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六年级“博亚杯”语文试卷 2018.1 

一 、积累与运用 

（一）古诗词积累 （8 分） 

1. 不同时节，荷花有着不同的姿态：“                                ，                               ”，那是刚开始开放的荷花，亭

亭玉立，令人喜爱；再盛开的荷花则是“                              ，                               ”；等到“                               ， 

                              ”的时候，预示着夏天已经进入尾声了。 

2. 昨天下午，老师布置了一道数学思考题，我绞尽脑汁，百思不得其解，就在我“                                          ”

时，爸爸走了过来，经他一点拨，我豁然开朗，真是“                              ”，我迅速地解开了这道难题。 

（二）选择（8 分） 

1. 下列四项注音中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 押解（jiè）   侮辱（wū）  自给自足（jǐ） 

B.  蠕虫（rú）   伺机（sì）    悄然无声（qiǎo） 

C. 虐待（nüè）  哺育（bǔ）   载歌载舞（zǎi） 

D.  呜咽（ yàn ）   衣襟（jīn ）  潸然泪下（shān） 

2. 下列词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 香飘十里   别出心裁   犹豫不绝  与众不同 

B. 倾盆大雨  千篇一律    低头折节   火眼晶睛 

C. 天长地久  浮想联翩   如饥似渴   心安理得 

D. 不求甚解  忍俊不禁   甘拜下风   夸夸奇谈 

3. 下列句子中加点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     ） 

A. 起伏的群山一崖挨着一崖，鳞次栉比．．．．，延伸到远方。 

B. 班主任老师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积劳成疾．．．．。 

C. 敌人用尽酷刑，方志敏同志浑身被打得鲜血直流，遍体鳞伤．．．．。 

D. 那天，我和她在车站依依惜别，而后南辕北辙．．．．，各奔东西了。 

4. 下列句子中都没有语病的是（     ） 

A. 新建的班委会建立并健全了一系列班级管理制度。 

B. 由于她这样的好成绩，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爱戴。 

C. 在昨天的决赛中，古巴队和秘鲁队以 3：1 和 2:1 分别战胜了韩国队和捷克队。 

D. 他在劳动时虽然没有感到疲惫，反而越干越有劲。 

（三）综合性学习（10 分） 

汉字文化 

【材料一】某校开展汉字造型秀活动，有同学设计出下列图案 

 

 

 

 

雨（图片）                                     鱼（图片）                       果（图片） 



                                                                                                                                                          
 
 
 
 
                                                                                                                                                  

（甲）                                          （乙）                                         （丙） 

1. 选出其中两幅画，谈谈其中设计的创意。（4 分） 

选             图，创意                                                                                         ，  

选             图，创意                                                                                         。 

【材料二】 

现在汉字听写大会越来越难，字也越来越偏。这些电视节目因为有商业化的倾向，它要收视率，要比赛，就

不再考虑节目的教育功能，要参加这个节目的参赛选手是初中的孩子，他们在学校有学习任务，考的字越来越

难，这就必然让少数的参赛选手去背字典，成为比赛的明星。而多数的学生更认为汉字太难，不可企及。（摘

自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答记者问） 

1. 请根据材料三，为某校将举行的汉字听写比赛，拟一条活动速报并说明自己的理由。（6 分） 

建议                                                                                                                                                                                             

理由                                                                                                                                                                                              

二、阅读（24 分） 

短文一（6 分） 

捡砖头思维 

 

新东方学校被人们称为“出国梦的制造者”，其创办者俞敏洪也被誉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而俞敏洪成功

与其小时候他父亲做的一件事不无关系。 

俞敏洪在博客中说，父亲是个木工，常帮别人建房子，每次建完房子，他都会把别人废弃不要的碎砖乱瓦

捡回来。“久而久之，我家院子里多出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砖头碎瓦堆。我搞不清这一堆东西的用处。直到有一

天，一间四四方方的小房子居然拔地而起。父亲把本来养在露天到处乱跑的猪和羊赶进小房子，再把院子打扫

干净，我家就有了全村人都羡慕的院子和猪舍。” 

父亲向俞敏洪阐释了做成一件事情的奥秘。此后做事时，俞敏洪一般都会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做这件事

情的目标是什么，因为盲目做事情就像捡了一堆砖头而不知道干什么一样；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多少努力才能够

把这件事情做成，也就是需要捡多少砖头才能把房子造好。之后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砖头不是一天就能捡

