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4 

 

红桥区 2018 年结课考试 

初三年级语文学科试卷解析 

1.下面各组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阔绰（chuò） 恣睢（zī）  心无旁骛（wù）  恪尽职守 （kè） 

B.胚芽（pēi）   勾当（gōu） 涕泗横流（tì）  蹑手蹑脚（niè） 

C.涟漪（yī）  沉吟（yín）  断壁残垣（yuán） 峥嵘岁月（zhēng） 

D.蓬蒿（gāo）  扶掖（yē）  奄奄一息（yān）  鳞次栉比（zhì） 

答案 C 

解析 A 恣（zì）睢 B 勾（gòu）当 D 蓬蒿（hāo） 扶掖（yè） 奄（yǎn）奄一息 

2.依次填入下面句子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1）工匠们传承、坚守、钻研、创新，______技能的极致，打磨完美的作品。 

（2）司马迁的伟大，在于他从未以成败论英雄，从未以简单的道德观念来______历史人物。 

（3) 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形式，风格各异的书法精品或古朴，或隽秀，或雄浑，或飘逸，

将汉字之美表现得______。 

A.追求 评判 淋漓尽致 

B.追赶 判断 惟妙惟肖 

C.追赶 评判 惟妙惟肖 

D.追求 判断 淋漓尽致 

答案 A 

解析 追求：指尽力寻找、探索；也特指向异性求爱。 

追赶：追击，追捕；加快速度赶上前面的人或事物。 

①句，此句想表达工匠们努力去探索技能上的最高境界，故“追求”最为恰当。 

评判：指评论性的评价或判断。 

判断：判决；估计（如品质、行为或人的）程度、力量、价值或性格；分析裁定，思维的基

本形式之一，肯定或否定某种事物的存在，或指明它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思维过程。 

②句，此句想表达司马迁不通过简单的道德观念对历史人物做出评价，故“评判”最为恰当。 

淋漓尽致：形容文章或说话等表达得非常充分、透彻；也可以形容非常痛快。 

惟妙惟肖：形容描绘或仿造得简直和真的一模一样，非常逼真。 

③句，此句想表达书法作品将书法艺术的美表现得十分充分，故“淋漓尽致”最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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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应依次填入“追求”“评判”“清脆”“淋漓尽致”，与 A 项相符。 

综上，本题答案为 A 项。 

3.下面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我们的先辈们开启了丝绸之路，开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 

B.在科学家邓稼先的一生中，无处不以务实的作风和非凡的才学震惊于世。 

C.相关专家呼吁尽快建立防控校园欺凌的有效机制，及早干预、发现和制止欺凌行为。 

D.最近，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20 个国家的在华留学生，评选出中国“新四大发明”: 

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 

答案 D 

解析 A“开启”和“丝绸之路”搭配不当。B 应将“无处”改为“无时”。C“干预”“发

现”“制止”语序不当。 

4.下面句子中的标点符号，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蓝梦谷太美丽了，”她兴奋地说，“我以后还会再来！” 

B.1 月 10 日晚，《2017 中华文化人物》须奖盛典在深圳龙岗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 

C.过新年，欢天喜地；穿新衣，心里美滋滋；定下新目标，身上涌出干劲。 

D.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女娲补天……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用口耳相传的传说，诉说着对深

邃而神秘太空的向往。 

答案 B 

解析 颁奖盛典是活动，名称不加双引号。 

5.下面对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江城子·密州出猎  

宋 · 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

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

射天狼。 

A.这首词的词牌名是江城子，从本词的题材及语言风格看，这是作者的一首豪放词。 

B 上片记叙出猎的情况，写出了词人在出猎这一特珠场合下举止神态之“狂”。 

C.下片由虚而实，进一步写词人“少年狂”的胸怀，抒发希望得到朝廷重用，杀敌卫国的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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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情。 

