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学年广东广州越秀区广州市越秀区广

州市第二中学初一上学期开学考试语文试卷

A. dēng   ráo   hòng   bǐng B. dèng   ráo   hōng   píng

C. dèng   ráo   hōng   bǐng D. dèng   yáo   hōng   bǐng

加粗字读音完全正确的一组是

目瞪口呆    饶有趣味       哄堂大笑       屏息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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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下面成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无独有偶            专心致至       闻鸡起舞       随心所欲

见微知著            张寇李戴       自作自受       惊心动魂

司空见贯            囫囵吞枣       津津乐道       各抒已见

风华正茂            风雨同舟       无缘无故       独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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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下列词语感情色彩都相同的一组是

坚强不屈            奋不顾身       大义凛然       和蔼可亲

贪生怕死            阴谋诡计       神机妙算       自私自利

弄虚作假            助人为乐       狼子野心       气势汹汹

心狠手辣            丢盔弃甲       盛气凌人       谦虚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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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下列加粗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包公怒斩亲侄子包勉，这种大义灭亲的精神流传千古。

早上，我和爸爸妈妈一出门就分道扬镳，各去各的地方。

今天爸爸带我去博物馆，误入歧途，绕了好久才找到博物馆。

小学六年级时，我们选了德高望重的朱轩明同学当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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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累与运用



A.

B.

C.

D.

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经过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使我们课室焕然一新。

能否养成阅读习惯，是我们学好语文的重要保证。

我仿佛看到了北风呼啸的声音。

读书使我开阔了视野。

5

A. 努力就一定有回报。 B. 努力怎么可能会没有回报呢？

C. 努力一定会有回报吗？ D. 难道努力会没有回报吗？

下列句子中，意思与其它三句不同的是6

A. 语音延长 B. 解释说明 C. 意思转换 D. 意思递进

“波义耳制成了实验中常用的酸碱试纸——石蕊试纸。”这个句子中的破折号表示7

A. 比喻 B. 拟人 C. 夸张 D. 对比

“我们的学校只有巴掌那么大。”这一句运用的修辞手法是8

A.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B.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C.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D.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下列诗句中，没有运用比喻修辞的是9

A. 打比方和列数字 B. 列数字和作比较 C. 举例子和列数字 D. 举例子和作比较

“广州塔塔身主体高454米，大约有一百五十层楼那么高。”这里运用的说明方法是10

A. 菊花 B. 梅花 C. 莲花 D. 桃花

诗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写的是11

A. 《西游记》 B. 《水浒传》 C. 《三国演义》 D. 《红楼梦》

“桃园结义”、“三顾茅庐”、“火烧赤壁”这几个故事都出自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12

A. 爱德华 B. 汤姆 C. 安利柯 D. 海伦

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主人公是13



A.

B.

C.

D.

某足疗店新张开业，不恰当的广告语是

足是人之根，足疗利全身。

做足百分百，健康乐开怀。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长寿秘诀，养生足疗。

知足常乐，淡泊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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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是不讲礼貌的人，我懒得理你。 B. 你脑袋上的玩意儿，能算是头发吗？

C. 有些人戴的是新帽子，却是旧思想。 D. 你帽子下的玩意儿，能算是脑袋吗！

有一天，某著名作家戴着一顶旧帽子在街上行走，一位批评家见状，便嘲讽他：“你脑袋上的玩意

儿，能算是帽子吗？”请替该作家选择最幽默最有力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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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判断题。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

“理直气壮”和“理屈词穷”是反义词。

“锄禾日当午”与“日久见人心”中“日”的意思是一样的。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合称“李杜”。

《蒙娜丽莎》是意大利画家梵高的杰作。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写的是西湖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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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词写字。

（1）开卷有            （2）            然决然              （3）            扬顿挫              （4）

络            不绝

（5）标新立            （6）平            近人              （7）流光            彩            （8）得            忘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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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动物名称。

（1）人人痛恨、厌恶的人——过街            

（2）任劳任怨、勤恳工作的人——孺子            

（3）非常优秀、大有作为的人——千里            

（4）善于变化和伪装的人——变色            

（5）在当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人——地头            

（6）代人受过、替人担罪的人——替罪            

（7）非常小气、一毛不拔的人——铁公            

（8）非常懒惰的人——大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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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诗句名言。19

