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广东广州越秀区广州市执信中学初三二模
语文试卷

（本大题共6小题，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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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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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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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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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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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累运用



A. 从教 B. 光临 C. 敬赠 D. 斧正

下面是一封信的主要内容，请选出用语不得体的一项

获悉文学院下周举办活动，隆重庆贺先生从教50周年，我因俗务缠身，不能光临，特敬赠鲜

花一束，以表敬意。随信寄去近期出版的拙著一册，还望先生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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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阅读（共5分）

根据名著阅读任务单，完成相关任务。

阅读方法 助读资料 阅读任务

检索目录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

场

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宫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

村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

义

（1）探究杨志的出身和押送

生辰纲的原因，应该选择阅读

哪几回？

关注人物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

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

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

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

层，为中流砥柱。

（《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闲斋老人序）

（2）从下列选项中任选一

项，指出他属于书评所列的哪

种人，并结合小说情节加以阐

述。

A．王冕  B．牛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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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题共3小题，共10分）

A.

B.

C.

D.

E.

F.

根据课本，下列古诗文默写正确的两项是

衡于虑，困于心，而后作：发于声，征于色，而后喻。

黑云压城城欲催，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

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澜卧听风吹雨，天马冰河入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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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诗文默写



默写（共4分，选做4小题）

            ，北风吹断马嘶声。（纳兰性德《浣溪沙》）8

万籁此都寂，            。（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9

俄顷风定云墨色，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10

            ，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东楼》）11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苏轼《定风波》）12

饭疏食，饮水，            ，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13

根据语境，在横线上填入最恰当的诗句。

春去春回几番景，花开花落总关情。春水初生，白居易信马踏春钱塘湖畔，“①            浅草

才能没马蹄”，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款款而至；夏花绚烂，周敦颐流连荷池。“予独爱②            ，

濯清涟而不妖”，君子之风盈盈其间；秋风萧瑟，秋瑾小住京华，“③            ，秋容如拭”，知音难

觅的孤独涌上心头；北风卷地，冬雪骤降，岑参戍守边塞，“④            ，千树万树梨花开”，以想

象化冬为春，奇情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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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题共3小题，共20分）

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下面问题。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

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

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

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

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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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诗文阅读



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

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

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呼，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

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

(《周亚夫军细柳》)

A. 军士吏被甲         同舍生皆被绮绣 B. 天子且至            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

C. 天子为动            动心忍性 D. 使人称谢            长跪而谢之曰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相同的一组是（1）

把“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翻译成现代文。（2）

A.

B.

C.

D.

下列对选文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文章标题为“周亚夫军细柳”，但是开篇写汉文帝“至霸上及棘门军”的情况，主要是为了

衬托细柳军的严明军纪。

文章在用词很有讲究，如文中“直驰入”的“直”，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霸上棘门军纪不严，

但褒贬之意溢于言表。

文章花了大量的笔墨侧面描写周亚夫驻守细柳营的细节，生动地刻画了他治军有方、

恪尽职守的形象。

汉文帝批评霸上、棘门驻军如同“儿戏”，他们可能会被偷袭俘虏，赞扬周亚夫才是真正

的将军，可见其贤明。

（3）

阅读下面的文段，然后回答问题。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

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

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选自《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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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解释下列加点词的意思。（1）

楚人未既济1

宋师败绩2

请用两条“/”给文中画线的句子断句。

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

（2）

结合选文，分析宋失败的原因。（3）

阅读下面古诗，然后回答问题。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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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诗人笔下的“秦岭”“蓝关”具有怎样的特点？请分别概括。（1）

请简要赏析“欲为”“肯将”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2）

（本大题共2小题，共40分）

阅读下面文字，回答问题。

【新闻发布】

6月16日晚，在北京市特殊时期防控工作第121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领导宣布，6月16日