D.本首词运用典故抒发感情。例如“遣冯唐”，作者以魏尚自喻，表达作者希望朝廷能像派冯

唐赦免魏尚那样重用自己。 

答案 C 

解析 上阕主要是写在“出猎”这一个特殊的场合下表现出的词人举止神态的“狂”，是实

写。下片是由实而虚，进一步写词人“少年狂”的的胸怀，抒发由打猎激发起来的壮志豪情。 

 

阅读下面的现代文，回答 6-8 题。 

蚊子为什么没有被雨滴砸死？ 

①漫步细雨中对于人们来说，或许是浪漫而惬意的，但对体积微小的昆虫而言，譬如蚊

子，雨中漫步简直是一场灾难。一滴雨的重量可达到蚊子体重的 50 倍之多，人们所谓的毛

毛雨，在蚊子看来，不亚于一辆辆甲壳虫汽车从天而降。但是，在这“甲壳虫汽车雨”中，

蚊子却能够毫发无损，这是什么原因呢？ 

②为破解这一谜题，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胡立德教授与美国疾控中心合作，对雨中飞

舞的蚊子进行了高速摄像，以观察蚊子被雨滴击中瞬间的行为。 

③通过视频，胡立德教授与他的研究小组分析了雨滴击中蚊子不同部位的各种情况，计

算出蚊子被雨滴击中的瞬间所受到的作用力，以及其后随雨滴向下移动的距离。他们发现，

蚊子并不像人们可能推测的那样去躲避雨滴，也不会因遭到雨滴的冲击而受伤，秘密之一就

在于蚊子体重极轻。 

④原来，蚊子被雨滴击中时并不进行抵挡，而是与雨滴融为一体，顺应它的趋势落下。

如果雨滴击中蚊子的翅膀或腿部，它会向击中的那一侧倾斜，并通过“侧身翻滚”的高难度

动作，让雨滴从身体一侧滑落；当雨滴正中蚊子身体时，它先顺应雨滴强大的推力与之一同

下落，随之迅速侧向微调与雨滴分离并恢复飞行。 

⑤研究者还发现，当雨滴击中栖息于地面的蚊子时，雨滴的速度在瞬间减小为 0，这时

蚊子就会承受相当于它体重 10000倍的力，足以致命。当蚊子在空中被击中并采用“不抵抗”

策略时，它受到的冲击力就减小为其体重的 1/50 至 1/300，此时，这雨滴就像一根极细小

的羽毛压在了蚊子身上——这是蚊子能够承受的。 

⑥虽说蚊子柔弱如风中柳絮会被雨滴砸得摇晃不定，但正是由于它体重极轻，雨滴在与

蚊子碰撞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减速，它的动能也几乎没有转化为能量击打在蚊子身上，而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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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瞬间加速下降，从而化解了高速下降的雨滴带来的巨大冲击。这就像是“以柔克刚”，

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小小的蚊子还是个太极高手呢！ 

⑦蚊子在雨中安然无恙的另一个秘密，是覆盖它们全身的细毛具有疏水性。这种防水的

细毛使得蚊子与打在它身上的雨滴保持分隔状态，从而使蚊子能够迅速摆脱雨滴重新飞起，

在雨滴将它们砸落地面造成致命伤害前成功逃生。 

⑧胡立德教授的这一发现引起了广泛关注。事实上，这项研究不只是跟蚊子有关。在应

对自然之道上，动物往往有着比人类更丰富的经验，它们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拥有了适应

生存环境的生理结构和功能。研究动物应对大自然的特殊本领，可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新

的设计思想，解决机械技术上的诸多难题——比如，如何更好地设计微型飞行器，让它们能

像蚊子这类昆虫一样，在雨中轻盈地飞翔。 

6.下面对“在雨中飞行的蚊子没有雨滴砸死”的原因，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蚊子会像人们推测的那样去躲避雨滴。 

B.蚊子本身的体重极轻。 

C.蚊子往往顺应雨的趋势落下。 

D.覆盖蚊子全身的细毛具有疏水性。 

答案 B 

解析 文章第五自然段提到“蚊子并不像人们可能推测的那样去躲避雨滴”。 

7.下面对选文的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题目以设问的形式，既明确了说明对象，又激发了阅读兴趣，富有吸引力。 

