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山东省东营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积累运用（共 20 分）
1.根据拼音写出汉字，给划线的字注音。
（2 分）
世界被烈日 zhì烤得无精打采，你又一次以见义勇为者的角色，让清凉润泽的爱连同悲
悯的哽咽，从天空宣泄下来，树木感动的哭泣应声而起……
①zhì___________
②咽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字音字形的识记能力。
答案：炙、yè
2.依次填入下列句中空缺处的词语恰当的一项是（）
（2 分）
①_____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各国
人民的共同愿望。
②“两依据一参考”打破了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格局，对中小学合理调配教育资源、有效
_____青少年兴趣特长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③遵循自然规律，方可获得大自然的馈赠；_____粗暴虐待自然，必然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A.构建 开发 那么
B.创设 发掘 那么
C.构建 发掘 反之
D.创设 开发 反之
解析：本题考查词语运用能力。
答案：C
3.下列句中划线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2 分）
A.夺冠而归，大家决心重整旗鼓，以高昂的斗志和更科学的方法投入到日常训练中，力争明
年再创辉煌。
B.2017 年 7 月，全国互联网金融整顿拉开帷幕，一些非法集资、庞氏诈骗等组织机构成为
中流砥柱。
C.只要是 3G 上网用户，即便分别处在地球东西半球的双方，也既能“闻其声”又能“见其
人”
，真可谓咫尺天涯。
D.古往今来，阐释孔子思想的论著汗牛充栋，专家学者潜心探寻包含在《论语》中的奥秘，
把握其中蕴藏的真谛。
解析：本题考查成语的使用。
A.使用有误，重整旗鼓：意为重新整顿战旗战鼓。借以比喻遭受挫折或失败之后，重新聚积
力量，准备再干。句中意思是夺冠而归，所以该成语不合句意。
B.使用有误，中流砥柱：意为就像屹立在黄河急流中的砥柱山一样。借以比喻坚强独立的人
能在动荡艰难的环境中起支柱作用。中流砥柱是褒义词，所以该成语使用有误。
C.使用有误，咫尺天涯：意思是比喻距离虽近但很难相见，像在很远的天边一样。句中意思
正相反，所以该成语使用有误。
D.使用正确，汗牛充栋：栋：栋宇，屋子。书运输时牛累得出汗，存放时可堆至屋顶。形容
藏书非常多。
故选：D。
答案：D

4.依次填入空缺处的句子最恰当的一项是（）
（2 分）
白日里浑然一片的泉鸣，此时却能分出许多层次：那柔曼如提琴者，_____；那清脆如
弹拨者，_____；那厚重如贝斯轰响者，_____；那雄浑如铜管齐鸣者，_____。
①应为万道细流汇于空谷
②是草丛中淌过的小溪
③定是激流直下陡壁，飞瀑落下深潭
④是石缝间漏下的滴泉
A.①②④③
B.②④①③
C.②④③①
D.④②①③
解析：此题考查语言的简明、连贯、得体。
答案：B
5.填空。
（5 分）
（1）
《钱塘湖春行》以“______，______”将初春充满生机活力的特征描写得淋漓尽致。
（2）
《木兰诗》中的诗句“______，______”反映出木兰代父从军保家卫国建立了显赫战功。
（3）温庭筠《望江南》中“______，______”以江上所见表现主人公希望落空、悲从中来
的强烈情感。
（4）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解析：这是对古诗默写能力的考查。
答案：
（1）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2）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3）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4）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
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6.名著阅读。
（2 分）
牺牲？我的晓霞……
A 一下把右手的四个指头塞进嘴巴，用牙齿狠狠咬着，脸可怕地抽搐成一种怪模样。洪
水扑灭了那几行字，巨浪排山倒海般向眼前涌来……
他收起自动伞，在大雨中奔向二级平台的铁道。他疯狂地奔过选煤楼，沿着铁路向东面
奔跑。他任凭雨水在头上脸上身上浸流，两条腿一直狂奔不已。他奔过了东边的火车站。他
奔出了矿区。他一直奔跑到心力衰竭，然后倒在了铁道旁的一个泥水洼里。
东面驶来的一辆运煤车在风雨中喷吐着白雾，车头如小山一般急速奔涌而过--他几乎和
汽笛的喧鸣同时发出了一声长嚎……
以上文字选自当代作家______的长篇小说《______》，选文中“A”这一人物名叫______。
小说通过一系列丰富复杂的情节内容，展现了这一人物形象______的特点。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内容及文学常识的识记能力。本题考查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积累。
通读文段，我们知道文段出自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文段中的“我”是小说的主人公
“孙少平”
。与之相关还有很多故事情节，选择自己熟悉的情节进行概括即可。

答案：路遥；平凡的世界；孙少平；痛苦、绝望
综合性学习。
（5 分）
在我国，
“义”文化意蕴丰厚，深入人心。请你参加“‘义’文化的魅力”综合性学习。
7.

