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语文逐题解析 

注意事项： 

1. 本试卷共 6 页，共 1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2. 答案一律用黑色墨水笔写在答题卷上，不能写在本试卷上。 

 

一（30 分） 
1. 用正楷字体抄写下面这句话。（4 分） 

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 

                

                

2. 用诗文原句填空。（10 分） 

（1）                      ，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 

（2）                      ，山入潼关不解平。（谭嗣同《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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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知何处吹芦管，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5）                      ，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6）                      ，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 

（7）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              ，定能够骑着妞儿来往。（郭

沫若《天上的街市》） 

（8）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有益

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参考答案】 

（1）何当共剪西窗烛 

（2）河流大野犹嫌束 

（3）铁马冰河入梦来    陆游 

（4）一夜征人尽望乡 

（5）正是江南好风景 

（6）博学而笃志 

（7）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 

（8）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解析】 

本题考查课内背诵，选择的句子都是重点篇目当中的名句，而且没有生僻字词，学生都应当

熟练掌握。 

 

3. 下列句子标点符号使用错误．．的一项是（      ）（2 分） 

A. “听我说，”爸爸继续说。“不要想有多远，有多困难，你需要想的是迈一小步，这个你

能做到。” 



 

B. 大块儿小块儿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枝上的嫩芽儿也密了；田里的冬

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儿…… 

C. 我因此得出一个颇为清晰的结论：如果我要小凫跟着我走，我得学母凫一样叫才行。 

D. 她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安妮·莎莉文老师。 

【答案】A 

【解析】此题目考查学生对于标点符号的掌握情况，难度较低。“XX说”的形式放在句首，

后面用冒号；放在句中，后面用逗号；放在句末，用句号。因此，这里的冒号应该是逗号。 

 

 

走进文学部落 

走进文学部落，多姿多彩的人生画卷尽收眼帘；童话的王国里，围绕一件并不存在的新

装，愚蠢虚伪的君臣们上演着一场场滑 jī（     ）的闹剧；散文的天地间，冬天的济南

那贮．（     ）蓄着暖暖春意的一池绿水，传递着脉脉的温情；寓言故事里，蚊子和狮子的

对话，让人忍俊不禁却又陷入沉思……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走进文学部落，陶冶我们的性情，滋润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体验，提高我们的审

美      ，让我们变得纯净、高贵而深刻吧！ 

4. 给加点字注音或根据拼音写汉字。（2 分） 

滑 jī（     ）     贮．（     ）蓄 

【答案】稽   zhù 

【解析】考查课内字词的掌握情况，同学们平时阅读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字音字形。滑稽的“稽”

右边部分上面是个“尤”，贮蓄和储蓄的读音很容易混淆。 

 

5. 填入横线上的词语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 丰富  品味       B. 充实  品位 

C. 充实  品味       D. 丰富  品位 

【答案】 D  

【解析】考查学生词语的使用和辨别。充实：使内容不空虚；丰富：变得多彩。我们说体验

应该是丰富体验，使体验变得丰富多彩。品味：品尝滋味、体会，是动词；品位：泛指人的

水平、品质，是名词。提高后面应该是名词，审美品位，意思也合理。同学们在平时要多多

注意相近词语的词性和意思。 

 

6. 初一（2）班集体阅读了《西游记》，王老师组织并指导了一次读书交流会。（10 分） 

（1）整体介绍。（2 分） 

小说围绕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师徒前往西天取经的主线，写了许多降妖伏魔的

故事。鲁迅先生称《西游记》为“         ”，林庚先生称之为“童心之作”，是中国古典

文学中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全书故事引人入胜，前七回讲孙悟空的身世和             

的故事，第八回到第十二回介绍唐僧，第十三回到第一百回是小说故事的主体，师徒们降妖

除魔，历经磨难，取回真经。 

【答案】神魔小说  大闹天宫 



                               QQ 群： 697531088 

 

（2）学会精读。（3 分） 

精读就是细读、精思、鉴赏，《西游记》中塑造了很多成功的形象。所谓精读，就要通

过情节、细节读出人物形象。从下面这段节选文字中，你能读出孙悟空怎样的形象？请结合

情节（细节）分析。 

行者却才收了手脚道：“你才认得叔叔么?我看牛大哥情上，且饶你性命。快将扇子拿来

我使使。”罗刹道：“叔叔，有扇，有扇，你出来拿了去！”行者道：“拿扇子我看了出来。”

