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初三年级质量检测 

语文（2016-2 月）

说明： 

1.全卷分选择题、非选择题两部分，共四大题，共6页，考试时间100分钟，满分100分。

2.请考生将学校、姓名、考生号、试室号和座位号等涂写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上。

3.回答选择题,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问答题答案写在答题卡

相应位置。更改题号或答题顺序，答案无效。

第一部分：选择题 

第一大题      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请选出下列词语中加点字读音完全正确的一项 （      ）（2 分） 

A.荣膺．yīnɡ    阴霾．mái     桑梓．xīn 恪．尽职守 kè

B.妖娆．yáo     亵渎．dú      趱．行 zǎn 一抔．黄土 póu

C.惘．然 wǎnɡ    带挈．qiè     嗤．笑 chī 越俎代庖．bāo

D.恣睢．suī     拮据．jū      汲．取 jí 矫．揉造作 jiǎo

2．请选出下列句子中加点成语运用错误的一项  （      ）（2 分） 

A.他就是这样吹毛求疵．．．．：想到自己要喂到这么一只令人作呕的狼的胃里，他就觉得厌恶。

B.语文老师妙手回春．．．．，一下子把我的作文修改得文采倍增。

C.做一件事，将全部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做到心无旁骛．．．．，这就是敬业。

D.五柳先生的“不求甚解”读书法，就是不咬文嚼字．．．．，而是抓住文章要旨、把握文章关键。

3．下列句子中表达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2 分） 

A.土耳其拒绝就击落俄罗斯进入土耳其领空战机事件向俄方道歉。K]

B.深圳“高交会”具有成果交易、产品展示、高层论坛、项目招商、合作交流而享誉世界。

C.市政府加大监查力度,决心杜绝光明新区渣土受堆场坍塌这样的安全责任事故不再发生。

D.能否严格控制碳排放量，是彻底消除雾霾天气、实现大气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

4.请选出下列句子排序正确的一项 （     ）（2分）] 

①抓住事物的特征，离不开仔细观察。②要想清楚地说明一个事物，就必须准确把握它的特征。③还可

以通过实地测量、计算，进行精细观察。④有些事物的特征不是单靠眼睛观察就可以抓住，还需要借助

相关资料。⑤可以与其他事物进行对比观察。

A．②①④⑤③    B．②①⑤③④       C．①②⑤③④      D．①②④⑤③

5.请选出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   (        )  （2 分） 

A．“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个单句的主干是“孔乙己是人”。 

B．“今天好热啊！——你什么时候去上海？”这句话中的破折号使话题突然转换。 

C．“雕刻家一边研究，一边想象，小到一个手指头，细到一根头发应该怎样，他都想好了”这句话没有

运用夸张修辞。 

D.小说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所以，情节、环

境、人物是小说的三个要素，其中人物形象又是主要要素。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 
第二大题   本大题共 1 小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6．请在下面横线上填写相应的句子。（10 分） 

① ，背灼炎天光（白居易《观刈麦》） 

②雪暗凋旗画， 。（杨炯《从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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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晏殊《破阵子》） 

④了却君王天下事，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⑤ ，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望月有感》 

⑥受任于败军之际，   。（诸葛亮《出师表》） 

⑦ ， 。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 

⑧诗人用诗歌表达自己忠君爱国、尽忠王事的心声。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以“欲为圣明除弊

事，                       ”表达以衰朽之躯尽拳拳之意的决心；《雁门太守行》中李贺则用

“               ，                  ”抒发慷慨赴死以报国君知遇之恩的豪迈气概。

第三大题    本大题共四段阅读，共 13 小题 ，共 37 分 
（一）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7—9 小题   （11 分） 

甲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

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

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

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

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

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

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乙文

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

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①，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

为义，则子如②劝③我者也，何故止我？” 

注释: ①处:闲居    ②如:应当   ③劝:勉励 

7.解释加点词语。4 分

（1）河阳．之北  （2）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3）谓．子墨子 （4）子独．自苦而为义