与战前占卜的

吉兆有关。
“再卜色变，遗告不义，公乃令偃旗”中的“义”便是用其本义：______；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义”则引申为：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字义分析。根据题目中给出的材料可知，义本从“祥”从“戈”，据此可得
出其本义为获得上苍保佑的战争。
答案：获得上天保佑；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
8.试根据下面的材料，概括“义”包括哪些方面的思想内涵。
①“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之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墁乎？”……于是怀
石，遂自投汩罗以死。
（
《史记•屈原列传》
）
②“天祥受宋思，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天祥临刑殊从容。南乡拜而
死，年四十七。
（
《宋史•文天祥传》
）
③孔子闻之曰：
“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
”祁黄羊可谓公矣。
（
《吕氏春秋》
）
“义”远流长
解析：本题考查材料探究。
答案：爱国主义精神和做事公平公正。
9.“端午节”到来之际，班级举办“心怀大‘义’
”文化传承活动，请提出一项倡议。
解析：本题考查提出倡议的能力。作答本题时可围绕多读一些古代名人的传记，体现他们身
上的大义来表述。
答案：略。
二、阅读欣赏（共 50 分）
（一）阅读古诗，回答问题。（4 分）
渔翁①
柳宗元
渔翁夜傍西岩②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③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注】①本诗写于谪居永州期间。②西岩，湖南永州西山。③欸乃，摇橹声。
10.“渔翁”形象在诗中有何作用？（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诗歌内容的理解程度。
答案：这首诗取题渔翁，渔翁是贯串全诗首尾的核心形象，诗人又把翁和自然景象结成不可
分割的一体，共同显示着生活的节奏和内在的机趣。因此，渔翁不断变换的举止行动和自然
景色的无穷变幻便有了共同的时间依据，取得极为和谐的统一。
11.前人评价本诗“有奇趣”
“内蕴活脱，曲尽其妙”，对此任选角度谈谈你的理解。（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诗歌情感的分析能力。
答案：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诗人抓住最有活力，最富生气的日出瞬间，把

生活中常见的自然景象表现得比真实更为美好，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自始至终表现渔翁和
大自然的相契之情，不仅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同样体现着他对自由人生的渴求。
（二）阅读下面文段，回到后面小题。（8 分）
（甲）微闻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倾侧，妇梦中咳嗽。宾客意少舒，稍稍正坐。
忽一人大呼“火起”
，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
百千犬吠。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
能名其一处也。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林嗣环《口技》
（乙）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来托钵，李饱啖之。僧甚感荷，
乃曰：
“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请以相授。”李喜，馆之客舍，丰其给，旦夕从学。三月，艺
颇精，意得甚。僧问：
“汝益乎？”曰：“益矣。师所能者，我已尽能之。
”僧笑，命李试其
技。……既而支撑格拒，李时时蹈僧瑕，僧忽一脚飞掷，李已仰跌丈余。僧抚掌曰：
“子尚
未尽吾能也。
”……
李由此以武名，遨游南北，罔①有其对。偶适历下，见一少年尼僧弄艺于场，观者填
溢。……李在侧，不觉技痒，意气而进。……尼乃曰：“既是憨师弟子，同是个中人，无妨
一戏。但两相会意可耳。
”李诺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年少喜胜，思欲败之，以要一
日之名。……尼乃起。少间，李腾一踝去。尼骈五指下削其股，李觉膝下如中刀斧，蹶仆②
不能起。尼笑谢曰：
“孟浪忤客，幸勿罪！
”李舁③归，月余始愈。
后年余，僧复来，为述往事。僧惊曰：
“汝大卤莽！惹他何为？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
股已断矣！
”
——蒲松龄《武技》
注：①罔，无。②蹶仆，跌倒。③舁，共同用手抬。
12.解释下列句中划线的词。
（2 分）
①不能名其一处也
名：______
②有薄技，请以相授
以：______
③馆之客舍
馆：______
④然以其文弱故，易之
易：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能力。
答案：①说出 ②把 ③住 ④认为……容易
13.简要说明两文在写法上的相同之处及其作用。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写作手法的理解掌握。
答案：都运用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突出表现了口技艺人的憨和尚的技艺高
超。
14.在为学、行事、成才等方面，你从两文身怀技艺者身上获得了怎样的教益？（3 分）
解析：本题为阅读启示题，是开放类试题，不要求统一答案，只需言之成理，符合题目的要
求即可。作答本题时，围绕为学需精研，做人需低调来表述即可。
答案：做学问一定要精心研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人一定要谦虚低调。
（三）阅读短文，回答问题。（8 分）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

