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积累与运用 （44 分）

1、看拼音，写词语。（12 分）

líng 听 书 jí 信 lài 轮 kuò

zhèn hàn jīng yíng jì mò hān 态可 jū

2、默写古诗文，并写出相应的作者或篇名。（8分）

①王师北定中原日， 。（ 《示儿》）

② ，沉醉不知归路。 （李清照《如梦令》）

③西塞山前白鹭飞， 。（张志和《渔歌子》）

④ ，树头花落未成阴。 （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

⑤人生自古谁无死， 。（文天祥《过零丁洋》）

⑥夜发清溪向三峡， 。（李白《 》）

3、选择题，请把正确答案写在答题卷上。（16 分）

①下面句子中“子”的读音与其它三项不同的一项是： （ ）

A 却看妻子．愁何在

B老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思想家。

C老爷爷说：“我的小孙子．真聪明，能背好多首古诗呢！”

D子．不嫌父穷，儿不嫌母丑

②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

A 弥慢 安慰 B 翱游太空 星罗棋布

C 名副其实 眼花瞭乱 D 名列前茅 蔚为壮观

③下列加点字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千．山鸟飞绝（虚指，多数） B 负．荆请罪（拿着）

C 家徒．四壁（只，仅仅） D 儿童急走．追黄蝶（跑）

④下面关于引号的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 ）

A 海伦学会了用手指“说话”。（表示特殊含义）

B “满遭损，谦受益”这句格言，流传到今天至少有两千年了。（表示直接引用）

C 鲁迅在书桌上刻了个“早”字。（强调突出）

D 荷兰有＂风车之国＂的美誉。（表示特殊含义）

⑤下列句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

古埃及各个王朝修建的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共有 70 多座，其中最大的是开罗近郊的胡夫

金字塔。这座金字塔高 146 米多，相当于 40 层高的摩天大厦。



A 举例子 列数字 打比方 B 举例子 列数字 作比较

C 列数字 作比较 打比方 D 举例子 作比较 打比方

⑥下列句子中，加点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中非友好关系是双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B在读书汇报会上，李文同学引经据典，断章取义．．．．，赢得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C 广大青少年要志存高远．．．．，锤炼意志，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D韩文佳同学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脱颖而出．．．．，进入全国 35 强。

⑦“答应了别人的事就要守信用”与这句话意思不一样的是（ ）

A答应别人的事非守信用不可吗? B 答应别人的事非守信用不可！

C答应别人的事能不守信用吗? D 答应别人的事不能不守信用。

⑧按照顺序排列下面的句子，组成一段通顺的话，正确的句序是哪一项？ （ ）

（1）院心有一棵我和爸爸一起种下的小白杨。

（2）窄窄的小院，静静的，听不到一丝声音，只有洒满院心的阳光。

（3）时间过得好快。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一个怪现象：我比那道印矮了一截。呀！我的

个子怎么倒着长？

（4）妈妈听了直笑我：“傻孩子，你怎么能有小白杨长得快？”

（5）我天天来看它，盼它快长大。在它身上和我一样高的地方，有小刀刻下的一个小道

道，每天早上我都要跑到它身边比一比，看看我长没长。

（6）哦！可我还是想快些长大，像个大人的样子，到外面那个我还没有到过的世界闯一

闯。

A （2）（1）（4）（5）（3）（6） B （1）（2）（4）（5）（3）（6）

C （2）（1）（5）（3）（4）（6） D （2）（1）（4）（3）（5）（6）

4、按要求变换句子。（8 分）

①独脚海鸥只有一只脚，停落时得扇动翅膀保持平。（改成双重否定句）

②还有什么别的话比这句最简单的话更能表达我此时的全部感情呢？（改成陈述句）

③山民的几句朴素的话包蕴着意味深长的哲理。（缩句）

④叔叔在信里对我说：“有时间我一定到你那儿玩。”（改为转述句）

第二部分 阅读与理解 （26 分）

阅读《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根据要求回答问题。（4分）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5、这首诗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全诗体现了一个“喜”字，但是诗中却写到了

