着我回答。当我还在想应该怎么解释的时候，他却笑笑地说：“我讲好玩的啦，



要去学校读书才可以考试啦！”然后他就蹲了下来，要我把手电筒照过去，在芒草的深处，我看

到了从未见过的、一大丛肥嫩多汁的一叶草。

我跟他头凑着头一起摘，看到他比我黑比我粗的手指熟练地一闪就是连根带叶完整的一株，

而我好像再怎么小心地拔，最后也都残缺不全。

半年之后某一天的黄昏，有人走过他家，发现老鼠子正在剁一条蛇。人家问他：“爸爸怎会

让你自己杀蛇？”孩子的回答是：“爸爸在睡觉，爸爸睡了几天都叫不醒。”

没多久，老鼠子被一个远亲接去照顾。那天大雾迷蒙，我下课回家时正好遇到老鼠子，他胸

前捧了一个篮子，里头装着纸做的牌位和香炉；他转头笑笑地看我，嘴里小声地念道：“九八七

十二，九九八十一！”然后就慢慢地走入雾里，慢慢地消失踪影。

我再度和他相见已是将近四十年后的事。

那年我弟弟意外过世，在殡仪馆里，我茫然地走到外头抽烟，一个中年人走到我身边，他的

身上有淡淡的檀香味道，他低声地说：“吴先生……要节哀哦……我认识你，小时候，我们一起摘

过一叶草……，不过，你不一定记得。”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然后就默默地走了。

职称是殡葬社负责人，名字下打了括号写着他的外号：琵琶鼠。

又过了很久之后，跟朋友讲起这件事，朋友跟我说“琵琶鼠”是一种鱼，说养鱼的人都知道，

它不是鱼缸里的主角，却不能少。

（选自《这些人，那些事》，有删改）

【注】琵琶鼠①：一种热带鱼，善于清除水族箱里的残饵、污物。

15.村子里的人为什么会给 “父亲”起绰号叫“老鼠”？（3 分）

▲

16.文中两次写“老鼠子”背九九乘法表的情节作用分析有误．．的选项是（ ）（3 分）

A．第一次陪我去摘一叶草时“老鼠子”背九九乘法表，是因为他对我炫耀他懂乘法表。



B．第二次在他丧父离别之时背九九乘法表，表现了“老鼠子”对我友情的渴望和依恋。

C．这两处背九九乘法表的描写都表现了作者对“老鼠子”坎坷遭遇、孤苦生活的同情。

D．文中相识与别离两处描写“老鼠子”背九九乘法表在全文结构上有前后呼应的作用。

17.结合语境，品味下列加点词语。（4 分）

我跟他头凑着头一起摘，看到他比我黑．比我粗．的手指熟练地一闪．．就是连根带叶完整的一

株……

▲

18. 结合本文某一具体内容，联系下面的资料链接，写出你的阅读理解。（3 分）

【资料链接】生命里某些当时的困苦曲折，在后来好像都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这些人、那些事

在经过时间的筛滤之后，几乎都只剩下笑与泪与感动和温暖。

（引自吴念真《这些人，那些事· 序言》）

▲

三 （50 分）

19. 作文：以“我的经验”为题写一篇记叙文，不少于 600 字，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校名、人

名。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八年级期末调研试卷

语文参考答案

1.（10 分）（1）带月荷锄归 （2）归雁入胡天 （3）月下飞天镜 （4）日出江花红胜火

（5）便引诗情到碧霄 （6）潇潇暮雨子规啼 （7）老木沧波无限悲（8）铁马冰河入梦来

（9）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2.（4 分）斑 sù piān 躁

3.（3 分）正确 1 分，端正 1 分，牵丝连带 1 分。

4.（3 分）C（逻辑顺序颠倒不当）

5.（3 分）A

6．（3 分）答案：选③，意为“紧随”。作者希望朋友张判官能追随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张飞，做

一员猛将，为了国家建功立业流芳后世。

7.（3 分）B (有别谷/在孤山)