B.第⑤自然段画线句运用列数字和打比方的说明方法，具体准确地说明雨滴施加给蚊子的力

量之小；同时，又形象地说明了蚊子受到的冲击力之小。 

C.本文说明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更好的设计微型飞行器，让它们能像蚊子这类昆虫一样，在

雨中轻流地飞翔”。 

D.文章语言准确严密，第⑧自然段中加点的“往往”就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答案 C 

解析 通过阅读全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一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了解蚊子为什么没有被雨滴砸

死的原因”；研究结果有两个，一是蚊子的体重很轻，二是蚊子全身的细毛具有疏水性。 

8.根据文章内容，下面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与蚊子同类的昆虫，身体越轻，就越能够承受雨滴击中它时产生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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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防水性细毛的保护下，雨中的蚊子不管处在什么境地都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C.雨中飞翔的蚊子被雨滴击中时要确保安然无恙，就需要保持一定的飞行高度。 

D.当蚊子被雨滴击中并与之“融为一体”时，其实蚊子与雨滴仍然保持分隔状态。 

答案 B 

解析 文中第五段“当雨滴击中栖息于地面的蚊子时，雨滴的速度在瞬间减小为 0，这时蚊

子就会承受相当于它体重 10000 倍的力，足以致命。” 

 

阅读《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回答 9-11 题。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 

①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

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

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

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

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②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

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

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③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

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

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

于朝廷。 

9.下面各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邹忌修八尺有余         修：长，这里指身高 

B.明日徐公来，孰视之     孰：仔细 

C.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私：偏爱 

D.皆朝于齐               朝：朝廷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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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朝：朝见，朝拜。 

zhāo 

①<名>早晨。《岳阳楼记》：“～晖夕阴，气象万千。”②<名>一日。《孟子·告子》：

“虽与之天下，不能一～居也。” 

cháo 

①<动>拜见；拜访。《史记·项羽本纪》：“项羽晨～上将军宋义。”②<动>拜见君主。

《送东阳马生序》：“余～京师。”③<动>受臣下朝见。《荀子·尧问》：“王～而有忧

色。”④<动>归附；朝拜。《邹忌讽齐王纳谏》：“燕、赵、朝、魏闻之，皆～于齐。”

【又】〈动使动〉使……朝拜。《过秦论》：“序八州而～同列。”⑤<名>朝廷。《柳敬

亭传》：“是时～中皆畏宁南。”⑥<动>上朝。《赵威后问齐使》：“胡为至今不～也。”

⑦<名>官府的大堂。《后汉书·刘宠传》：“山谷鄙生，未尝识郡～。”⑧<名>朝代。《陈

情表》：“逮奉圣～，沐浴清化。” 

10.下面句子中加点词的用法与其余三句不相同的一项是（   ） 

A.朝服衣冠 

B.暮寝而思之 

C.面刺寡人之过者 

D.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答案 D 

解析 前三项均为名词做状语。D 为使动用法。 

11.下能对选文的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选文第①自然段写邹忌与徐公比美以及邹忌的冷静思考，我们可以看出邹忌头脑清醒，不

为奉承所迷惑。 

B.选文第③自然段写燕，赵、韩、魏，“皆朝于齐”，作者以夸张之语收束全文，意在从正面

突出邹忌的治国之才。 

C.文中邹忌的劝谏很有艺术性。他由生活小事想到治国理政之事，由自己的受蒙蔽想到齐威

王的被蒙蔽，以小见大，极具说服力。 

D.选文的语言朴实，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语言形象，对话动作栩栩如生；剪裁巧妙，详略

得当。 

答案 B 



 

 7 / 14 

 

解析 最后一段写齐王接受了邹忌的劝告所达到的效果，从侧面表现了邹忌的治国之才。选

项对选文的理解不正确。 

 