即时起，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调整至二级。二级响应下不需要停产停工，下调办公

楼与到岗率，鼓励远程、居家等弹性办公，鼓励错峰上下班。

（新华网）

【新闻链接】

什么是“远程办公”？

远程办公，是指通过现代互联网技术，实现非本地办公：在家办公、异地办公、移动办公等

远程办公模式。

（摘自《百度词条》）

“远程办公”的优势。

通过技术手段，将不在同一空间维度的人拉到一个由技术创建的虚拟空间里进行协作交流。

远程办公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突破了空间限制。在此之前，“人人足不出户，企业单位也能正常运

转”简直不可想象。但远程办公软件的出现，让许多原先组织生产时必不可少的“前提”，如今都变

成了“选项”。其次，远程办公还将释放出一波“人才红利”。人才是决定企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但

在现有模式下，人们在择业时考虑的不只是自己与岗位的匹配度，还要忧心房租贵不贵、交通堵

不堵、家人能否适应……这些与职业本身无关的因素，造成许多人才与企业失之交臂的遗憾。而

远程办公则可以解除这些“包袱”，让人才在最适宜自己的环境中从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让企业

对人才的吸纳突破地域和国界，真正做到“广招天下英才而用之”。

（《中国青年报》）

【新闻热议1】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远程办公”彻底火了。虽然远程办公这个概念早有企业在推

广，但真正获得如此大规模应用的机会，恐怕尚属首次。

疫情防控期企业复工后采取的办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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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文阅读



图一：疫情防控期企业复工后采取的办公方式

图二： 2020 年中国新春远程办公优势认知调查

图三：2020年中国新春远程办公劣势认知调查

（《2020年中国新春远程办公认知调查》）

【新闻热议2】

疫情的突然爆发打乱了原有稳定的商业结构，全民居家、开工开学延后，引发了一系列消费

场景从线下到线上的转移——纷纷开启线上问诊、远程办公和网络教学模式。多平台数据显示在

线咨询激增。网上问诊，不仅解决了线下的不便，避免交叉感染问题的风险，同时也有效缓解了

紧张的医疗资源。平安好医生称疫情期间平台累计访问人次达11.1亿，APP新注册用户量增10

倍，APP新增用户日均问诊量是平时的9倍，相关视频累计播放量超9800万。

重返工作岗位的时间表被推迟了，而家庭办公模式又为之前不温不火的在线办公室注入了活

力。钉钉数据显示，自2月3日以来，全国有超过上万家企业和近两亿人在家工作，以降低集中办

公室传播疾病的风险。企业微信平台也在一天内涌入了百万家企业，是去年同期的三倍。钉钉、

企业微信、字节跳动“飞书”等办公软件纷纷进入战备状态，协助企业进行远程办公。

教育部宣布2020年春季将开学延期，并提倡“停课不停学”，阿里钉钉、科太讯飞、腾讯课堂

等平台都被纳入了“停课不停学”计划，众多师生“被迫”接受线上授课的教学模式。仅在1月29日，

数十家知名的在线教育机构，向全国用户提供免费直播课，同时还与各地学校展开合作，开启线

上教学。

（新浪网《青峰财经》）

【新闻热议3】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教育部于1月27日下发通知，要求2020年春季延期开学，学生在家不外

出、不聚会、不举办和不参加集中性活动。

在疫情影响下，线下机构纷纷取消课程，但学生的学习需求依然存在，在线教育则很好地解

决这一问题。在线教育不受时空限制，可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方便快捷；学生可通过直播课程与

教师进行实时互动交流，及时查漏补缺以获得最佳学习效果。在线教育机构受到众多学生和家长

青睐，优势进一步凸显，将迎来重大发展。同时，随着线下课程取消，大量学习需求涌入在线教



育平台，头部企业积累了海量优质教师资源、完整课程体系和先进教学方法，具有品牌优势和口

碑优势，更容易受到用户青睐。用户优先选择头部企业，将进一步拓展头部企业市场份额，加速

马太效应，促进巨头企业崛起。另外人传统线下机构线下课程取消，现金流可能受到影响，而线

上课程转型缺乏经验及技术，面临较大挑战，中小企业线下机构将难以度过疫情寒冬。随着在线

教育行业发展，在线教师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愈加得到家长和学生认可，在线教师地位将得到进

一步提升。

（艾媒网）

A.