8.（3 分）D（毫无）

9.（4 分）（1）山谷中的树木茂密，人们很少有能到达的。 （关键字：鲜、至等）

（2）逐浪（沿着江流，顺着江流）畅游的人，不但不觉得疲惫，反而乐而忘返了。（关键字：

者、觉等）

10.（3 分）空旷幽静。（1 分）“旁多茂木空谷，夜听之，恒有清响” （1 分）以动衬静 反衬。

（1 分）

译文：

汶水发源于莱芜县向西南流，从流入莱芜谷后，道路两岸连绵的山峦一百多里，水道大多

经过乱石累累的山涧。盛产药草，遍地松柏，树林茂密，悬崖峭壁，遥望相对。有的地方高山挡

住去路，有的地方环绕的岩石隔断山谷。山风吹动枝条，响彻山谷。走入幽深的山谷，都让人心

惊胆战，有时路绝崖断，比绳索引渡还要艰险。离出谷还有十多里，在一座孤峰下有另一个山谷，



山谷中有清澈的泉水，泉水上几丈的地方有两个石洞，可以容人行走。入洞一丈多，洞内高九尺

左右。山谷中树木茂密，人们很少有能够到达的。但还是能见到少许山田，还留有引水灌溉的痕

迹。

……

夷水也叫做“佷山北溪”向东流注入大江。水经过的地方都是石山，毫无土岸。那水清澈

空明，向下看到游鱼，就像浮动在空中一样。浅的地方很多五色石子，不论冬夏，清澈的流水冲

溅雪白的浪花；旁边大多是茂密的树林和空旷的山谷，夜里常常听到清越的声响。各种鸟婉转鸣

叫声互相唱和。逐浪畅游的人，不但不觉得疲惫，反而乐而忘返了。

11.（3 分）B（A 错在不是所有植物长出的不是叶子，只有部分。C 错在不是第一次试验，2006

年就已经有过；D 错在没有下定义的说明方法，且列数字的说明方法的好处不是生动形象。）

12.（6 分）三则材料，每则 2 分。特点 1 分，原因 1 分。

答案：在海底：植物呈现出的特点是都会向上长高（1 分），原因是海水密度的影响和支配（1

分）。或者海底植物都没有根（1 分），原因是固体对于它们是无关紧要的，沙、贝、介壳、卵石

都可以支撑住它们（1 分）

在陆地：植物呈现出的特点是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

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1 分）。原因是高下的差异能影响物候现象（或者越往高处，温度越

低，植物抽青开花越晚，落叶越早）

在太空中：植物呈现出的特点是开花全乱了（1 分），原因是植物一般高度适应地球 1g 的重

力环境，到太空中突然感受不到重力。（1 分）

13.（4 分）（1）不能（1 分），这三个因素是按照对拟南芥选入太空影响程度的从大到小（从主

要到次要）的逻辑顺序排列的。

（2）“约”字表估计，说明运行轨道距离地面 400 公里是一种推测，作者并不肯定（1



分），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1 分）

14.（5 分）采用第一人称（1 分），先介绍外观形状（1 分）和外部设施（1 分），再介绍内部构

造（1 分）最后介绍性能（1 分）

参考例文：嗨，大家好，我是“鹦鹉螺号”。下面是我的自我介绍：我的船体是一个很长的

圆柱体，两端呈圆锥形，很像一支雪茄。我的全长是 70 米，面积是 1011.45 平方米，体积是

1500.2 立方米，潜艇外部采用的材料是双层角钢。我的船身上侧从右至左依次设置了灯舱、入

口舱盖、船置小艇、横舵室和喷水口。船身下面从右至左是方向舵和潜水员出入口。我的内部结

构非常复杂，从右至左依次设置了轮机舱、发电室船员舱、禁闭室、餐厅、图书室、大客厅、船

长室和储气室。作为能够在海底自由穿梭的潜水艇，我的外壳用双层角钢链接，非常牢固。另外

我的原动力是电，船上所有的机械装置都靠电来运行，非常先进。（或者学生从名著中概括得出：

鹦鹉螺号没有传统航船的帆、锅炉等设施，更加安全；在深水里独来独往，不害怕风暴和碰撞等

性能也可）。

15. （3 分）①他们宁愿远离人群而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②他从事的多半是低贱的工作。