罗刹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执在旁边。行者探到喉咙之上见了道：“嫂嫂，我既饶你性命，

不在腰肋之下搠个窟窿出来，还自口出。你把口张三张儿。”那罗刹果张开口。行者还作个

蟭蟟虫，先飞出来，丁在芭蕉扇上。那罗刹不知，连张三次，叫：“叔叔出来罢。”行者化原

身，拿了扇子，叫道：“我在此间不是?谢借了，谢借了！”拽开步，便往前走，小的们连忙

开了门，放他出洞。 

（节选自《西游记》第五十九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解析】学生回答本题时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孙悟空的形象是什么；第二，结合情节

来具体分析。例如，孙悟空非常重情义，罗刹女是结拜兄弟牛魔王的夫人，所以并没有伤害

罗刹女；孙悟空是聪明的人，他要等到看到罗刹女拿出扇子，才从她肚子里飞出来；孙悟空

本事了得，他可以变成虫子飞到罗刹女肚子里。 

 

（3）交流心得。（2 分） 

有些不喜欢猪八戒，认为猪八戒好吃懒做、见识短浅、爱搬弄是非、爱占小便宜等，对

此，你赞同吗？请阐述观点及理由。 

                                                                               

【解析】同学们回答题目注意，这里面有两问，第一问是你赞同吗？阐述观点。第二问是理

由，尽量从文章情节中找合适的例子证明这一点。两问缺一不可。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回答：

我不赞同。我认为，猪八戒能吃苦耐劳，对师傅忠心耿耿。在与妖魔的斗争中，他总是挥舞

钉耙，勇猛战头，是孙悟空的得力助手。他知错能改，乐于助人，是一个忠勇善良、淳朴憨

厚的人。在通天河时，他就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团队出主意，告诉他们怎么渡河。（意思对

即可） 

 

（4）贵在积累，王老师出示了一张读书卡片，请你仿照卡片尝试积累。（3 分） 

 

 

 

 

 

 

 

 

 

读书卡片 

阅读名著：《西游记》 

研究专题：谁帮助过孙悟空 

情节概要：①观音菩萨帮孙悟空降服了红孩儿妖 

          ②东来佛祖帮悟空降服了黄眉怪 

          ③如来佛祖帮助悟空降服了狮驼岭三魔王 

启示：一个好汉三个帮。 



 

 

 

 

 

 

 

 

 

 

 

 

 

 

【解析】读书卡片中的各个部分有着内在联系。研究专题是总结，启示是由专题内容得出的

思想方面的启发，一环扣一环。题目中给出了情节概要，因此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总结一下，

找出共同点是孙悟空伤心流泪，那么研究专题应该偏向这个方向。对于启示部分，由孙悟空

因为各种原因“流泪”，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积累的俗语、谚语或者古诗，写一句合适的

启示即可。 

例如：研究专题：孙悟空为何而哭   启示：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二（40 分） 

（一）阅读古诗词，完成 7-8 题。（6 分） 

秋词（其一） 

唐  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天净沙·秋思 

元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7. 请描绘“晴空一鹤排云上”的画面，并说出这句诗的作用。（4 分） 

                                                                                

【解析】此题考查学生古诗诗句的理解与分析，诗歌画面的描绘和诗句的作用是常考的题型。

诗歌画面的描绘部分，学生需抓住诗句中的景物以及其中的形容词和动词，展开描绘，语言

要优美。如：秋高气爽，万里晴空，一只鹤凌云而起，冲上云霄。这句诗的作用主要还是从

结构和内容两个方面分析，这里更加偏向内容方面的作用，这句话通过鹤冲云霄得情景表达

了诗人开阔的视野和豪迈乐观的情怀。 

 

读书卡片 

阅读名著：《西游记》 

研究专题：            

情节概要： 

①三打白骨精，被唐僧逐出师门，面对东洋大海，思前想后，

感伤不已，“止不住腮边泪坠”。 

②孙悟空在狮驼岭误听师傅唐僧被吃的谣言，泪水不断。 

启示：                        

https://www.baidu.com/s?wd=%E4%B8%87%E9%87%8C%E6%99%B4%E7%A9%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m1I9PyR4nvRsmWDvnAPW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f4n164PHf3PjTzn16LnW0d


 