B.

C.

D.

下列对材料中“远程办公”的相关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远程办公是指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支持不同空间维度的多人在同一虚拟空间交流协

作，实现在家、异地、移动办公等工作模式。

受工作地点影响小、办公安排较为灵活、节省了通勤时间与交通费用，这些是当下人

们选择远程办公的主要原因。

远程办公能够摒除一些与职业本身无关的因素，让人才在择业时，能够选择在最适宜

自己的环境中从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远程办公的概念早已有之，新冠肺炎疫情让其进入了更多企业的视野，得到大范围的

应用，为在线办公室注入了新的活力。

（1）

A.

B.

C.

D.

阅读上述材料，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北京市政府响应防疫工作的需要，鼓励企业在停工停产期间远程、居家等弹性办公。

医疗单位开启线上服务，各平台用户量、日均问诊量激增，访问人次突破了11亿。

超过三成的企业对复工之后的办公方式表示不确定，说明企业对远程办公心存顾虑。

在疫情影响下，教育机构与学校合作，免费提供课程资源，深受学生和家长的青睐。

（2）

A.

B.

C.

D.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由于突破了空间限制，办公场地、办公设备等不再成为组织生产时的必要前提，因此

远程办公对企业有一定的吸引力。

各类远程办公的企业宜充分利用办公软件和网络平台；贴合用户需求，提升线上服务

能力，如此才能适应办公模式的转变。

在疫情影响下，阿里钉钉、科大讯飞、腾讯课堂等平台都被纳入了“停课不停学”计划，

学生开始接受线上授课的教学模式。

网上问诊，解决了线下的不便，避免了交叉感染的风险，有效舒缓了医疗资源的问

题，让用户体验到了互联网医疗的免费、安全和便捷。

（3）

根据上述材料，概括在疫情影响下我国在线教育的发展情况。（4）

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在家办公是一次新的尝试，企业行政可以为员工提供哪些支持？请结

合材料内容提出合理化建议。

（5）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晕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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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

老马一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就是喜欢吃蒜。但是，这个通俗而又廉价的嗜好并不总是能