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
“豆腐西施”
。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
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
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闰土哥，——你来了？……”
“老爷！……”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
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
掉……”
15.试对选文中人物外貌描写作简要赏析。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外貌描写的赏析。
答案：选文描写了杨二嫂的外貌，写她“凸颧骨，薄嘴唇”
，表现她为人的刻薄；“五十岁”
交代了她的年龄，再写她站立时两手搭在髀间的姿势，作者以一个生动的比喻，形象地表现
出她的身材瘦弱，性格泼辣，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庸俗的小市民形象。
16.探究闰土、杨二嫂语言描写的作用，写出你发现的结果。（4 分）
解析：本题考查人物语言描写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
答案：闰土、杨二嫂语言描写都交代了他们的生活现状——穷，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
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四）阅读短文，回答问题。（14 分）
植物会说话
丹尼尔•查莫维茨
①五角菟丝子作为一种蔓生植物，因不含叶绿素，需要寄生在其他植物中吸取其营养方
可生存。它幼苗的颈尖以小圆圈的方式探测周围环境，寻找它所偏好的植物，就像我们蒙住
眼睛时用手试探周围环境，或是深夜在厨房找灯的开关时的样子。实验人员不论将番茄放于
什么地方，菟丝子的藤始终朝着番茄方向生长。为了证实菟丝子能够嗅出番茄所在位置这个
猜想，孔苏埃洛•德莫拉埃斯将它和番茄分别放入一个密闭的盒子里，两盒之间用管子相连
保证空气对流，结果它总是朝着管子方向生长。又在棉签上涂上番茄提取液，它还真中了圈
套，朝着涂有提取液的棉签生长。此后，她拿成分非常相似的番茄和小麦的提取液做实验，
尽管二者都含有一种挥发性化合物β --月桂烯，但因番茄还释放出两种能吸引菟丝子的挥发
性物质，而小麦不含这两种挥发性物质，且还会释放一种令菟丝子讨厌的气体，菟丝子当然
向着番茄方向生长。
②1983 年，戴维•罗德斯发现，一棵柳树被天幕毛毛虫啃噬过，临近柳树的叶子变得不
受毛毛虫欢迎，是因为后者的叶子中含有不合毛毛虫口味的酚类和单宁化合物，而那些较远
的健康柳树却不含这些化合物。受损柳树和临近健康柳树之间，没有共同的根，树枝间也没
有相互接触。被啃噬的柳树是通过空气向临近健康柳树发出了一种信息素信号，即通过化学
信号对它们说：
“当心！保护好自己！”接着，杰克•舒尔茨以杨树和唐枫幼苗为对象进行实
验，支持了罗德斯的观点。
③“植物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罗德斯的这一发现，颠覆了我们以往对植物的认识。然
而这些报道大多缺乏正确对照，或结果被夸大，往往受到其他科学家的驳斥。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大量植物通过气味进行交流的现象已被反复证实。但问题是，植物真的能彼此交流
（有意识地发出预警）吗？是否健康植物只是“偷听”到了临近受损植物的自言自语（而非
受损植物有意告知它们）？马丁•海尔提出了疑问并晨开深入研究。他知道，利马豆植株被
甲虫侵扰时会有两种反应：被啃噬的叶片会向空气中释放一些挥发性化学物质；而花则会产
生花蜜，吸引以甲虫为食的节肢动物。--那它为什么会释放这些化学物质呢？
④他从三棵利马豆植株中选取了 4 张叶片做实验：从被啃啮过的同一植株上选择了 2
张叶片--第 1 张被甲虫啃啮过，第 2 张没有；第 3 张为临近的、未被啃啮过的健康植株；第
4 张为被隔离的、未被啃啮过的健康植株。通过气相高端分析技术鉴定，第 1、2、3 张叶片
周围空气中都含有挥发性物质；第 4 张叶片周图则没有。这说明受损植株临近的健康植株不
易遭受到虫害侵扰，却没有得出他们想要的结果。
⑤海尔调整了实验设计来检测他的假设。将两株植物放在一起，但用塑料袋将被啃啮过
的叶片封闭 24 小时。然后按照上一个实验的方法选择 4 张叶片进行检测，结果发生了变化。
被啃啮过的叶片仍然释放化学物质，但同一植株的同一根藤以及邻近藤上的其他叶片却与对
照叶片相似--它们周围空气中没有这些化学物质。解下密封袋，用小风扇将袋中的气体向两
个方向吹：一是向这根利马豆藤上方的临近叶片，二是朝着远离利马豆的空气中。结果发现，
接触到袋中气体的植株叶片自己也开始释放同样的气体，且植株还会分泌花蜜。那些没有接
触到气体的叶片和植株则与以前一样。
⑥几十次实验结果一致，秘密揭开了：被啃啮过的叶片释放气体，是为了保护植株自身
的其他叶片不受攻击。即当一张叶片受到昆虫或细菌的侵害时，会释放出气味，警告同一植
株上的其他叶片保护自己，抵御将临的侵袭。就像中国长城上的烽火台，守卫者们用点燃烽
火的方式传递信号，警告其他守卫塔有敌人来袭了。临近植株则以嗅觉方式“偷听”受损植
株自身叶片间的“唤觉对话”
，便做出反应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当然，利马丘这种气味信
号只能传播一两米远，但这一发现为人类保护树木和作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⑦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特殊的气味。植物和动物也可以利用这些气味进行复杂的交流。比
如花的香气可以吸引授粉者，果实的香气可以吸引采摘者，这些都有利于种群的繁衍。植物
显然没有嗅觉神经，不能将气味信号传到大脑进行诠释。但是像菟丝子、利马豆一样的其他
植物，都能够对信息素做出响应，只要觉察到空气中有挥发性化学物质，它就能将气味信号
转化成一种生理反应，这当然也是一种嗅觉，且是出于生存的需要。
17.“植物会说话”在文中指什么？（4 分）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信息。
答案：植物之间可以相互交流。
18.简要说明第③段在文章中的作用。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段落作用。
答案：承上启下。
19.举例说明本文运用的一种说明方法及其作用。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说明方法。
答案：第一段运用了举例子的说明方法。举了五角菟丝子的例子，具体有力的说明了植物之
间可以相互交流的事实。
20.你从文中科学家身上获得哪些科学精神或思想方法方面的启示？（3 分）
解析：本题为阅读启示题，是开放类试题，不要求统一答案，只需言之成理，符合题目的特
点即可。作答本题时，围绕用实验验证推理，科学严谨的精神表述即可。