8.翻译句子。4 分

（1）汝心之固，固不可彻。 （2）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

9.说说愚公和墨子有哪些共同的性格特点。3 分

（二）阅读下面文段，完成 10—12 题    （8 分） 

网民热议广场舞] 
网名“会飞的鱼”： 

广场舞不拘泥于职业、性别，参与性极强，本该成为社区和谐的纽带。但缺乏监督和拘束的“广场舞”

引发的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甚至发展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相怨恨、互相仇视以至处于势不

两立的状态。广场舞积极健康的社交意义，被邻里矛盾纷争的不良后果所消解、取代，广场舞的美感也就随

之消失，逐渐演变成“扰民舞”，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谢天： 

很多人在指责这些跳广场舞的大妈没有社会公德，但是我不这么觉得。这些所谓的大妈们，并非没有公

德，她们也许．．只是有些寂寞，只是习惯使用以前的方式进行交流而已，这并没有什么不妥。

网名“我是大侠”： 

如今中老年人的娱乐方式较少，活动场所匮乏是造成广场舞流行的主要原因。2009 年，有机构调查统

计发现，中老年人的活动场所不仅十分有限，而且分布不均，设施短缺，利用率也不高。在这种情况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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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易学的广场舞，自然备受中国中老年人的喜爱。韩国的各个城市，广场很多，但是鲜有大量的老年人聚集，

因为韩国政府为中老年人准备了很多娱乐文化活动场所，而且不少娱乐活动场所都在室内。很多城市还有专

门针对中老年人的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包括教中老年人使用电脑，上网聊天交友等等，娱乐场所的充足和娱

乐方式的多样化使韩国不会出现像中国的这种情况。这其实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多为中老年人创造一些可以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方式和场所。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

类似于广场舞影响他人的现象还会出现。 

畅销书作家石勇的博客文章： 

毫无疑问，我们对他人的尊严和权利有尊重的义务，这是一种公共教养。无论愿不愿承认，缺乏公共教

养的人并没有给“他人”的存在和权利留下一席之地。他们自私、霸道、冷漠，打着各种诸如“权利”“自

由”等看上去能够占据人权制高点的旗号，让自己的私欲无限扩张。 

当社会中的有些人不懂得该如何对待他人时，政府不可以不作为，因为公民权利需要政府的严格执法来保证。

中国大妈在美国跳广场舞吵到别人，警察接到报警后绝不手软，说铐就铐，但在中国，有些执法者却总是预

设了一部分人在法律上拥有特权或“豁免权”。这必然使本已混乱的公共秩序更加混乱。

（根据部分网络资料编辑） 

10.以上文字都承认广场舞影响他人，但在广场舞现象探因、整治等问题上，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请分别

对两种观点加以归纳概括。（2 分）

11.“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谢天”话语中加点的“也许”一词能否去掉？为什么？（3 分）

12.“畅销书作家石勇”在划线一段话中运用了什么方法说理？有什么作用？（3 分）

（三）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 13—17 题 （14 分）

嘿，老头 
何  夕 

⑴从大四开始考研，却连续两年失利，北京的那所著名的大学是不大好考的。我没有放弃的理由是赵磊在那

所大学读研，他是我在大学交的男朋友，第一年考研就成功了，我一直坚信自己可以考上，就像我坚信和赵

磊一定可以走进婚姻的殿堂。

⑵就在我第三次考研的前一个星期，一个女生找上了我，后面的情节是影视剧常见的桥段，我被抛弃了。

⑶考研结束的那天晚上，我家老头陪我在公园的石阶上坐了一夜。

⑷老头，是我的爸爸。

⑸我说：“你回去吧，没事，我就呆一会儿。”老头塞给我个暖宝宝：“这是你妈给你充的，说要是凉了就叫

你回去。”说完就在我身后的石阶上坐下，用老树皮似的手指头抖着烟灰，没再说话，他知道我现在最需要

的不是安慰，而是无声的陪伴。

⑹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手上，被寒风吹成锐利的冰刀，刺破皮肤，进而冻结我的每根神经。过了很久。久到