够顺利地被满足，原因是他的老伴绝不能闻大蒜的气味。

昨晚临睡前，她已经向他交代了这几天他一个人在家应该注意的事情：冷水表里的存水不多

了，水表好像有点不准。现在，老马穿好衣服来到客厅，又推开老伴房间虚掩着的门观察片刻，

在确认房子里真的没有老伴之后，便疾步进了厨房，拉开柜橱的最下边一只抽屉，拿出预先藏好

的两头蒜，三下两下地剥起来。

这时有人按门铃。老马不觉浑身一激灵：莫非她丢了什么东西又折回来取？慌乱中他把蒜藏

进抽屉赶紧去开门——他从来不敢怠慢老伴的门铃声。门开了，唉，原来是单位的出纳给他送工

资来了。老马接了工资信手放在门厅的餐桌上，接着赶紧回到厨房继续剥蒜。眼看着那些象牙色

的、光溜溜、鼓绷绷的小蒜瓣在他手下越聚越多，老马心中那鬼祟的激情和暧昧的欲望说什么也

按捺不住了。他抓起一瓣丢进嘴里猛嚼，一股热辣辣的蒜香伴着脆生生的响动在老马口腔里爆

炸。这就是幸福了，咀嚼中的老马暗自思量。

这时又有人按门铃。正在享受大蒜的老马本来不愿意此刻有人造访，但是，正因为几头大蒜

下肚，经常打不起精神的老马，现在是精神昂扬力量充沛，尤其当他看见门口没有老伴。门口是

个全新的陌生人，可这个陌生人按了门铃又转身要走，老马就非常想把他拦住，他觉得现在他既

有拦住这人的力量又有拦住这人的权利。

老马说，你怎么按了门铃就走啊。

陌生人说，你这是201，我找错门了。

老马说，你想找谁家？

阳生人说301，说自己是小区物业公司的水工。

提起物业公司，老马更不想放这人走了。我正想找物业公司呢，你先进来看看我们家的水

表。

老马的态度是不由分说的，陌生人却显得犹豫，也许还有几分不易觉察的慌张。但这犹豫和

慌张显然敌不过老马的不由分说，于是他跟着老马走进了老马的家。其实老马也未必想到陌生人

这么听话，他一向缺少让别人听他发令的体验。现在他发令了，陌生人居然听令了，老马终于体

验了命令别人的愉悦。他领着陌生人穿过狭窄门厅的小餐桌，拐进与厨房相邻的卫生间。陌生人

摘下身上的工具包，站在水表跟前似是而非地鼓捣了几下。他鼓捣不成什么，急于离开的样子。

陌生人的态度很让老马恼火。他开始厉声谴责站在门厅里的这个人。陌生人低眉顺眼地听着

老马谴责，不争辩也不反驳。就为了陌生人的低眉顺眼和他的不争辩不反驳吧，情绪激昂的老马

还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外满足感。老马头上冒着热汗，满嘴喷着不散的蒜气，借着不请自来

的某种珍贵的快感连想带说连说带想，从务实说到务虚又从务虚返回务实，最后，他终于向面前

这个沉默而懦弱的“水工”喊出了他此刻打算实施的计划：既然你做不了经理的主，我也就不再怪

你。

沉默的“水工”就在这时突然把身子晃了几晃，接着双膝一弯就软软地倒在老马家门厅的地

上。怎么了，这是怎么了？难道他是被我吓晕了不成？老马有点惭愧，然而，让老马不敢承认的

是，这惭愧里却又搀和着某种莫名的满足。是的，那的确是一种满足：原来他老马也有今天，他



也能对一个年轻力壮的活人充满威慑力量，他也能让一个活人低眉顺眼，最后他也能把一个活人

吓晕过去。

老马要通电话叫了对方来救人，很快从客厅里出来，发现门厅地上那个晕着的人已经不见

了。他打开房门追出去，走廊和楼梯均不见人影。老马的心紧缩了一下，好像刚明白了什么。惊

慌中的老马赶紧回屋，进门先看餐桌，餐桌上他那沓不算厚实的工资也不见了，确实不见了。一

切都在瞬间。老马在餐桌旁坐下，人像瘪了似的，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感慨：这个“水工”跟我配合

得多好啊。

这晚老马不吃不喝和衣睡去。

老马再次醒来并不是早晨，可能是深夜一点钟。他再也睡不着，耷拉着一张更显“自来旧”的

脸爬起来看电视，一个澳大利亚的电视片，讲他们那里有一种奇怪的羊，那是一种长不大的小

羊，害怕声音，害怕风雨，害怕比它们大的动物，外界稍有响动就会导致它们晕厥，动物学家命

名它们为“晕厥羊”。他本能地对画面上那些晕厥羊有好感，那是活脱儿一个他自己啊。可是，早

晨晕在老马家地上的那个人他又是谁呢？

一只晕厥羊兴许完全有能力去恐吓另一只晕厥羊。

根据故事内容，概括小说情节发展的过程。

开端 老马偷吃大蒜时，自称小区水工的陌生人按门铃。

发展 ①            

高潮 ②            

结局 老马心里难受，觉得自己就是晕厥羊。

（1）

本文的语言极具特色，结合上下文，赏析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表达效果。

他抓起一瓣丢进嘴里猛嚼，一股热辣辣的蒜香伴着脆生生的响动在老马口腔里爆炸。

（2）

小说开头写了老马非常喜欢吃蒜的情节，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3）

小说主人公老马这一形象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分析。（4）

请结合文本分析，小说题目“昏厥羊”的含义和作用。（5）

（本大题共1小题，共60分）

按要求写作。

请以《那缕春风明媚了我》为题，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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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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