③他们好像什么都吃。

16. （3 分）A．（第一次陪我去摘一叶草时“老鼠子”背九九乘法表，是因为他很聪明，虽然不

懂乘法表却旁听学会背诵）。

17. （4 分）用了外貌和动作描写（1 分）；通过“黑”与“粗”写出了“老鼠子”的生活艰苦

（1 分）；“一闪”写出了“老鼠子”的动作十分熟练（1 分）；表现了作者对他的同情和佩服（1

分）。

18.（3 分）深入领会链接资料的含义，能结合具体情节，谈出对某一个人物、情节等的准确理

解，言之有理即可。注意：“笑与泪与感动和温暖”不必面面俱到，就其中一点分析深入亦可。

第一层级：没有联系具体情节而只是简单概括部分情直接得出结论；或者仅仅摘抄或引用或



化用小说中的有关语句直接得出结论，缺乏思考。（1 分）

例：“老鼠子”没有因为自己的童年苦难而产生怨恨，这很感人。例：“老鼠”让儿子陪我去

找一叶草，这很感人。

第二层级：联系具体情节，理解正确，有一些分析。（2 分）

例：“老鼠“为了养育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私生子，从事各种艰苦的工作，他的善良令人感

到温暖。

第三层：理解深刻，思考深入，能对其老鼠父子的价值追求进行评判，从而揭示出让作者获

得“笑与泪与感动和温暖“的真正原因。（3 分）

例①：以一种鱼的名称做为标题（“儿子”把“琵琶鼠”的绰号印在名片上），写出“琵琶鼠”

这样的人虽然普通、平凡，但他们始终善良，保有可贵的良知，这是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不可缺

少的存在。

例②：“老鼠”虽然长期与村里人保持距离，但偶尔看见我一个人外出找草药，担心我作为

一个小孩子的生命安危，主动让自己的孩子陪我一起去，表现出的善良淳朴令人感动。

19.（50 分）参照 2016 年南京市中考作文评分标准。

（四）样卷

我的经验 1

“清仓大甩卖，清仓大甩卖，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一律商品只要 10 元，你买不了上当，

如假包换。”楼下百货商店的大嗽叭吵了起来，“哎呦我的天，才几点呀，吵死了，还让不让人

睡觉了，”我不耐烦的摘下眼照，阳光火辣辣的刺着我的眼睛，打开手机一看，11 点半了！我

像踩了弹簧一样，蹦了起来。

我急急躁燥地，找着英语书和作文本，因为 1 点半要在新街口上课，这可急死我了，我边找

边喊：“妈妈，妈妈，你怎么不喊我，要来不急了，”我等待妈妈回应我，可是家里十分的安静，

我到外面一看，贴了一张便利贴“我去婆婆家了，你自己弄点东西吃，妈妈留。”这张字条，宛

如又在火上交油。我翻了翻厨房里食物，又看了看表，“嗯，还有 30 分钟，”点点头心想我一

定要以我多年吃得经验干出个大事业”。

我拿起一个鸡蛋就往锅里扔，看了半天没反映，原来是没开火。点着火，鸡蛋就像是变身了

一样，黑漆漆的，还传出一种怪味，糊了！我赶快把火关了，倒掉鸡蛋“不会吧，以我这智商，

难不成连一个鸡蛋都焦不好，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嘛，老好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鸡蛋了，我闭

上眼，回忆着最近一次吃焦鸡蛋，”这是对妈妈的抱怨，噢！原来少了关键的一步，倒油！我重



振旗鼓，一步一步慢慢来，第一步，热油，第二步，下鸡蛋，第三步翻面，OK，大功告成，看

着金灿灿的鸡蛋，我尝了尝味道，宛如有神助一般，这道焦鸡蛋算是成功了，

心里乐滋滋的，“吃了时间的经验不是白吃的。”

评语：本文只是写了在家的一连串事情，只是一次简单的经历，没有任何经验获得，属于不切题。

中心不明，语言一般，多处标点错误，错别字也较多。得分 28。

我的经验 2

经验，可能对每一个人都不陌生。比如学习经验、游戏经验都很常见，而我的则是生活经验。

我打小时候开始，父母就不再我的身边。在他们离开我时，我还很小，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

长大，就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见上一面，我内心非常渴望父母的爱，但是没有办法，爷爷奶

奶也都年迈了，家里的所有事情全都靠我来做，所以我多了比常人所没有的坚持和毅力。

在我七岁的时候，别家的呼吸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但我却已经开始学习怎样做

家务，洗衣和做饭的经验。

又一次，我的一个同学因为她妈妈家里有事，所以我便邀请她到我们家坐一会儿，然后我就

去做饭了。她则是一脸惊讶的望着我说：“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做啊，天哪。”她看着我熟练地动

作以及手上的油泡，一脸难过，她可能是看到我这么辛苦，想来帮帮我，谁知锅里的油像见到生

人一样，溅到她手上，我赶忙把医药箱拿出来，给她涂药包扎，她看到我这么小心翼翼地动作，

忍不住笑出声来，说道：“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子特别像我妈妈，那么轻地给我上药，简直不