天空微亮，久到暖宝宝冰凉了老头也不记得提醒我回家。

⑺我回过头，盯着老头脚下一地的烟头，说：“爸，我决定去找工作。”“不考啦？”抽了一夜的烟，老头的

声音比平时更加沙哑。“不考了。”我淡淡地答道，或许是太冷了，嘴唇竟然有些抖。

⑻三天后，老头送我去成都双流机场。他特意穿了一件压箱底的黑色棉袄，全新的深蓝色西装长裤，一双棕

色皮鞋，除了脖子上的破旧围巾显得不协调，还真是精气神十足。

⑼那条墨绿色毛线围巾是我五年前送他的，做工很粗糙，没有任何样式可言。那时我正在热恋，周围的女孩

子很流行帮男朋友织围巾，我也追随潮流，但因为从没织过，所以有很多失败产品，老头围着的那条是其中

之一。这些年，我给老头买了很多围巾，他一直不舍得扔掉这条，他说这是我第一次送他的礼物，坚决要留

着。不管过年穿什么新衣服，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拿出来戴上，还逢人就说，这是我女儿织给我的，好看，保

暖。

⑽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残次品被视若珍宝，全心全意织出的成功品却已蒙尘。

⑾不知不觉地过了安检，一回头看到老头还站在那里，就对他喊：“老头，你回去吧，我要走了。”

⑿老头红着眼说：“你走吧，我看你进去了我就回去。”我走到一个拐角处侧身藏了起来，偷偷往外看，老

头还站在那里，黑色棉袄包裹着他单薄的身躯显得过于宽松，背有些驼，在一群年轻人中间显得格外瘦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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瘪。 

⒀唉！老头真的老了！那个曾经在人流中总是可以让我轻易找到的高大男人，变老了。

⒁老头抿着嘴，颧骨高高耸起，伸着脖子向里张望，像沙漠里一匹孤独的骆驼，显得有些呆傻。后面排队的

人时不时请求他让路，看了很久，大概觉得我是真的进去了，才叹了口气回身走出机场大厅，转身的一瞬，

他抬手擦着眼睛。

⒂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一次可以让我看到，原来你也会哭。

⒃飞机关闭舱门准备起飞的时候，我想起那天晚上你跟我说的话。你说，要是你还想考，就再考一次吧，人

是为自己活的，不要管别人怎么说。

⒄老头，你都不知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有多帅气，你也不知道，我以前那种一往无前视死如归志在必得考

取那所大学的劲儿没有了，我不想面对任何跟他有关的事物，我只在那所著名高校的考研题上写了自己的姓

名。

⒅既然以一张空白的考卷结束，那就再从一张空白的考卷开始。

⒆“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起飞，请系好安全带，关闭手机……”我从口袋中摸出手机，关闭，牢牢握

在手中。我打算飞机一落地就给老头打个电话报平安。 

⒇嘿，老头！我到了，你放心。         （选自《青年文摘》2016 年第 1 期，有删改） 

13.文章讲述了父亲的哪些事？请用简短的话概括其中的三件事。（3 分）

14.说说第⑽段画线的句子在结构上和内容上的作用。（2 分）

15.赏析第⒁段画线的句子。（3 分）

16.说说你对第⒅段画波浪线的句子的理解。（3分）

17.文章中的父亲似乎并不完全了解自己的女儿。作为父母的子女，你在生活中是把自己的所有事情都告诉

父母，还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请介绍你的做法并陈述理由。（3 分）

（四）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 18—19 小题。（4 分）

“真的，我得走!”我有点恼火了，反驳说。“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为你觉得无足轻重的人吗？……你

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

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

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

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18.本段文字选自英国女作家（作者）的小说《简·爱》，写的是女主人公简·爱同（人物名）互相倾诉衷肠

的情形，是全书最感人的篇章之一。（2 分）

19.这段话表现出简·爱什么性格特点？（2 分）

第四大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43 分（卷面 3 分  作文内容 40 分） 
20．命题作文。 