“泪”，请分析作者为什么流泪。（2分）

6、诗尾联中连用了“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四个地名，请分析“即从”“穿”

“便下”“向”这几个连接词的妙处。（2分）



文言文阅读。（9 分）

画蛇添足

楚有祠者①，赐其舍人②卮③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

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

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

终亡其酒。 （选自《战国策.齐策》）

〖注〗①祠者：主管祭祀的官员。②舍人：门客，手下办事的人。③卮（zhī）：古代装酒

具。

7、用“/”标出句子朗读停顿的地方，只能标一处。（1分）

为蛇足者终亡其酒。

8、解释下面句子中加点的字。（4分）

①引．酒且饮之 引： ②数．人饮之不足 数：

③一人蛇先成． 成： ④终亡．其酒 亡：

9、用现代汉语翻译句子。（2分）

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

10、你从本文中得到了什么启示？用简洁的文字表述出来。（2 分）

阅读文章《选 择》，回答问题。（13 分）

选 择

①他本在一家外企供职，一次意外，使他的左眼突然失明。为此，他失去了工作，到处

求职都因“形象问题”连连碰壁。“挣钱养家”的担子落在了他那“白领”妻子的肩上。

②妻子日渐感到他的老父亲是个负担，不止一次跟他商量把老人送到老年公寓去，他都

没同意。一天晚上，他们在卧室里吵了起来，妻子嚷：“不把你爸送走，咱们就离婚!”

③第二天早饭时，父亲说：“有件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你们每天上班，孩子又上学，

我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所以，我想到老年公寓去住，那里都是老人……”

④他一惊，父亲昨晚果真听到他们争吵的内容了!“可是，爸……”他刚要说些挽留的话，

妻子瞪着眼在餐桌下踩了他一脚。他只好又把话咽了回去。

⑤第二天，父亲就住进了老年公寓。

⑥星期天，他去看父亲。父亲问他工作怎么样，身体好不好……他好像被人打了一记耳

光，脸上发起烧来。“你别过意不去，我在这里挺好，有吃有住还有得玩……”父亲看上去

很满足，可眼睛里却渐渐涌起一层雾。

⑦几天来，他因父亲的事寝食难安。挨到星期天，又去看父亲，刚好碰到市卫生局的同

志在向老人们宣传无偿捐献遗体器官的意义，问他们有谁愿意捐，很多老人都摇头。父亲站

了起来，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捐给自己的儿子行不行?二是趁活着捐可不可以……“我不怕

疼!我也老了，捐出一个角膜，生活还能自理，可我儿子还年轻呀，他为这只失明的眼睛，



失去了多少工作的机会！要是能将我儿子的眼睛治好，我就是死在手术台上，心里也是甜

的……”

⑧所有人都停止了谈笑，把震惊的目光投向老泪纵横的父亲。一股看不见的潮水瞬间将

他裹围。他满脸泪水，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步走到父亲身边，和父亲紧紧地抱在一起……

父亲用手给他捋了捋衬衣上的皱褶，疼爱的目光像一张网，将他兜头罩下。他再次哽咽，感

受如灯的父爱，在他有限的视力里放射出了无限神圣的亮光。

⑨当天，他就不顾父亲的反对，把父亲接回了家。至于妻子，他已做好最坏的打算。

11、第⑥段中画横线句子属于 描写，表现了父亲 的心理。（3 分）

12、从修辞手法的角度，赏析第⑧段的画线句。（3分）

13、从全文看，父亲的“选择”在文中有两处，请用自己的话说说分别指的是什么?（2 分）

（1）

（2）

14、写出文章结尾句子的含义。（2 分）

他再次哽咽，感受如灯的父爱，在他有限的视力里放射出了无限神圣的亮光。

15、读了这篇短文，你想对文中的妻子说些什么？请以第一人称写出来。（3 分）

三 习作表达（30 分）
16、以“我 长大”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①先补充完整题目(横线上可填“渴望”“害怕”“已经”“尚未”“拒绝”等)，然