够的。 

“我生命中的三件事证明了这一思路的好处。”俞敏洪说，“第一件是我的高考，目标明确：要上大学。第

一年第二年我都没考上，第三年我终于考进了北大；第二件是我背单词，目标明确：成为中国最好的英语词汇

老师之一。于是我开始一个一个单词背，在背过的单词不断遗忘的痛苦中，父亲捡砖头的形象总能浮现在我眼

前，最后我终于背下了两三万个单词；第三件事是我做新东方，目标明确：要做成中国最好的英语培训机构之

一。然后我就开始给学生上课，平均每天给学生上六到十个小时的课，很多老师倒下了或放弃了，我没有放

弃，到今天为止我还在努力着，并已经看到了新东方这座房子能够建好的希望。” 

金字塔如果拆开了，只不过是一堆散乱的石头；日子如果过的没有目标，就只是几段散乱的岁月，但如果

把一种努力凝聚每一日，去实现一个梦想，散乱的日子就集成了生命的永恒。 

 

1. “金字塔如果拆开了，只不过是一堆散乱的石头”这句话旨在告诉我们（    ） 

A. 金字塔的结构离不开每一块石头，告诉我们细节很重要 

B. 金字塔如果拆开了，只不过是一堆散乱的石头，告诉我们平凡的生命也能造就成就 

C. 一堆散乱的石头之所以能建成金字塔，告诉我们心中一定要有目标 

D. 散乱的经过有序的堆积才能建成金字塔，说明做事要有条理 



                                                                                                                                                          
 
 
 
 
                                                                                                                                                  

2. 文中引用父亲做的事，是想告诉我们什么？理解正确的是（       ）（2 分） 

①只有勤奋努力才能做成一件事 

②做成一件事要依靠平时的点滴积累 

③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懂得节省 

④盲目做事是什么都做不好的，做事要目标明确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3. 对文章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捡砖头的思维说的是做事情要先有目标，然后付出努力并不断坚持 

B. 新东方学校被人称为“出国梦的制造者”，这个称号意思是能让人们产生出国梦想 

C. 全文紧紧围绕题目来写，揭示捡砖头思想，阐述其对俞敏洪的影响 

D. 俞敏洪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父亲对他的影响 

短文二（18 分） 

大地的耳朵 

小时候，讨厌冬菇，嫌它丑。黑黑的一朵，像巫婆身上诡谲的袍子，每每在饭桌上见到它，筷子总绕道而

逃。弟弟受我影响，也把冬菇当敌人。 

妈妈的拿手好菜是冬菇焖鸡，我一见便皱眉，觉得大好鸡肉被那可憎的冬菇白白糟蹋了，感觉上就好似香

喷喷的一锅白粥，无端掉入了黑漆漆的老鼠屎。 

聪明的妈妈，察觉了我和弟弟的异状。有一回，刻意用筷子夹起一朵冬菇，微笑地问：“你们看，这像什

么?”我闷声闷气地应道：“黑色的鬼。”弟弟鹦鹉学舌，也说：“像鬼，黑色的鬼。”妈妈好脾气地应道：

“冬菇不是鬼啦，它是大地的耳朵。”嘿，大地的耳朵?这个新鲜的比喻霎时把我和弟弟的好奇心全撩起来了，

我俩齐齐竖起耳朵来听。 

妈妈饶有兴味地说道：“人间每天都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发生，大地好奇，便把长长的耳朵伸出地面来

听。”经妈妈这么一形容，那朵圆圆的冬菇落在眼里，果然像一只铆足全劲来偷听的耳朵。妈妈继续说道：

“大地的耳朵，听觉敏锐，你们吃了它，同样可以拥有耳听千里的能力!” 

耳听千里?呜哇，太棒了呀!我和弟弟的筷子，都不约而同伸向盘子里那一只只“大地 的耳朵”…… 

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吃，便上瘾了。品质上好的冬菇，硕大肥厚，一触及嘴唇，便有一种绵密温厚的感

觉。在与鸡肉长时间焖煮的过程中，它吸尽了肉的精华，吃起来像是一块嫩滑的黑色油膏，但又绝对没有脂肪

那种油腻感，这种绚烂的风采是独树一帜的。 

小小一道冬菇焖鸡，盛满了童年的快乐回忆，还有温馨的伦常亲情。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一日，我刻意用筷子夹起一朵冬菇，微笑地问：“看，这像什么?”孩子缺乏我

天马行空的想像力，老老实实地应道：“像冬菇。”我说：“不是啦，它们是大地的耳朵……” 

4.  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4 分） 

饶有兴味：                                                                                                                                                             ， 

独树一帜：                                                                                                                                                            ， 

5. 文章“我”妈妈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从哪里感受到的（写三点印象，意思不能重复）（6 分） 

①                                                                                                                                                                                 ， 

②                                                                                                                                                                                 ， 

③                                                                                                                                                                                 ， 