8. 《天净沙·秋思》表现了                   的情感，这种情感表达不同于《秋词》的

直抒胸臆，而是借用                           手法表达的。（2 分） 

【解析】此题考查古诗诗句的情感内容和表现手法。前四句皆写景色，这些景语都是情语，

“枯”“老”“昏”“瘦”等字眼使浓郁的秋色之中蕴含着无限凄凉悲苦的情调。而最后一

句“断肠人在天涯” 使前四句所描之景成为人活动的环境，更具有画龙点睛之妙，此种环

境作为天涯断肠人内心悲凉情感的触发物，表达了异乡游子的羁旅之思和思乡之情，这首词

通过借景抒情将这种浓浓的情感变现出来。 

 

（二）阅读文言文，完成 9-12 题。（12 分） 

【甲】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

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诫子书》） 

【乙】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

不复自伤，但以卿
①
兄弟为念。射君（人名）到，说丞相叹

②
卿智量，甚大增修

③
，过于所望。

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

人
④
。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

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⑤，可自更求闻达。 

（《刘备敕刘婵遗诏》） 

【注释】①卿：旧时君对臣、长辈对晚辈的称谓，相当于“你（们）”。②叹：赞叹。③增修：

即“溢羡”，意思是赞美的话说得很多。修：美好。④能服于人：能够使人敬服。于，这里

表示行为的对象。⑤道亡：（所抄之书记）在途中丢失。 

9. 解释加点的词语。（4 分） 

非学无以广．才（      ）                    淫慢．则不能励精（      ） 

六十有．余（      ）                        勿效．之（      ） 

【答案】广：增长  慢：懈怠  有：同“又”用在整数和零数之间    效：效仿 

【解析】此题考查学生对文言字词含义的掌握。前两个属于课内文章的课下注释，同学们一

般都能答出。第三空“有”虽然出自课外文章，但是是课内知识点迁移——《论语》中的“吾

十有五”，意思相同。“效”通过联系上下文就能得出答案。 

 

 

10. 用“/”划分下面句子的朗读节奏。（各划一处）（2 分） 

①非 志 无 以 成 学                  ②但 以 卿 兄 弟 为 念 

 

【答案】非志/无以成学  但/以卿兄弟为念 

【解析】此题考查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断句题是常考题型，划分句子的朗读节奏，首先要

理解句子的意思，然后弄清句子的成分，不要把句子割裂开。文言文朗读节奏的划分是有规

律可循的：（1）句首关联词或语气词之后要停顿；（2）有些古今异义词朗读是要分开的；（3）



 

主语和谓语之间，谓语和宾语、补语之间，一般要停顿；（4）需要着重强调的地方，一般要

停顿。 

 

11. 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4 分） 

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②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答案】 

不内心恬淡就没什么可以用来明确志向，不集中精神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达到远大的目标。 

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好事小就不去做。 

【解析】本题考察文言文的翻译能力。文言文翻译的重点是“字字落实”，“无以”“明”“致

远”“以”等词属于关键词，一定要翻译出来。 

 

12. 从【甲】【乙】两则材料中可以知道，诸葛亮和刘备对后代有什么相同的要求？（2 分） 

                                                                                  

【解析】本题考查两篇文章的理解，通过对比分析，不管是诸葛亮还是刘备在留给自己孩子

的话中都提到了要多多读书，注重德行等要求，同学们回答时要尽量靠近两个点。 

 

 