每当看到有人浪费时间、沉迷游戏时，我忍不住会用这句名言相劝：            （1）

当我们取得成绩时，不能太骄傲，因为“            。”（2）

每当我看到荷花，就会想起有关“莲”的古诗：            （3）

某书店快要开业了，书店老板请你为他写一则广告语。你会怎么写？20

教师节快到了，请拟一则短信给你的一个小学老师表达教师节的问候。21

阅读短文，完成练习。

尊重

①“巨象集团”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是一幢七十多层楼的大厦。一天下午，大厦楼下的花园

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修剪低矮的灌木。剪过后的一排灌木都齐胸高，顶部齐

刷刷的，像一道绿色的围墙。

②突然，一团白花花的纸巾抛落在刚剪过的灌木上，在青翠的灌木上显得特别刺眼。老人抬

眼望去，看见一位四十多岁的妇人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坐在长椅上，纸巾团就是妇人扔的。

妇人似乎很生气的样子，不停地跟男孩说着什么。老人看了看妇人，妇人满不在乎地看着他。老

人什么也没说，捡起那团纸丢进旁边的垃圾桶里。

③老人继续拿起剪刀剪那些蹿出来的枝条。这时，又一团纸飞了过来。“妈妈，你要干什

么？”男孩奇怪地问妇人。妇人对他摆手示意让他不要作声。这次，老人仍然没说什么，很平静地

将这团纸捡起来扔到垃圾筒里。可是，老人刚拿起剪刀，第三团纸又落在了他眼前的灌木上。

④就这样，老人一连捡起了妇人扔过来的六七团纸，脸上始终没有露出不满和厌烦的神色。

⑤“看到了吧！”妇人指了指老人对男孩儿说：“我希望你明白，你现在不努力学习，将来只能

跟这个老园丁一样没有出息，只能做这些卑贱的下等工作！”

⑥这时，老人才明白，中年女人生气是因为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她要让孩子明白学习的重

要性，而自己就成了她现身说法的“活教材”。

⑦老人听到了妇人的话，放下剪刀走过去说：“夫人，这是巨象集团的私人花园，好像只有集

团员工才能进来。”

⑧“那当然，我就是巨象集团的部门经理，就在这座大厦里工作！”妇人趾高气扬地说着，拿

出一张证件冲老人晃了一晃。

⑨“我能借你的手机用一下吗？”老人沉思了一会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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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与鉴赏



⑩妇人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手机递给老人，一边仍不失时机地教导儿子：“你看这些穷人，这

么大年纪了连部手机也买不起。你今后千万要努力呀！”

⑪老人打完一个电话将手机还给妇人。不一会儿，巨象集团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急匆匆地走

过来，拱手站在老人面前。老人指着妇人对他说：“我现在提议免去这位女士在巨象集团的职务!”

⑫“是，总裁先生，我立刻按您吩咐的去办！”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连声应道。

⑬妇人大吃一惊，“什么？他是集团总裁詹姆斯先生！”妇人颓然瘫坐在椅子上。她这种级别

的经理在这个集团里是没有机会见到总裁的。

⑭老人走到男孩面前，抚摸着男孩的头，意味深长地说：“孩子，我希望你明白，在这个世界

上最重要的是学会尊重每一个人……”

A.

B.

C.

D.

下列说法与文本不相符的一项是

妇人认为修剪花枝是很卑微的工作。

老人没钱买手机，所以才向妇人借手机。

从妇人趾高气扬地晃着证件和说的话，看出妇人自以为很了不起。

老园丁竟然是集团总裁，文章这样的构思很巧妙。

（1）

A.

B.

C.

D.

对文章第④、⑤、⑥自然段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妇人之所以在老人面前扔了六七团纸巾，是为了教育孩子努力学习。

第④自然段通过描写老人的动作和神态，表现了老人的品格。

因为老人地位卑微、性格软弱，所以只能忍气吞声地任人欺负。

妇人认为老园丁是不努力学习而没有出息的典型，是教育孩子的“活教材”。

（2）

“妇人似乎很生气的样子，不停地跟男孩说着什么。”联系下文，妇人为什么生气？想象一

下她有可能在说什么？

（3）

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4）

联系生活实际，写写你对“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学会尊重每一个人”这个句子的理解。（5）

请你结合文章中有关妇人与总裁两个人的信息，解释“半桶水晃荡，一桶水不响”这句谚语

的意思。

（6）

按要求作文。

暑假刚刚结束，在这期间一定有什么事情令你难以忘怀、有所感悟。请你选一件事情自拟题

目写一篇文章，要求语句通顺，有真情实感，不写错别字。不少于400字。（注意不要透露个人

或学校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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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