后再作文。

②不少于 400 字；

③文中不要出现(或暗示)本人的姓名、班名、校名。



一、积累与运用

1．聆 籍 赖 廓 震撼 晶莹 寂寞 憨 掬 （每个字 1分）

2．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 常记溪亭日暮 桃花流水鳜鱼肥 篱落疏疏一径

深

留取丹心照汗青 思君不见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每空 1分）

3．（1）C；（2）D；（3）B；（4）D；（5）B；（6）B；（7）A；（8）C （每个 2分）

4．①独脚海鸥只有一只脚，停落时不得不扇动翅膀保持平。

②没有别的话比这句最简单的话更能表达我此时的全部感情。（此句标点符号

错不得分）

③话包蕴着哲理。

④叔叔在信里对我说，有时间他一定到我这儿玩。”（此句改到两处即可得分）

（每句 2分）

二、阅读与理解

5. 是因为诗人听到官军取得战争胜利消息后，内心无比激动和喜悦而落泪，

这泪是欣喜之泪。（2分）

6.用四个连接词将四个本来相距很远的地方贯穿在一起，写出了诗人听闻喜

讯后的喜悦心情以及迫切渴望回到故乡（归心似箭）的思想感情。（2分）

7. 为蛇足者/终亡其酒。（1分）

8. ①引：拿，举 ②数：几 ③成：完成，画成 ④亡： 失去 （每

空 1分）

9. 蛇本来是没有脚的，你怎么能给它画脚呢？（一句 1分，意思对即可）

10. （1）我们不要虚构事实，无中生有，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是。

（2）讽刺那些不顾客观实际，自以为是，弄巧成拙的人。

（3）做多余的事情，有时出力不讨好；做事情要把握好分寸，否则好事会变成

坏事。

（4）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往往为盲目乐观所蔽，而招



致失败。

（答到其中一点即可）

11．神态（或外貌） 父亲渴望被儿子关爱（或想和儿子住在一起。或：无奈、

凄凉、痛苦。）（前一空 1分，后一空 2分，合情合理即可。共 3分）

12．运用比喻，作者把父爱给自己带来的感动比喻为“潮水”，形象地表现了内

心受到的感动很深、很强烈、不可抑制（或“父爱的博大深厚）（共 3分）

13．（1）为让儿子过得安宁去住老年公寓 。

（2）要为儿子捐献角膜。（一点 1分，意思对即可。共 2分）

14．在他心里面，父亲给予的爱已经超越了所有他所遇到的灾难，就像明灯一样

照亮了他前方的道路，并且给予了他无比的力量去战胜那些他身边一直以来

无以面对的困难。（意思对即可。共 2分）

15．示例：“困境只是暂时的，亲情才是永恒的。老人并不是家里的负担，而是

家里亲情的核心。再说，赡养老人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人称 1分，言之

有理即可）

三、作文评分标准

A等(27—30)：切题，思想健康，中心明确，内容具体，层次清楚，语句通

顺，有真情实感，标点使用比较正确，错别字少，卷面整洁。

B等(24—26)：切题，思想健康，中心明确，内容比较具体，层次较清楚，

语句通顺，标点使用比较正确，错别字少，卷面整洁。

C等(18—23)：基本切题，思想健康，中心基本明确，内容欠具体，层次不

够清楚，语句基本通顺，标点使用大体正确，错别字多。

D等(18分以下)：不合题意，中心不明确，内容很不具体，层次不清，语句

不通，标点错误和错别字多。

其中：①习作未拟题扣 3分；②卷面太乱，字迹潦草酌扣 1—2分；③字数

未满 400 字或者偏题，在原等级上再降一个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