（三）阅读选段，完成 13-16 题。（12 分） 

六月里的一个周末，我从维也纳坐火车回艾顿堡。因为天气好的时候，周末常有别的地

方的旅客到艾顿堡来游泳，所以和我一起出站的人很多。我才走了几步，忽然看见前方有一

只大鸟，在离地相当远的空中缓缓而飞，它的动作非常之慢，时而振翅时而滑翔。一时之间，

我完全不能确定这到底是哪一种鸟，说它是秃鹰，未免太重；说它是鹳，又不够大，而且鹳

在飞到这般高度的时候，颈子和腿应该还看得见才对。这时，它忽然歪斜了一下。落日的余

辉照在它巨大的翅膀底部，就像夜空因为星星而发光一般，我看出来这是一只白鸟——老天！

这不是可可吗？它的翅膀稳定地动着，不是很清楚地表示它正要去做长途飞行？ 

我怎么办？该不该喊它一声呢？对了，你听过黄冠大鹦鹉的鸣声没有？假使没有，只要

想想用老法子杀猪时猪的嚎声，再用扩音器放大几倍就得了。如果一个人用尽全身之力，把

嗓门憋得尖尖的，发出“哦——啊”的叫声，虽说比不上大鹦鹉的气势，听起来也蛮像了。

从前我曾试过这样喊它，每次它都听话地回到我的身边，但是它现在飞得这么高，肯不肯听

话就不知道了，因为鸟通常不喜欢直直地从上往下飞的。到底叫不叫它呢？那一刻真叫我为

难呀，如果我叫了，它竟然理也不理地飞走了，我怎么向旁边的人解释？ 

不过我到底还是叫了。我四周的人一个个都像生了根似的定在那里。可可伸开了翅膀迟

疑了一会儿，然后敛翼俯冲而下，只一下就停在我伸出的手臂上了。真是谢天谢地，我总算

松了一口气。 

又有一次，这只鸟的恶作剧把我吓了一大跳。我的父亲那时已经上了年纪，他最喜欢在

我们房子西南面的阳台上睡午觉。我虽然很不赞成他在强烈的阳光下晒着睡觉，他却不肯让



 

任何人改变他的老习惯。一天又在他睡午觉的时候，我忽然听见他在阳台上像个大兵似地大

声咒骂起来。我连忙赶去，只见这位老先生弯着身子，蹒跚地走过来，两手紧紧地围在腰际。 

“我的天啊，你是不是病了？” 

“没有，”他生气地说，“我一点病也没有，只是那个混账东西在我睡觉的时候，把我裤

子上的扣子全咬掉了。” 

我跑到“犯罪”现场一看，果然，可可不但把这位老教授身上的扣子全咬下来了，而且

还整整齐齐地排在地上：袖子上的扣子做一堆，背心上的做一堆，另外，一丝不错地，裤子

上的扣子也排做一堆。 

这只鹦鹉还有一样好把戏，可以跟猴子和小孩子的丰富想象力比美，也许是因为它对我

母亲的热爱而触动了灵机吧。夏天里，我的母亲只要在院子里坐，总是一刻不停地织着毛衣。

可可似乎很清楚那一团团柔软的毛线是干什么用的，它总是一口咬住露在外面的活线头，很

快地飞到空中，把一整团线都打开来，就像一个纸风筝拖着一条极长的尾巴。它总是蹿得高

高的，然后就绕着我们屋子前面的柠檬树有规则地打起转来。要是没人在那儿打断它的好把

戏，它就把整棵树都缠上鲜艳的毛线，叫你怎样也没法子再解开来。我们家的客人常常会在

这棵树前一站半天，想不出我们为什么把它打扮成这个模样，也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法子把

毛线缠上去的。 

13. “动物笑谈”意思是谈论和动物有关的趣事、笑话，选段中有哪些有趣的事情？请简单

概括。（3 分） 

                                                                                 

【解析】本题属于典型的概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分层概括的能力。学生需要先将文章大致

分层，然后具体概括。在具体分层时，我们的依据往往是段首一些明显的提示词，比如文中

第一段的“六月里的一个周末”（时间词），第四段的“又有一次”，第八段的“还有一样好

把戏”。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文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之后，学生只需进行简单概括即

可。 

 

14. 选段中加点字“‘犯罪’现场”该如何理解？（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加点字的含义，考查学生对于文中具体字词含义的领会。“‘犯罪’现

场”一词出现在第七段段首，在可可啄掉了老教授身上所有的扣子一事中。因此可以断定这

里是指可可将扣子咬掉并整齐摆放的现场。这里作者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将“可可”的行为

人格化，增强了文章的喜剧效果，也侧面反映出作者对可可的宠爱。 

 

15. 选段第二段划线句介绍了皇冠大鹦鹉的叫声有什么作用？（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作用，考查学生对于文中具体语句作用的把握。面对作用题，我们

一般会从内容和结构两方面来考虑。从内容上来看，这个句子运用类比手法介绍了黄冠大鹦

鹉的叫声的可笑。从结构上来看，为下文第三段“我”在公共场合模仿黄冠大鹦鹉叫的事情

做了铺垫，增强了后文的喜剧效果。 

 

16. 劳伦兹对待动物的态度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请结合选文内容回答。（3 分） 



 

                                                                                 