能再像了。”我听到她这话，眼泪立马往下掉，因为我也想起了我的父母一到过年就给我的关怀

和疼爱。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了我从七岁到十四岁所有发生的事。我天天干家务，整个人都觉得

老了十岁。我的经验其实源于我的父母，他们每年回来给我讲，要照顾好自己和爷爷奶奶，其实

生活经验丰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可以为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多做一份力。

我的经验是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勇敢。

评语：只写经历，没有经验，只说“自己有生活经验”。属于不切题，内容结构尚属完整。32

分。

我的经验 3

有些人总是在高谈阔论，我游五岳，了解了何事；跨三山，又懂得了什么；但我想，经验

又何必如此伟大呢？

那是一年初秋。阴云遮住了天空，太阳费尽力气也未能挤出一张微红的脸蛋。屋前的草坪

上一片暗绿，路旁的行道树似乎感知到了狂风的来临，也互相靠近了一些。

不久，一丝丝带着寒意的秋雨连绵的落下来。我坐在书桌旁的窗前，静静地看向窗外那压

得人喘不过气的阴沉天色。

不出意料，大雨滂沱，狂风呼啸，路上也没了行人，树木也渐渐受不住，有些微倾。倏地，

我不经意间瞥到一抹亮色出现在草坪中，正在狂草中摇曳着。“那是什么？一朵野花？”我有些

吃惊。不过那点亮白又瞬间消失。果然，野花怎么能抵御寒风呢？道旁的梧桐正接受着风的摧残，

树风间的声音似是他的哭泣哀嚎，昔日的鸟儿也不见了踪影。一些幼苗们们已经没有父辈们的骨

气，懦的弯了腰。草坪上的一抹莹白也未在出现。倒也合情合理。只有风才是这里的主角，树的

坚忍不拔在这场游戏中显得如此苍白。只有摧残才是主旋律的曲调中，野花这种不和谐的音符又

如何幸免？

合上手中的书本 ，狂风骤雨也戏耍够了。太阳才拨开黑云照进几缕温热的阳光。湿漉漉的



树木、街道、草坪，都露出一幅疲惫不堪的面容。又忽然间，一点洁白带着蜂蜜般欲滴的淡黄，

费力的丛草虫中探出小脸。又面带微笑的看着太阳，我心中一震：这朵花竟然躲过了暴雨？不，

他经受住了洗礼？我匆匆跑出门，只见它的脸上似乎是带着骄傲，带着喜悦，又带着孩童般的纯

洁。

之后偶然和朋友们谈到生活中小组得到的启示经验，便如数家珍的说了这事，他不禁笑道：

“这花我见过好多，也养过，没有那么坚强的。”我也不愠，亦不辩解。温室的生活与野外的艰

苦，理应不同吧。

有人讽笑：“那是杂草应有的特性，不足为奇。”我更相信：“这是生命的本质，顽强不屈。”

野花，也有故事，也有灵性，我自然也有经验。

评语：将观察自然草木的感受和领悟与自己的经验混淆，没有具体的过程和实践，属于不切题，

文章内容结构完整，因此在不切题中给 32 分。

我的经验 4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事，也会积累许多的经验，但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的经验，我也相

信我的经验。

小学六年级时，我的家长给我报了一个补习班，第一次，我们坐着车子一起去了那儿，回来

之后我爸爸说道：“以后你就一个人坐车去了。”当时玩得尽头，就随口糊弄着答了声嗯，也正

是这声回答让我知道了自己的经验最可靠。

又到了星期六，我一大早就被爸爸喊了起来去上补习班，我迷迷糊糊的吃完早饭，背着书包

被爸妈请出了家门，来到车站，我凭借着映像坐上了 37 路公交车，一路上，我在车里昏昏欲睡，

突然，下车的铃声到了，我赶紧冲了下去。

但当我下车后，面对着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景色，我开始有点慌了，望着车子，行人不停的穿

过和高耸入云的大楼，我不禁担心了——我不知道怎么走了，我开始回忆上个星期六来时的记

忆、经验，仿佛又想起了怎么走，可是我决定还是问一个人，可是，他告诉了我一个和我完全不

同的路线。

我站在街头，十分的犹豫。再过一会儿，课就要上了，万一迟到了怎么办呀，我转念一想，

记得以前在学校时，有时我做完练习时，看看别人的答案，发现不一样，他讲不知道谁是对的，

我却总是放弃自己的经验，写了别人的答案，可是经常有时错的，于是，我决定信相了我的经验，

向那条路走了过去。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在要上课的时候，我终于到了，人生是像一座大城市一样，有许多条路，