二、（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8 分） 

12.请将下面诗文语句补充完整。（8 分） 

（1）夫战，勇气也。__________，再而衰，三而竭。（《曹刿论战》） 

（2）过尽千帆皆不是，__________。（温庭筠《望江南》） 

（3）八百里分麾下炙，__________。（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5）__________，甲光向日金鳞开。(李贺《雁门太守行》） 

（6）江山如此多娇，__________。（毛泽东《沁园春·雪》） 

（7)范仲淹在《渔家傲·秋思》中运用典故，抒发强烈的爱国思乡之情的诗句是“__________，

__________”。 

（1） 

答案 一鼓作气 

解析。注意“作”的写法。 

（2） 

答案 斜晖脉脉水悠悠 

解析 注意“脉脉”写法。 

（3） 

答案 五十弦翻塞外声 

解析 注意“弦”“翻”的写法。 

（4） 

答案 物是人非事事休 

解析 注意前后句衔接。 

（5） 

答案 黑云压城城欲摧 

解析 注意“摧”字写法。 

（6） 

答案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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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注意“竞”字写法。 

（7） 

答案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解析 注意词中运用典故的句子。勒石燕然,用的是《后汉书·窦融列传》中的典故,东汉时窦

宪率兵打败匈奴,一直追击到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范仲淹立志要打退进犯的外敌,确保西北

边境的安定,这种爱国、卫国的精神正是他虽然想家却又不甘无功而返的根本原因。所以他

只能用一杯浊酒来排解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来寄托他对成就功业的向往。 

三、（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7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回答 13～15 题。 

狄武襄公青①初以散直②为延州指使。是时西边用兵，公以才勇知略，频立战功。常被

发面．铜具，驰突贼围，敌人畏慑，无敢当．者。公识度宏远，士大夫翕然③称之，而尤为韩魏

公、范文正公④所深知，称为国器。文正以《春秋》《汉书》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

之勇，不足尚也。”公于是博览书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辅弼书史策配享宗庙为宋

名将，天下称其贤。 

（节选自《渑水燕谈录》） 

【注释】①狄武襄公青：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人。北宋名将。死后追赠

中书令，谥号“武襄”。②散直：官名，侍从之官。③翕然：一致。④韩魏公，范文正公：韩

魏公，韩琦；范文正公，范仲淹，都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13.解释文中加点词的含义。（2 分） 

（1）常被发面．铜具，驰突贼围   面：__________ 

（2）敌人畏慑，无敢当．者    当：__________ 

答案 （1）名词作动词,戴面具 

     （2）抵挡 

解析 这道题考查我们在翻译实词的时候要注意词类活用的现象，这里面根据上下文内容看

明显是名词作动词，因此要翻译成戴面具。当，有匹配，相当的意思，在这里根据上下文就

是抵挡的意思。 

14.请将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2 分） 

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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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将领不了解古今历史，只是有勇无谋的匹夫，不值得推崇。 

解析 这里面要注意翻译句子中的知，足，尚。知可以翻译成懂得，了解的意思，足要翻译

成值得，尚在这里要译成推崇。 

15.结合选文，说说狄青能够被”天下称其贤”的原因。（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①作战骁勇（频立战功）；②博古通今（通究古今）；③辅佐朝政；④善于听取别人

意见。 

解析 可以从文章中看出来他的贤能的原因，只要答出三点即可。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5 分） 

阅读《赶年集》，回答 16～19 题。 

赶年集 

厉彦林 

①“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唱儿歌，赶年集，迎新年，是我美好的童年记

忆。 

②我故乡在沂蒙山区东部，山多岭多，交通不便。农村大都五天一集，集市像块磁铁，

把方圆十几里的人们聚拢在一起，自由买卖，享受属于乡村独有的喜悦。我们公社驻地逢五、

逢十是集。一入腊月，地里没活了，年味就渐渐浓起来，丰收的喜悦挂在乡亲们脸上，见了

面格外客气、嘘长问短。年底时，崎岖的山路上人群熙来攘往，馒头、油条、猪肉、粉条等

大包小包的年货在涌动。小孩子跟在大人的后面，蹦蹦跳跳地赶集、串亲戚。 

③春年快到了，不管贫富都要赶年集置办年货。人们会把一年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

花到最后一个年集上。在穷乡僻壤，赶年集，是孩子们迎新年的头等大事，多数孩子兜无分

文，就是看热闹。腊月三十最后一个年集，头天夜里又下了一场雪，我和伙伴们还是执意相

约赶年集。临行前，母亲给我套了件又厚又沉的大棉袄，父亲从兜里掏出两张五角的新钱，

顺手给了我一张，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这时在一旁微笑着的母亲，狠狠瞪了瞪父亲一眼，