【解析】本题属于文章的情感主旨题，考查学生对于文章中所反映的情感态度的认知。题干

中关键词“哪些”告诉我们，至少要回答两点。在回答时，学生首先要一一列出文中作者对

待他的宠物的态度。主要有：①宠爱；②尊重；③包容等。其次，要将这些态度与文中的具

体事件结合起来。例如我们可以从作者在公共场合下模仿宠物的叫声，看出作者对鹦鹉的宠

爱；可以从作者运用“恶作剧”、“‘犯罪’现场”等拟人化词语可以看出，作者把自己的鹦

鹉当做自己的家人一样处于对等地位，充满了尊重；可以从作者没有因为这只鹦鹉的捣乱行

为而责骂、责打它可以看出，作者对自己的鹦鹉满怀包容。 

（四）阅读小说，完成 17-20 题。（10 分） 

地窖 

法 塞斯勃隆 

国王陛下颁布了一道诏令，宣称他将每月一次亲临一个臣民的家，并在那里进餐。朝廷

的反对派就立刻散布舆论，说这种做法是“收买人心”。国王无论干什么，反对派准会发表

点攻击性的评论，把国王贬得一钱不值，什么“好大喜功”啊，“怯懦无能”啊，等等，不

一而足，向来如此。这回，国王去臣民家里进餐一事，他们只报以耸耸肩膀，鄙夷地斥之为

“收买人心”。哪知，这次他们可错怪了国王。因为国王的这项决定，看来事体不大，却有

深刻的用意。国王向来研究历史，深知曾有许多王朝由于不懂得跟人民保持接触的重要性，

不察民情，进而失掉民望，最后归于灭亡。而国王本人，自从登基以来，已觉察到显赫的王

权在他跟臣民之间正在垒起一堵无形的墙壁，而且越垒越高，根本用不着设岗戍卫，却比王

宫的高墙更加难以逾越。而今国王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面，方法虽然天真一些，却是体面的。

总之，陛下的主意已定：每月都要到他治下的百姓家里进餐一次。内阁的好几位大臣为此很

不高兴，警察总长尤为惶恐。他对付街头群众集会、防范爆炸暗杀事件之类是装备有余的，

而对付一家一户、日常生活诸环节的问题，例如菜里放毒等，却毫无经验。其他大臣害怕的

却是另一回事：过去，他们是国王得到消息的唯一来源，现在如果陛下忽然发现大臣们自己

原来一无所知，而他们却一直在谎称民意，那可如何是好！那些高官显贵、朝廷的在野派、

新闻界、各种工会无不声称自己是代表民意的，可是当人民真有机会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

又惊恐万状。谢天谢地! 好在老百姓早已丧失了讲话的可能，甚至失掉了讲话的兴趣，可是

谁又能保证在家庭场合的饭桌上…… 

国王陛下对受到的款待和吃的饭菜都非常满意。在豪华的王宫里，有一道菜是国王不好

意思点的，那就是布纪侬风味牛肉。但是这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怎么就偏偏猜到了国王想吃这

个菜呢？她又怎么知道国王一直盼着能大杯痛饮都兰纳的葡萄酒？ 

国王陛下询问了五个孩子的情况：名字叫什么，学习怎么样，身体有没有病等，然后，

他很不自然地笑笑，试探着说道：“咱们来谈点儿政治吧！” 

“谈这个有什么用，”孩子们的父亲说道，“俺倒不是恭维您，我们在这玩艺儿上想的跟

您一样。俺常叨咕——不信您问孩子的妈，俺说，俺要是个当官儿的，想办的事也不是别的，

就是现在他们办的那些。”他的妻子表示同意，但又有点难为情地补充说：最好能改动一下

学校放假的日期。 

国王听了大为高兴，说：“这正是最近教育大臣向我提出的建议。年轻人，你们呢？没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要说一说吗？——太太，能不能给我再来点儿布纪侬牛肉？” 

“要说的事倒没有，”大孩子的话音渐渐平稳起来，“但是关于服兵役，我有个请求。” 

他所提的问题，同样是在内阁会议上有人提出过的。这时候，孩子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每个人都提了一条建议，每条建议都是同样年龄的孩子所感兴趣的改革，而且这些建议几乎

全都是在朝里议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有几个，恰恰是国王本人在内阁会议上一直持反对意见