6. 默读下列句子，完成指定练习（8 分） 

①黑黑的一朵，像巫婆身上诡谲的袍子，每每在饭桌上见到它，筷子总绕道而逃。（说说意思） 



                                                                                                                                                          
 
 
 
 
                                                                                                                                                  

                                                                                                                                                                                           。 

②妈妈的拿手好菜是冬菇焖鸡，我一见便皱眉，觉得大好鸡肉被那可憎的冬菇白白糟蹋了，感觉上就好似香喷

喷的一锅白粥，无端掉入了黑漆漆的老鼠屎。（划线部分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 

                                                                                                                                                                                           。 

③嘿，大地的耳朵?这个新鲜的比喻霎时把我和弟弟的好奇心全撩起来了，我俩齐齐竖起耳朵来听。（说说

“撩”这个字的表达效果） 

                                                                                                                                                                                          。 

④小小一道冬菇焖鸡，盛满了童年的快乐回忆，还有温馨的伦常亲情。（说说“盛满”的表达效果） 

                                                                                                                                                                                          。 

 

三、习作（30 分） 

题目：噢，原来是这样！ 

要求；根据自己题目进行选材与组材，内容具体，语句连贯，有真情实感，不得出现真实人名校名。 

 

 

 

 

 

 

 

 

 

 

 

 

 

 

 

 

 

 

 

 

 

 

 

 

 



                                                                                                                                                          
 
 
 
 
                                                                                                                                                  

 

小学六年级“博亚杯”语文试卷 2018.1 

参考答案（语文） 

 

一、积累与运用（26 分） 

（一）古诗词积累（8 分） 

1. 不同时节，荷花拥有着不同的姿态：“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那是刚刚开始开放的荷花，

亭亭玉立，令人喜爱；而盛开的荷花却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等到“荷尽已无擎雨

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时候，预示着夏天已进入尾声了。 

2. 昨天下午，老师布置了一道数学思考题。我绞尽脑汁，百思不得其解，就在我“山重水复疑无路” 时，

爸爸走了过来，经他一点拨，我豁然开朗，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迅速地解开了这道难题。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于基础古诗词积累。只要所填的古诗内容符合所需要的语境即可。 

（二）选择（8 分） 

1.B 

【解析】A. 侮辱（wǔ）   C. 载歌载舞（zài）  D. 呜咽（yè） 

2. C 

【解析】A. 犹豫不决   B. 火眼金睛  D. 夸夸其谈 

3. B 

【解析】 

A. 栉：梳篦的总称。像鱼鳞和梳子齿那样有次序地排列着。多用来形容房屋或船只等排列得很密很整齐。

不可以用来形容山。 

B. 积劳：长期劳累过度；疾：病。因长期工作，劳累过度而生了病。 

C. 浑身受伤，伤痕像鱼鳞一样密。 形容受伤很重。此处属于重复。 

D. 想往南而车子却向北行。比喻行动和目的正好相反。不能用于此时分别的场景。 

4. A 

【解析】 

B. “由于”在句首，使这句话主语残缺，应该将由于去掉。或者，改为：她由于这样好的成绩,得到了老师

和同学们的赞扬。 

C. 语序不当，“分别”放在“秘鲁队”之后。 

D. “虽然”改为“不但”，“不仅。 

(三)综合性学习（10 分） 

（1）（4 分） 甲图示例：设计成下雨的情形。上半部形似天空，下半部为下落的雨点。意为水从天而

降。把汉字变成有趣的图形（或“形象、直观、有趣”）。把无意义的笔画赋予有意义的字面意思。（答

出两点，意思对即可） 

乙图示例：设计成“鱼”的形状。上部形似鱼头，中部为带有鳞片的鱼腹，下部为鱼尾巴。把汉字变成有

趣的图形（或“形象、直观、有趣”）。把无意义的笔画赋予有意义的字面意思。（答出两点，意思对即

可） 



                                                                                                                                                          
 
 
 
 
                                                                                                                                                  

丙图示例：上部形似果子，下半部为“木”形。意味着果是生长在树木上的果实。把汉字变成有趣的图形

（或“形象、直观、有趣”）。把无意义的笔画赋予有意义的字面意思。（答出两点，意思对即可） 

【解析】本题除了要求学生根据图片，进行合理的想象外，还考查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需要将图片转换

为文字。答案内容一是要有对图片的形容，二是对内容的总结。 

2.（6 分）建议：在听写比赛时，宜选常用、易错的汉字作为比赛用字。（意思对即可。） 

理由：汉字听写大赛的目的是为了让同学们对学习汉字感兴趣，而不是让同学们对学习汉字汉字产生“畏

难”心理。 

【解析】本题答案仅供参考。从材料中不难看出，本题对于汉字听写大赛“考查汉字太难”的现象持反对

态度，那么建议相应的就要从此处着手，理由部分只需要根据建议，言之有理即可。 

二、阅读（24 分） 

短文一（6 分） 

1. 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根据原文理解句子的能力。本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强调目标的重要性。这句话的后

