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广东广州天河区广州中学初三二模语文试
卷

（本大题共9小题，共30分）

A. 诘责/拮据       累赘/连篇累牍 B. 躯壳/果壳       炽痛/炙手可热

C. 剽悍/漂泊       押解/浑身解数 D. 中肯/中伤       模具/一模一样

下列词语中，每对加点字的读音都相同的一项是1

A. 决择      嬉戏       鸠占雀巢       姗姗来迟 B. 恻隐      题纲       张皇失措       根深蒂固

C. 分歧      寒暄       粗制滥造       眼花缭乱 D. 阴晦      惩戒       相形见拙       心无旁骛

下列词语中没有错误字的一项是2

A. 刮目相看 B. 美不胜收 C. 怡然自得 D. 左右逢源

下列语段中，加点词语运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这几年海珠区的发展，真叫人刮目相看。

广州塔上远眺，珠江夜景美不胜收；

海珠湖边漫步，老人小孩怡然自得；

会展中心购物，顾客们左右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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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广州地铁六号线的建成对于解决金沙洲地区的交通压力，加快萝岗地区的发展，实现中心城区

向东、西方向的延伸有重要意义。

近日，多家动漫网站因涉嫌提供含有诱导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渲染暴力、色情、恐怖活动，危

害社会公德内容被文化部列入查处名单。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第一次完整呈现的世界顶级文物修复技术，是一部集中展示文物修

复专家们工匠精神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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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累运用



D. 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充分显

示了新一届中央政府高压反腐的决心。

A. ③④②① B. ②③④① C. ②④③① D. ③①②④

依次填入下面横线处的句子，最恰当的一项是

文化类节目《经典咏流传》“和诗以歌”，将古典诗调配以现代流行音乐，带领观众在唱作歌

手的演绎中领略评词之美、音乐之美。它之所以赢得多方赞

誉，            ，            ，            ，            ， 《经典咏流传》在最恰当的时刻像一股清泉注入观

众的内心。

①不得不说，现代观众对文化的需求更加迫切

②不仅在于其用流行音乐包装了古典诗词

③源于古诗词中穿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④更是源于古诗词本身的深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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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阅读（共5分）

阅读《水浒传》选段，完成填空。

A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这醋钵儿大小拳头，望蒋门神脸上便打。原来说过的打蒋门神

扑手：先把拳头虚影一影，便转身，却先飞起左脚，踢中了，便转过身来，再飞起右脚。这一

扑，有名唤做玉环步，鸳鸯脚。这是A平生的真才实学，非同小可。

选文中“A”是            （填人名）。他是一个武艺高强、性情刚烈的人，除了选段里“醉打蒋门神”的

故事，请再写出一个与他相关的故事情节            。（不超过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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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西游记》选段，回答问题。

行者满怀闷气，一闻此言，心中怒发，咄的一声，把善财童子喝了个倒退，道：“这个背义忘

恩的小畜生，着实愚鲁！你那时节作怪成精，我请菩萨收了你，皈正迦持，如今得这等极乐长

生，自在逍遥，与天同寿，还不拜谢老孙，转倒这般侮慢！我是有事来告求菩萨，却怎么说我刁

嘴要告菩萨？”

从画线句子可以看出行者具有怎样的性格特征?他所说的“你那时节作怪成精，我请菩萨收了你”指

的是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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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根据课本，下列古诗文默写正确的两项是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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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

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

默写（共4分，选做4小题）

自康乐以来，            。（陶弘景《答谢中书书》）9

            ，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10

此中有真意，            。（陶渊明《饮酒（其五）》）11

天接云涛连晓雾，            。（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12

金樽清酒斗十千，            。（李白《行路难》）13

            ？何处无竹柏？（苏轼《记承天寺夜游》）14

根据语境，在横线上填入最恰当的古诗名句。

某校举行“红心颂祖国，经典咏流传”古诗文诵读活动，同学们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诗句参

加。如吟“①            ，            ”，感受陆游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借风雨梦境抒发的爱国之

情；诵“②            ，            ”，体会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引“黄金台”故事表达的报效朝廷之

志；咏“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想象辛弃疾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骑着

“的卢马”乘胜杀敌的磅礴壮阔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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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题共3小题，共20分）

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题目。

北冥有鱼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

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

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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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诗文阅读



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

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A. 其远而无所至极邪    其真无马邪 B. 志怪者也                 饿死真吾志

C. 去以六月息者也       固以怪之矣 D. 亦若是则已矣          门庭若市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相同的一组是（1）

把“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翻译成现代汉语。（2）

A.

B.

C.

D.