    山峰巍峨高耸，像高远的目标，令我们青春的心激扬；山岭凝滞深沉,像纷繁的往事，让我们的回忆变

得沉重；有时它像叱咤风云的英雄，令我们心生景仰；有时它像沉默无言的智者，给我们生命的启迪。游览

者心中的山，是美丽的风景；远行者心中的山，是矗立的坐标。心中总有那么一座山岭，让我们对生活的感

受更加鲜明而清晰。 

请以《心中有座山》为题目，叙写你的故事，抒发你的情感，分享你的感悟…… 

要  求： 

①不少于 600 字，不超过 900 字；

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③文中不能出现影响评分的校名，人名，如不得不出现，请用 XXX 代替；

④不得抄袭或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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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初三语文质量检测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第一部分：选择题 

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2 分   答案为 D 

解析:A.桑梓．xīn  应为  zǐ 

B. 妖娆．yáo  应为  ráo

C.越俎代庖．bāo  应为 páo

2. 2 分   答案 B 

解析:“妙手回春”称赞医生医道高明，能把垂危的病人治好。 

3. 2 分  答案 A

解析:B 项成分残缺。“具有”缺少宾语，应改为“具有成果交易、产品展示、高层论坛、 项目

招商、合作交流等功能”。C 项“杜绝”相当一重否定，与后面“不”构成双重否定，表达

的意思背离本意。应删去“不”。D项“能否”与后面不对应，应删除。 

4.2分   答案为 B 

解析：②句是话题中心,做首句；①句“抓住事物的特征”紧承②句； ③⑤句紧承①句 

的“观察”，其中③句“还”字表明在应居⑤之后；④句属特殊情况，放在后面说明。见

八（上）教材121页知识短文“说明要抓住特征”。 

5.2 分  答案为 C 

解析：A 说法正确。B 说法正确,句子是八（下）知识短文“标点符号用法”中的例句。 

C 说法不正确,句子是七（上）教材知识短文“夸张”中的例句。D 说法正确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 

二、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6．请在下面横线上填写相应的句子。（10 分）每句 1 分，错一字该句不得分。 

①足蒸暑土气 ②风多杂鼓声 ③疑怪昨宵春梦好 ④赢得生前身后名

⑤共看明月应垂泪 ⑥奉命于危难之间  ⑦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两句 1 分）

⑧ “肯将衰朽惜残年”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三、本大题共四段阅读，共 13 小题，共 40 分 

（一）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7—9 小题。（11 分）

7.4 分（1）山南水北（2）通“返”，返回（3）对……说（4）唯独 

8.2 分（1）你思想顽固，顽固到了不可改变的地步。 

2 分（2）什么原因呢？就是吃饭的人多而耕作的人少了。 

9.答出一点给 1 分，答出三点得 3 分

（1）他们都有远大的理想抱负。

（2）为实现理想埋头苦干、坚忍不拔。

（3）面对艰难困苦，无所畏惧、勇于面对。

（4）直面非议嘲讽，意志坚定，充满自信，矢志不渝。

（二）阅读下面文段，完成 10—12 题。（8 分）

10．一是广场舞影响他人，因为广场舞者漠视他人权利，政府应该严管。（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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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广场舞影响他人，因为中老年人缺乏活动场所和方式，应该宽容对待，解决问题宜疏导

为主。（1 分）” 

11．“也许”不能去掉。因为“也许”表示推测，表明后面分析的大妈们喜欢跳广场舞的原因只是作

者的猜测（1分）；如果去掉，说法过于绝对了（1分）。“也许”体现了议论文体语言准确、严密，

富有逻辑性的特点（1 分）。 

12．对比论证（1 分）。作用：将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对待广场舞扰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比（1