父亲心领神会，又把手里那五角钱塞给了我，然后拍拍我的头说：“去吧，看放鞭炮，隔远

点哦。” 

④跑出村口，只见赶集的人很多。雪后的山路被手推车、自行车和脚印踏成一条黑色弯

曲的长丝带，清晰而漫长。甩年货、购年货的都着急，牲畜的叫声、车轮声、笑声、歌声此

起彼伏，相映成趣。只记得公社供销社商店的外街用红漆刷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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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字，工整厚重，格外显眼。集市，就在公社居地村西侧宽阔的河滩上。河里结了冰，地上

是薄薄的雪，摊位沿道路两侧展开，依次摆满小树林，商品琳琅满目，人们摩肩接踵、熙熙

攘攘，非常热闹。 

⑤时近中午，年集达到了高潮。河滩上用竹席临时撑起的棚屋，一个挨一个，大勺小勺

叮当响，各色小吃应有尽有，香味扑鼻。 

⑥赶年集有规矩：女孩买花，男孩恋炮，婆婆买鞋，老头购帽。割肉、买菜、买鞭炮，

再购对联和年画。男孩子只关心鞭炮和牛肉锅、烧饼摊。女孩子只关心红绒花、红头绳和花

布。我母亲不舍得花钱，从来不赶集，过年自己什么新东西也不添。下午快散集的时候，我

找到绒花摊。红绒花是一种纯手工制品，花蕊、花瓣、花叶活灵活现，粗大的麦草捆上插满

密密麻麻的绒花，在风中颤动，疲倦地招引着客户。 

⑦“大爷，我买六朵绒花，三根红头绳！”我底气十足地说。 

⑧“不还价，两毛！”卖花的大爷顺手帮我插在一截高粱秸上，像是开满绒花的树枝。 

⑨望着远处手拿风车纸花的女孩，心中盘算着如何把绒花分给妹妹和操劳忙碌的母亲。

这新年礼物虽小，但很珍贵，饱含温暖的年味和对亲人美好的祝福。等望见老家屋顶的那缕

炊烟，才想起没吃午饭、肚子咕咕地叫了。正在拽着针线纳过年棉鞋的母亲，从锅里给我端

来预留着的热乎乎的饭，用力搓搓我被冻红的耳朵和手，还心疼地埋怨我回来晚了，饿坏

了…… 

⑩年集是一幅凝聚着热闹繁荣与美好憧憬的乡俗年画，又是生活变化、社会进步的缩影。 

⑪不知不觉年集已远离我们，百姓富足阔气了，年味却越来越淡。我心中依然涌动着对

年集的美好记忆和对团聚的渴望。听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我仿佛回到少年时代，身穿新棉

衣，手捧父母的呵护与微笑，跑进新年每一缕阳光里…… 

（节选自 2017 年 01 月 14 日《人民日报》，原文有改动） 

16.文章第④自然段的描写有什么作用？（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本段文字交代了作者小时候赶集沿途所见、当时的社会背景及集市的概况,烘托了作者

赶集的快乐心情,为下文写集市的热闹场面做铺垫。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描写的作用分析,解答此题需要概括出这个语段描写了哪些内容,然后从

其与上下文情节的关系或者烘托人物的心情等方面理解其作用即可。 

17.请从修辞角度赏析文章，第②自然段中画线的句子。（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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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都五天一集，集市像块磁铁，把方圆十几里的人们聚拢在一起，自由买卖，享受

属于乡村独有的喜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本段文字交代了作者小时候赶集沿途所见、当时的社会背景及集市的概况,烘托了作者