可是在听了别人的建议时，有时你不能人云亦云，要坚信自己的经验，这样才能走出去。

从那时起，我更加相信我的经验了。

评语：本文有实践也有思考，但经验和实践契合得不紧密，属于基本切题。结构完整，但语言表

达一般。35 分。

我的经验 5

每个人小时候或许听到过父母的意见和对生活的经验。我们或曾听取过，借鉴过，验证过，

可我早就知道这些经验有时是片面的。



十岁那年，我要一个人坐火车去内蒙古拜访亲人，因为那时父母都有急事。那年暑假，父亲

特地在我出发之前给我打电话，让我小心一点。接着又谈起自己的人生经验，说“外面的人有很

多都是骗子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治安不好，很乱。火车上也有‘坏人’总之在外要谨慎……”

我当时信以为真，因为这毕竟是父亲的经验，在外生活的经验。

当我上了火车已是中午 12 时许，待我刚坐好就有列车员过来。她见我那一排座位上只有我

一个人便问：“小弟弟，你一个人？”我有点紧张：“啊，对呀！”接着我又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我经常一个人出远门，不喜欢和太多人在一起。”列车员温柔地笑了：“多好的孩子，来，多

吃一点儿。”说完便往我桌上放了一盒饭。

我松了一口气，原来火车上的人不错，父亲的经验不准了。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相互信任。

后来，当列车驶入河北省时有一位年轻的叔叔走了过来，看了看我说：“小朋友，这儿有人

吗？”我说：“没人，你请坐吧。”他坐下了，过了一会儿，他开始问我的姓名、学校，我听了

父亲的话，这些都是瞎编的。没想到，他反而来了兴趣。“嗯，完颜氏，少数民族的？”由于我

刚刚的姓名是乱说的，他才会问这个问题。“嗯，蒙古族乌兰察布人。”我有些不安。“啊，和

元朝皇帝一样嘛。”后来我知道了他是研究历史的，特地来调查，接下来，我们便攀谈起来，由

于借鉴了父亲的经验，他问我的所有问题我都是瞎说的，但说完我就后悔了，我知道，他是个好

人。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信任。“临下车时告诉他实话吧”我心里这样想。

他在太原转飞机，我却在太原睡着了，还好及时醒来。我向车外望去，看到了他便大声喊道：

“史学家，给我您的电话。”“好”他赶忙拿出纸和笔，可就在这时列车开动了。“没关系，我

给你打电话。”他挥了挥一张字条，那是我留给他的。于是我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列车渐渐驶入了通辽，我却一直站在那里，原来父亲的话错了。

“小弟弟，通辽到了，你的行李。”那位女列车员把行李递给了我，我却更加难过了。

从此，我便知道了父亲的经验是片面的。“这世道很好，人也很好，人与人之间应当信任。”

这就是我的经验。

评语： 本文有实践经验，有对经验的不断检验修正，属于完全切题。结构完整，情感真切，但

语言不够简洁。42 分

我的经验 6

站在红色塑胶跑道的终点处，我带着上下起伏的呼吸和快速跳动的心脏，望着眼前刚跑完的

1000 米跑道。

五分钟前，我和所有人一样，都站在 1000 米跑道的起点。我紧张地捏紧了手，汗水在掌心

液化，聚集，随着同样紧张而狂跳的心，一起让我全身微微颤抖。

老师手中的红旗仿佛一道烈火，随着它的落下，我便发动了双腿与肺，快速向前冲去。两耳

呼呼的响，这是风从耳边刮过的声音。尽管我用尽全力去奔跑，但过去的经验还是在我脑中回响：

“你跑不快”。

我从小便是同学口中所谓的“体育低能儿”。拜哮喘所踢，每但跑步时，肺中总会如风箱一

般呼呼作响，那仿佛是一把汽油，不久便会被低下的体能给点燃，烧得我不得不停下。于是长此

以往，我便总结出了这个经验：“我跑不快”。

我从回忆中醒来，此时，我跑步的速度慢了下来，没有了耳边的风声，有的，却如同十四年

来的经验那般的火，点燃了肺的火。



我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腿和着了火的整个呼吸系统。一步一步地跑着。我指头望了望前方十几