一句也是在强调一定要确立目标。所以本句话旨在说明“堆砌金字塔的石头之所以能成为金字塔，是因为

它们有目标。”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心中一定要有目标，故选 C。 

2. 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于文章的理解能力。父亲通过一点点积累别人不要的碎砖乱瓦，最终拥有了令人

羡慕的院子和猪舍。这得利于父亲心中有要建成这些东西的目标，并且足够努力，平时注重积累。所以第

1、2、4 点是正确的，第 3 点节省并没有被提及，父亲并非平时节约才建成了院子和猪舍。故选 D。 

3. B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特定语段的理解能力。从开头处我们得知，新东方被称为“出国梦的制造者”的

原因是绝大部分想出国的人都是在新东方学习后成功出国，而并非是新东方让人们产生出国的梦想。所以

B 选项表述不正确，故选 B。 

 

 

短文二（18 分） 

4. 首先要注意审题，题目要求我们“联系上下文理解”，所以这里不能简单地解释词语的意思，还需要把

词语放到文章中去，结合文章的内容来理解词语。 

所以，我们需要在文章中找到词语的位置，“饶有兴味”在第 4 段，用来形容妈妈说话时候的神态。

“兴”是兴致的意思，妈妈为什么要充满兴致地和我们讲冬菇的故事呢？因为我们不喜欢吃冬菇，妈妈表

现出很有兴致的样子是为了吸引我们。 

“独树一帜”出现在文章的第 6 段，独树一帜的本意是与众不同，很特别，这里“独树一帜”是用来形容

冬菇的味道很特别，那么冬菇的味道特别在哪里呢？往上文看就可以找到答案。 

 

5. 这道题目考查我们对“妈妈”这一人物的形象。要概括“妈妈”的形象，就需要从文章中找到妈妈一共

做了哪些事情。回到文章中，文章主要记叙了妈妈通过把冬菇比作是大地的耳朵来吸引我和弟弟食用，妈

妈并没有逼迫我们吃冬菇，而是通过引起我们的兴趣来让我们主动品尝冬菇，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妈妈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同时，冬菇在妈妈的烹制下，“独树一帜”，鲜美可口，这说明妈妈还是一个厨艺高

超的人。从妈妈和我们的对话，“微笑”“好脾气”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妈妈对我们很和蔼很有耐心。 

 

6. （1）这道题考查我们对句子的理解，“像巫婆身上诡谲的袍子”这里运用比喻的手法，把冬菇比作巫

婆诡异的黑袍，说明冬菇长得漆黑，在我们眼里是可怕的。“筷子总绕道而走”，筷子并不会走，只有人

才能“绕道而走”，这里又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筷子躲避冬菇其实是我们不想吃冬菇。说明在我们眼里，

冬菇是可怕的而且我们不愿意吃冬菇。 

（2）这里考查我们对词语和短语的理解。“可憎”的说明我们讨厌冬菇，“白白糟蹋”表现出在我们眼

里，冬菇是难吃的也是难看的，放在菜里只能浪费美味。“黑漆漆的老鼠屎”，“老鼠屎”是肮脏的也是

恶心的，我把冬菇比作老鼠屎，说明冬菇的难看，也表达了我对冬菇的讨厌与抵制。 

（3）分析词语的表达效果，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弄清楚字词的本来意思。“撩”是挑弄引逗的意思，这里

用来形容妈妈的比喻对我们的好奇心产生的影响，写出了在妈妈的比喻下，我们对冬菇的好奇心被勾起的

情形，表现出妈妈的聪明。 

（4）“盛满”是装满的意思，在一碗冬菇焖鸡中装满了回忆和亲情，说明在我的童年中，香菇焖鸡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童年的快乐和妈妈的爱。 

 

三、习作（30 分） 

本试卷作文的题目是“噢，原来是这样”，要求大家合理选材，表达真情实感，语句通顺。 

从“噢，原来是这样”这个题目中我们可以得出，学生在作文时应注意，应该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突然明

白了一个道理，具体内容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在行文是要注意： 

首先，应先确立一个合适的中心思想，比如“突然明白父母对我的爱”等，在明确立意的前提下进行写

作； 

第二，文章素材应选择生活中的，真实可信的素材，切忌胡编乱造； 

第三，在文章结构上，应注意，最终明白道理的一瞬间要详细来写，其他地方作为情节完整的保证，可以

简略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