赶集的快乐心情,为下文写集市的热闹场面做铺垫。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描写的作用分析,解答此题需要概括出这个语段描写了哪些内容,然后从

其与上下文情节的关系或者烘托人物的心情等方面理解其作用即可。 

18.下面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   ）（4 分） 

A.文章第①自然段，用欢快的儿歌表现出儿童过年时的喜悦与对年集的期盼。 

B.文章第⑥自然段“我母亲不舍得花钱，从来不赶集，过年，自己什么新东西也不添”，表现

了母亲非常吝啬抠门。 

C.文章第⑧自然段母亲“从锅里给我端来预留着的热乎乎的饭，用力搓搓我被冻红的耳朵和

手，还心疼的埋怨我回来晚了，饿坏了……”，刻画出了母亲的温柔慈爱。 

D.全文通过回忆“赶年集”时热闹欢腾的景象，抒发了对年集美好记忆的怀念，与亲人团聚的

渴望与对年集渐渐远离的惋惜之情。 

E.本文语言典雅华美，为我们描绘出的风景和人情画卷极富浓郁的乡土气息。 

答案 BE 

解析 B选项中并不是表现了母亲吝啬抠门，而是朴素节俭。E选项中语言没有典雅华美。 

19.文章结尾写道：“不知不觉年集已远离我们，百姓富足阔气了，年味却越来越淡。”诚然，

以往过年是赶年集、放鞭炮、舞狮舞龙……如今新的过年方式已成为主流，网上购物、电话

拜年、抢红包……传统的年味在慢慢淡去，有人说这是时代的进步，有人说这是一种发展的

退步，结合实际，说说你的看法。（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示例:是社会的进步。这是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使我们能够采取多种多样

的过年方式，享受丰富多彩的年味，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阅读感悟的能力，答案不唯一。只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并能够说出理由即

可，语言组织要准确。 

五、（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3 分） 

（一）综合性学习（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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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改变世界”，我们的学习、阅读、生活，很快进入到了科技化时代。某校开展了有关“移

动阅读”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请你完成下列任务。 

【材料一】 作为天津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项内容，最近近百台电子书借阅机安装

到社区，居民通过手机扫码，可以让阅读随时随地。 

【材料二】 

2011～2016 年国民综合阅读率和手机阅读增长率 

 

 

项目 

 

数值 

年份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国民综合阅读率 77.6% 76.3% 76.7% 78.6% 79.6% 79.9% 

手机阅读增长率 27.6% 31.2% 41.9% 51.8% 60% 66.1% 

【材料三】 随着微博，微信等的迅速发展，人们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随时随地的获取

海量的碎片化信息。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碎片化阅读时代，似乎一切信息、知识，

唾手可得，阅读显得如此轻松、容易。 

20.请根据【材料二】写出两条信息。（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随着年份的增长，手机阅读率在逐渐提高。并且手机阅读率的变化率很大，而国民综

合阅读率的变化率比较平缓。 

解析 表格题需要横向和纵向进行对比，还要看出变化率的一个形式。 

21.针对【材料三】这一现象，某班级准备就碎片化阅读的利弊分正方反方展开辩论，请你

选择一方，在辩论会上陈述观点。（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我方认为碎片化阅读是有利的，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阅读，用碎片时间来进行自我的提

升。 

解析 这道题就可以基于材料中的内容来答，算是半开放型题，一般答有利的比较容易得分。 

（二）名著阅读（8 分） 

22.下面是《名人传》中的一段文字，阅读后回答问题。（3 分）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皮肤才

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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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的头发，异乎寻常地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斯头上的

乱蛇”。 

（1）此语段出自罗曼·罗兰的《名人传》，文段中的“他”是谁？（写姓名）（1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文段选自的作品突出表现了“他”怎样的精神？（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1）贝多芬 

     （2）表现了“他”“扼住命运的咽喉”，以反抗苦难作为其生存方式的精神。 

解析 本题考查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情况。解答时，结合平时的阅读和记忆，仔细回顾作品内