的。这时，他嘴里不说，心里暗记着，准备予以重新考虑。这是个好心眼儿的国王。 

半夜十一点，国王和老百姓分别了，彼此都感到十分满意。一直在简陋的屋门外，焦急

地等候着的三位大臣和警察总长从国王的脸上看出了这一点。 

四位大臣向国王行礼告别，然后他们进了屋，向出场的七个演员付了预定的酬金。正当

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忽然听到脚底下似乎有些什么响动。 

“哎呀，”警察总长大声喊叫，“我差点儿把他们忘了，我希望还能剩下点儿布纪侬牛肉

给他们……” 

原来，三个半钟头以来，这所房子真正的主人一家一直被关在地窖里。 

（有删改） 

17. 根据小说的情节，完成表格。（2 分） 

情节 主要事件 

开端 国王决定每月都要到百姓家里进餐一次，大臣们很惊恐。 

发展        ①                                                 

高潮 国王离开后，          ，听到响声才记起真正的主人一家还被关在地窖。 

【解析】这是一道情节概括题，考查学生的概括能力。题目给出的开端是“国王决定每月都

要到百姓家里进餐一次，大臣们很惊恐”，高潮是“国王离开后，             ，听到响声

才记起真正的主人一家还被关在地窖”。 

根据题目条件给文章简单地分层，开端就是第 1 自然段，结尾是 9-11 自然段，所以发展是

2-8 自然段就是发展。 

此外，发现题目给出的开端和高潮部分，给出的固定主语都是国王，那发展的主语也应当是

国王。 

18. 文章多处运用了伏笔的手法，请举一例，并分析其作用。（3 分） 

                                                                                  

【解析】此题考查伏笔的作用，并要求学生从文中寻找例子。 

伏笔就是上文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或者物，对下文将要出现的人物或事件预先作的某种提示或

暗示，或者说是前文为后文情节埋伏的线索。所谓前有伏笔，后有照应，其实简单来说就像

是因果关系，有原因导致结果，同学们找一下文章中的因果关系就可以了。如“国王想要了

解民意，大臣们听后很惶恐为后文大臣们找演员欺骗国王埋下了伏笔。”“普通的家庭主妇

却知道国王爱吃的菜和爱喝的酒，为下文这些百姓其实都是大臣请的演员埋下了伏笔。”这

里伏笔的作用其实就是语段的作用，那回答方向是从内容和结构两个方面来入手。 

 

19. 模仿示例，谈谈你对文中国王形象地认识。（3 分） 

示例：《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昏庸无能，爱慕虚荣，因为他每天每一个小时都在换衣服，



 

不关心他的国家和军队。 

                                                                                 

【解析】这是一道人物形象概括题，可以从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等几个方面入手

分析。注意，示例中不仅有形象特点，还有能够支撑这个特点的情节，因此答案也应当是“特

点+理由”的格式。 

 

20. 这篇小说题目“地窖”有哪两层含义？（2 分） 

                                                                                 

【解析】这是一道含义题，考查学生对文章的理解。题目已经给出了是两层含义，那自然是

一个表层含义，一个深层含义。表层就是文中关押真正主人的地窖，这个部分较为简单。深

层则要通过分析文章，理解其内涵以后指出其深层含义，这里的地窖的深层含义可能有两层，

一是指皇帝虽然在民间体察民情，实际上就像在地窖一样，依旧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二

来这些大臣就像地窖一样，挡住了皇帝的视线。 

 

三（30 分） 

21. 初中第一学期，你来到新学校。也许遇见了以为影响了你的老师，一个引为知己的朋友，

一件触动心灵的事，一本充满魅力的书，一处经常流连的风景……请以《遇见》为题，写一

篇记叙文。 

要求：（1）不得抄袭，不少于 550 字。（2）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 

 

本题为命题作文，这也是初中一年级常考的作文题型，同时，题干中也给了考生以材料

提示，这极大地减少了考生在审题立意方面的困难。 

以《遇见》为题，写一篇记叙文，想要在同一命题中脱颖而出，就要求考生在审题和写

作中力求创新： 

首先，审题深刻，挖掘出“遇见”的内涵——“过去经历”的一种感受是行文的要点所

在； 

其次，立意要新，选择好写作的角度——是要通过叙事描写一个人还是叙述一件对自己

产生影响的事件？ 

第三，选材要真实、典型、新颖，写出一篇既有真情实感，又富有人生哲理的色、香、

味俱佳的文章。 

只有把握好以上的关键点，才会在命题作文中占得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