米处的同学。只有十几米，仿佛我稍一冲便可赶上似得，可就是冲不去、赶不上。而就在这几秒

的工夫，我们的距离又拉远了几米。

此时，我已是十分疲倦，双腿像是被强相互作用力给定住了，变得沉重不堪。而呼吸也开始

不顺常，每一口呼出的气都仿佛不由自主。它们都带着血腥味。我知道，那是已经过载的肺发出

的警报。

我已经走到了体能的极点，全身都没了力气，我多么想停下来休息几秒。那几秒对我而言，

是一次解脱。

我潜意识里开始算起我跑了几卷，是两卷，还是一卷，我就要停下吗？过去的经验告诉我，

我只能跑这么远，我再跑不快了。我不甘就这么停下，不甘两卷的劳累化为泡影。我迈开步子，

又跑了起来。

呼吸过载引起的肾上腺素在我的血液中奔腾，刺激着每一个细胞。脚下红色的塑胶跑道仿佛

变成了火山的岩浆，使我步履维艰。我仿佛跑在现实与暗子之间，我知道，我也许只能跑这么远

了。

突然，一切仿佛都清静了。没有灌了铅般的双腿，没有着了火的肺，也没有了口中的血腥味。

我意识到自己超越了极点，超越了自我。我无所顾虑的飞奔起来。耳边又响起了风声。我超越了

一个又一个在过去始终看来过不去的点，甚至超越了那个只与我相距十几米的同学。

跑过终点线的那一刻，过去的经验已然不存在了。转而被一个新的所代替。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

我带上起伏的呼吸和快速跳动的心脏。望着刚跑完的 1000 米跑道。还有我的经验。

评语：本文有不断实践的具体过程，有对经验的再次修正，完全切题。此过程中的细节描写较

多，心理感受写得充分，语言较生动。不足在于文中错别字。44 分。

我的经验 7

每天清晨坐公交车到学校，总得要穿过门外的一条大马路。

这条马路无时无刻不热闹。车辆来到这宽敞的马路上各个加大了马力，从上方呼啸而过。电

动车似乎更加猖狂。他们穿梭在马路上，只要一有缝隙便极速而去。

“他们怎么就不能为那些正急着过马路的人想想呢？”我低声道。此时的我正站在斑马线的

一端心急如焚地等待着一个机会，一个百米内无任何车辆，足够让我过街的机会。

然而，行驶的车辆不会顾及这些。

我稍微有点耐不住性子了。

我其实是有一个经验的。那边是“步步推进”法，在车辆行驶的不那么快时，我便可以乘势

向前走几步，车子见了我便会停住，我于是便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飞奔过街。“精华”便

在于此。

我于是凭着以往的经验，开始提起脚，小心翼翼地沿着白线朝前推进，每走一步便将头向右

一转，望向驶来的车辆，等待他们能够“为我”停下高速旋转的车轮。

果不出我所料，一辆轿车见我正“明目张胆”地横穿马路，急忙在我的右侧停了下来。我万

分欣喜，经验果然起效，我于是再次缓缓向前推进。又一辆车驶来，见我正从容不迫的行走也刹

住了车，在我的面前停了下来。我见整个路段已被我一人“打通”，便回头招呼同在等候的父亲

过街。



父亲不动。他站在那里，望着右侧一辆辆“为我”而停的车子，不禁露出了一丝愧色。

我不解。再次望向右侧，只见车子已因无法行驶而排了足足大概五十米的队伍。确切的说，

是“为我”停下来的。令人费解的是，并没有一辆车子为此而长时间鸣笛，它们仿佛十分顺从的

停在那里，等待着我过去。

我不禁退了回去，示意他们继续行驶。

我有些自责：“这难道是我所谓高明的经验吗？”

也许这只是一种钻空子罢了。

或许这亦是一种对他人的无视、不尊重。

也许别人也在着急上班或者送孩子上学，而他们却“为我”停了下来，“为我”着想。我想

我凭的不是经验，而是别人对我的宽容。

也许此时的我又获得另外一个经验，那就是要为他人着想，别人才会为你着想。

评语：用错误的经验和反思获得正确的经验，经验的得来有步骤，有实践，有自己对生活的独特

思考，完全切题。观察视角有意思，语言生动有味道，将生活的平凡小事变得不凡有趣。47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