容和有关知识，根据题干要求，梳理有关情节，按要求摘取有关信息即可。 

《贝多芬传》讲述了贝多芬这样的一生：他出生于贫寒的家庭，经常受到父亲的打骂，十七

岁丧母，加上相貌丑陋，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异常困苦。后来，他的听力衰退，受到肉

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爱情起初促使他创造了一系列伟大的作品，最后却遗弃了他；光荣时

期之后，他开始经济困窘，亲朋好友一个个死亡离散，耳朵也已全聋。但是，生活的种种苦

难，都没能使贝多芬屈服。他不断反抗，“扼住命运的咽喉”。他曾说：音乐应当使人类的

精神爆发出火花。他以自己的创作风格扭转了维也纳当时轻浮的风气。 

23.阅读《西游记》的相关文字，回答下列问题。（5 分） 

（一）行者连忙接了贬书道：“师父，不消发誓，老孙去罢。”他将书摺了，留在袖中，却又

软款道：“师父，我也是跟你一场，又蒙菩萨指教；今日半涂而废，不曾成得功果，你请坐，

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转回身不睬，口里唧唧哝哝的道：“我是个好和尚，不受你

歹人的礼！”大圣见他不睬，又使个身外法，把脑后毫毛拔了三根，吹口仙气，叫“变”!即变

了三个行者，连本身四个，四面围住师父下拜。那长老左右躲不脱，好道也受了一拜。……

那大圣见长老三番两覆，不肯转意回心，没奈何才去。你看他：噙泪叩头辞长老，含悲留意

嘱沙僧。 

（1）选段中，“菩萨”是谁？唐僧赶走孙悟空的原因是什么？（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北大教授林庚在《＜西游记＞的童话性》一文中写到：儿童对同一人物的想象，可能

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出现前后不一致甚至完全矛盾的现象，这在《西游记》中表现的尤为

突出。例如，三藏一行来到火焰山，孙行者买了一块热糕，托在手中，好像拿着火盆的灼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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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炉中的红钉，烫得他左手倒在右手，右手换在左手。 

（2）此处孙行者如此怕烫，可是小说中也有多处孙行者不惧灼热的情节。请举一例。（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1）观音菩萨。是因为白骨精变成了少女，老妇和老翁，孙悟空识出了他们，便将她

打死，而不明事理的唐僧以为孙悟空误伤了平民，不听孙悟空辩解，将其赶走。 

    （2）示例一：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时，被众天兵押去斩妖台下，绑在降妖柱上，南斗星

君令火部众神，放火煨烧，不能烧着。 

示例二：齐天大圣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炉内，以文武火煅烧七七四十九日，反炼得火眼金睛。 

示例三：车迟国孙行者与妖道斗法，与羊力大仙比在油锅里洗澡，“翻波斗浪，就似负水一

般玩耍”。 

解析 本题考查对名著故事情节的识记能力。解答时，结合具体的事例和情节进行分析概括

即可。材料所述为孙悟空怕烫的情节，而在《西游记》中，也有多处是对其不惧灼热的描写。

结合平时积累，简要叙述即可。 

六、（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50 分） 

24.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50 分） 

“良言”，好话，有益的话。比如：师生间交心的话，家人间关切的话，朋友间规劝的话，

陌生人宽容的话，书本上警策的话……好话还得好好说：长话可以短说，直白的话可以含蓄

地说，严肃的话可以轻松地说……说好话，好好说话，都会让人如沐春风。 

请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以“良言如春”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1）内容具体，有真情实感；（2）文体不限（诗歌戏剧除外）；（3）不少于

600 字；（4）文中请回避与你相关的人名、校名、地名。 

解析 该题目中有几个关键词: ①什么是良言?好话、善意的、有益的话。②良言的具体表

现:师生交心的话、朋友间劝慰的话、书本间警策的话。③说的方式:好话好好说才能给人如

沐春风的感觉。④好话好好说带来的正面影响。可以写成长类作文，也可以写情感类作文，

比较宽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