下列对选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庄子的语言以夸饰惊人，善于运用想象和夸张，如文中描写鲲鹏之大，“不知其几千里

也”“其翼若垂天之云”，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北冥之鱼硕大无比，由鲲到鹏，变化神奇，气象宏伟，奇妙的想象令人叹为观止。

本文想象瑰丽，鲲鹏从北冥到南冥极言其海上运输范围之广，乘风展翅九万里极言其

志存高远。

作者极尽想象夸张之能事，营造浩大的声势和广阔的意境，蕴含了自己对理想的执着

热烈的追求。

（3）

阅读下面的文段，然后回答问题。

醉吐相茵

丙吉字少卿，鲁国人也。为人深厚，不伐 善。地节三年，立皇太子，吉为太子太傅，数

月，迁 御史大夫。后五岁，代魏相为丞相。吉驭吏 嗜酒，尝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

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 士，使此人将复何所容？西曹但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

耳。”遂不去也。

（节选自《汉书·丙吉传》）

【注释】①茵：垫子。②伐：夸耀。③迁：升职。④驭吏：车夫。⑤去：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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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请解释下列加点词的意思。（1）

尝从吉出1

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2

请结合文中丙吉对车夫的处理说说丙吉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特点？（2）

阅读下面这首古诗，然后回答问题。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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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的颔联在表现手法上有什么特点？描写了诗人怎样的现状？（1）

这首诗的颈联历来得到人们的称道，请从修辞的角度对其中所蕴含的生活哲理进行简要品

析。

（2）

（本大题共2小题，共40分）

阅读下面文字，回答问题。

【材料一】

“凭借高速度、高清晰度、低延时等优势，5G带来的不仅仅是高速下载能力，还可以在一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方面带来更好体验，能够运用于教育、远程医疗等。通过大连接，5G助力打

造智慧城市和智慧工厂。此外，5G技术还可以用于训练飞行员、驾驶员、工人以及教育、自动驾

驶等。”中国工程院院士、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专家邬贺铨明确表示，5G距离生活并不遥

远。

“很熟练的工人要看着图纸才能接好每根电缆，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采用5G和8K技

术，使工人不用看着图纸和电缆就能直接连接。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保证了工作质量。目前来

看，5G可以渗透到各个产业。”邬贺铨表示。

（摘编自代小佩《未来，5G将渗透几乎所有领域》，《科技日报》2019年7月1日）

【材料二】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余少华院士说：“同4G相比，5G传输速率提高了10

至100倍，峰值速率达到10Gbps（吉比特每秒），时延达到1毫秒，能够实现每平方公里100万的

海量连接。这分别对应着三大技术场景，即增强移动宽带、大规模移动通信、高可靠和低时延。”

余少华表示，5G技术有望在五大行业中得到率先应用，包括超高宽带个人消费、车联网、远

程控制、工业互联网和城市智能体。具体来说，包括自动驾驶、8K超高清视频、超视距联网无人

机等。“从人人互联、人物互联，到物物互联，再到人网物三者的结合，5G技术最终将构建起万

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摘编自谷业凯《5G应用，走进你我生活》，《人民日报》2019年12月3日）

【材料三】

专家认为，5G与行业协同，将推动数字经济生产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效率、管理服务模式深

刻变革。据相关测算，到2035年，5G将拥有价值高达12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并在全球带来

22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计，5G在2020至2025年将拉动中国数字经济增长

15.2万亿元。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车海平认为，5G的应用创新将为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按下“加速键”。他举

例说，通过5G和超高清视频，可实现对港口、矿山和医疗手术等场景下专用设备的远程操控，突

破时空约束，提升生产效率；基于5G和人工智能，能够对工农业等领域的生产环节开展数字化再

生产，采集而来的数据和知识再次注入生产装备和工艺流程中，将优化并持续提升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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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文阅读



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认为，5G的最终落脚点是建立生态。“发展5G、应用5G是全社会的大

事，各行各业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机遇。”他说，开放的移动生态系统将成为5G发展的基础，5G绝

不是少数运营商和制造商的游戏，只有建立良好的生态，每一个参与者才能从中获益。

（摘编自谷业凯《5G应用，走进你我生活》，《人民日报》2019年12月3日）

【材料四】

工信部消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处于关键时期。国内多家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充

分利用5G网络等信息通信技术，联动全国各地的医生、专家，积极发挥线上诊疗的优势，开展线

上咨询、线上问诊、健康科普、心理援助辅导、居家隔离指导、慢性病送药上门等服务，使得广

大用户实现足不出户就医，减少出门就医风险，助力新冠肺炎战“疫”。

评论认为，5G技术的应用有效缓解了医护人手不足困难、减少交叉感染等问题，提振了公众

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勇气。

（摘编自仲雁铭《5G技术“出征”防疫战》，《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年2月17日）

【材料五】

5G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全球第一，智能手机出货量全球占比超50%，已开通5G基站11.3万

个，5G套餐签约用户87万……从2G跟随、3G突破、4G同步，我国正在实现5G引领的新跨越，

但挑战同样存在，如目前面临的5G建网运营成本较高、计费机制不完善、物联网碎片化，以及存

在行业壁垒、安全问题等。全球移动通信协会大中华区总裁斯寒介绍，5G单个基站的价格是目前

4G基站的2至3倍，要达到现有4G网络的覆盖水平，基站总数将是4G基站的2至3倍。此外，单个

基站的耗电量也较以往大幅增加。“新业务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成熟起来，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

也需要一定周期。”

尹浩分析，5G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应用，还面临着存在行业壁垒、跨界融合不充分、“最后

一公里”落地难等挑战。“目前5G商业模式还是在消费端较多，在企业侧相对较少，共建的合作生

态尚未形成。”

亚信安全总裁陆光明认为，随着新的服务模式、交付模式不断出现，网络和终端之间有可能

产生更多的隐私泄露渠道，需从更加系统的层面来提供体系化的防御解决方案。“未来，很多商业

场景都与5G相连接，安全将成为5G发展中一个亟须关注的重要课题，没有5G的安全，就很难有

5G产业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谷业凯《5G应用，走进你我生活》，《人民日报》2019年12月3日）

A.