分），意在论证观点“政府应严格执法来保护公民的权利”。（1 分） 

（三） 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 13—17 题。（14 分）

13．3 分  答出一点得 1分，可不按顺序回答。

（1）父亲在我考研失利时陪伴安慰我，鼓励我再考。

(2)父亲珍惜我原本织给男友的围巾，节日必戴，逢人便夸。

(3)父亲送我乘飞机，不舍流泪。

14.2 分。结构上，用简短的议论总结上文有关围巾的叙述（1 分）。内容上，表达对父亲深爱我、珍

惜我送的围巾的感激之情，对男友不懂得珍惜我的礼物和情感进行批评（1 分）。 

15.3 分。运用比喻修辞（1 分），对父亲张望女儿离去方向出神的形象作细致的描写刻画（1 分），

表现父亲对女儿的关切和牵挂，凸显父亲对女儿爱得深沉。（1 分）。 

16.3 分。巧妙地把空白的考卷比喻成一段失败的爱情，又比喻成全新的开始(1 分)，形象含蓄地表

达：我已经用空白的考卷结束了一段失败的感情，我有决心勇敢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2 分） 

17.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秘密都告诉父母（1 分）。因为父母是爱我们的，愿意为我们付出一切，所以

我们应该与他们一起分享欢乐，分担痛苦，不应该对他们有什么隐瞒，让他们过于担心牵挂自己。

（2 分）

或者

 愿意保留自己的秘密（1 分）。父母是爱我们的，但我们终究要独立生活，所以我们应该有自己的

独立空间，有自己的情感秘密。隐瞒不是欺骗，并不妨碍我们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交流。（2 分） 

（四） 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 18—19 小题。（4 分）

18.2 分  每空 1 分    夏洛蒂·勃朗特 罗切斯特 

19.追求独立人格，追求自由平等，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人生幸福但又自尊自爱。

四、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43 分（3 分卷面＋40 分作文内容） 

附深圳中考作文评分标准 

附:深圳市中考语文作文评分标准。 

类型 

项目 

一类文 

（40 分） 

二类文 

（35～39 分） 

三类文 

（30～34 分） 

四类文 

（25～29 分） 

五类文 

（20～24 分） 

六类文 

（20 分以下） 

内容 

富有创意 

真挚感人 

内容丰富 

构思巧妙 

详略得当 

立意正确 

感情真挚 

材料具体 

构思新颖 

详略得当 

立意正确 

融入情感 

材料具体 

有详有略 

立意基本正确 

材料较具体 

立意不正确 

选材不恰当 

严重偏题 

内容空泛] 

语言 富有文采 生动 通顺 基本连贯 不够通顺 文理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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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 连贯 

较生动 

有一些语病 语病较多 

结构 
严谨 严谨 完整有条理 结构基本完整 

条理基本清楚 

结构不完整 

条理不清楚 

杂乱无章 

文面 

卷面整洁 

标点正确 

卷面整洁 

标点正确 

卷面较整洁 

标点正确 

写字、标点 

错误较少 

写字、标点 

错误较多 

字迹潦草 

标点不清 

错别字较多 

1、中心明确，思考深入，内容充实，结构严谨，思路清晰，语言流畅生动，可得满分 40 分。 

2、能点题，中心明确，内容具体，结构比较完整，条理比较清楚，语言生动。分数一般为 30

至 35 分。 

3、中心较为明确，内容具体，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语言基本通顺，分数一般为 25

至 30 分。 

4、鼓励打高分，慎重打高分。经过评卷小组查核无抄袭或套作嫌疑的优秀原创作文，应给予高

分。 

5、关于作文字数： 

①作文结构基本完整，超过 600 字，不扣分；少于 600 字，每少 50 字扣 1 分，依此

类推。②400 字以下作文，给 15 分；100 字以下作文，给 5 分。③错别字的处理：前两个错别字不

扣分，从第三个错别字开始，每错一字扣 1 分，错同一字不重复扣分。扣至 3 分为止。 

6、套作或抄袭处理 

①几乎照抄试卷上的现代文阅读或照抄课文里的文段，零分。

②抄袭或套作须提供原作范文，可判零分。否则视为正常作文给分。

7、书写单独给分：为了引导汉字规范化书写教学，培养学生良好写字习惯和能力，引起教师和

学生对汉字书写的重视，书写单独设 3 分：笔画清晰规范，间架结构合理，字体美观，卷面整洁可

得满分；书写潦草不规范的酌情扣 1-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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