B.

C.

D.

下列关于材料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5G不但带来高速下载能力，还可以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方面带来更好体验。

5G技术有望在超高宽带个人消费、车联网、远程控制、工业互联网和城市智能体这五

大行业率先得到应用。

5G技术的应用有效解决了医护人手不足困难、减少交叉感染等问题。

发展5G、应用5G是全社会的大事，各行各业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机遇。

（1）

A.

B.

下列理解，符合材料内容的一项是

同4G相比，5G传输速率提高了10至100倍，峰值速率超过10Gbps。

5G在2020至2025年定能拉动中国数字经济增长15.2万亿元。

（2）



C.

D.

我国5G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全球第一，智能手机出货量全球占比达到50%。

5G要达到现有4G网络的覆盖水平，基站总数将是4G基站的2至3倍。

A.

B.

C.

D.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邬贺铨表示，5G距离生活虽然遥远，但就目前来看，5G将渗透几乎所有领域。

车海平认为，5G的应用创新将为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按下“加速键”。

李正茂认为，5G绝不是少数运营商和制造商的游戏，只要建立良好的生态，每一个参

与者都能从中获益。

陆光明认为，安全将成为5G发展中一个亟须关注的重要课题，没有5G的安全，就没有

5G产业的发展。

（3）

根据材料五，5G的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请分点简要概括。（4）

余少华说：5G技术最终将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请结合材料，分点谈谈5G技术给

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母亲百岁记

冯骥才

①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锁上边刻着四个

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

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洪福！

②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

地说——我的母亲！

③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

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忧。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

心照不宣地为她的百岁目标使劲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

孙男娣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

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倾力倾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多磨难，父亲离去

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

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

④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华发。小弟已七十，大姐

都八十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

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七十五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

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气息。

⑤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决

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

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九十

一、九十二、九十三……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愈来愈像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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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

⑥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

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梳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

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她的

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她的微信：“儿子，你累

吗？”可是，我在与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她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她

消除。我明白，保障她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目标渐渐进入

眼帘了。

⑦到了去年，母亲九十九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

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一百零一岁。”我先是不解，后来

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她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

杆。我知道，这是她本能地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

⑧然而，母亲就在她生日前的两个月突然丹毒袭体，发冷发烧，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

直到生日前三日才出院。一连五十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

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她祝贺生日，说说话，稍坐即离，不叫她劳累。午餐

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她吃寿面。

⑨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事如

花般盛开，但是今天——

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一百年漫长又崎岖的

路已然记载在她生命的行程里。她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

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

⑪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

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

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

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条，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

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

⑫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

间幸福。

在母亲的不同年龄阶段，作者和家人们是如何照料母亲的，请概括回答。

母亲九十岁

生日过后

①            

②            

③            

近年来
④            

⑤            

百岁生日时 ⑥            

（1）

（2）



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长，作者对于让母亲长命百岁的想法的感觉，有何变化？（用原文回

答）

母亲九十岁时 母亲九十多岁时 母亲百岁时

①浪漫的痴望 ② ③

结合上下文，回答以下问题。（3）

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倾力倾情，赢下一场场

“赛事”。

（从修辞角度赏析这句话的表达效果。）

1

我在与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她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

她消除。

（使用“刺探”一词，说明作者了解母亲身体状况时，有哪些想法？）

2

文章开头从“长命锁”写起，这样写有什么好处？（4）

在冯骥才的母亲将近百岁时，记者采访了冯骥才。采访中，提到母亲时，冯骥才的表情是

柔和的，暖意十足的，他从手机里找出一张照片给记者看，说：“我母亲前几天刚出院，

这是和医生的合影。”照片里，老人微笑端坐，银丝柔顺，戴一条水粉色长丝巾，眼神清

透，清雅温婉。冯骥才说，“母亲马上100岁了。我要和家里人商量给母亲过生日。”看着

妈妈的照片，聊着和妈妈相处的时光，冯骥才时而像个大家长，时而又像个小孩子。

有人评论说：冯骥才照顾母亲时，就是既像个大家长，又像个小孩子。你是怎样理解

这个评价的？请结合本文中内容具体分析。

（5）

（本大题共1小题，共60分）

作家冯骥才在《母亲百岁记》一文开头写道：“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

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

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我们身边其实也围绕着很多

这种默默的祝福，无言的关爱。请以“无声相守”为题，写一写你身边平凡却又美好的那些人、那

些事。

要求：①文体自选（诗歌除外）。②600字以上。③文中不能出现考生的姓名和所在学校名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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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