答案：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和万事求真求细的追求精神。
（五）阅读短文，回答问题。（16 分）
根赋
刘增山
白杨树，树白杨，雨水泥土是亲娘。开春盼到谷子黄，盼你长大做根梁。
这大概也是祖母对我的祈祷词了。
这次请了“创作假”回去，正赶上家里翻盖房子，想不到父亲要把房后那棵大白杨树刨
下来做梁了！全家人都为之痛惜，我心里更不是滋味。心想：父亲啊，这几年家里日子过得
富富有有，要盖房，去集上买根粱就可以了，为啥偏要刨树呢？您忘了吗，父亲？这白杨树
是您给儿子树立的一块如何生活的“人标”啊！三十多年来，您儿子的青春、生命和事业，
都和白杨树紧紧地连在一起！每当在工作中遇到艰难困苦时，我眼前便会出现白杨树那挺拔
威严的锌铮硬骨，从而激起战胜困难的坚毂和力量；每当在生活中遇到歪风邪气摇撼的时候，
我眼前便会浮现出白桶那伟岸、正直的身姿，从而立定脚跟决不东倒西倾；每当在前进的道
路上遘到挫折的时候，我眼前便会闪现出白杨树那刺破青天、蓬勃向上的茎尖，从而又会重
振进击的锐气；每当在生活中遢到不幸的时候，我的耳边便会响起白杨那哗啦啦的歌唱，从
而掀去心头郁积的阴霾，笑迎命运的各种挑战……
白杨啊，使我的生命茁壮！
白杨啊，使我献身的事业发展！
如今父亲要把我心中的树刨掉，怎不令人翻肠倒肚？可转念一想，父亲又不是个没有思
想的鲁人，若论对白杨的感情，他并不比我浅啊！几十年里，父亲作为白杨的“保护人”像
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精心护理着这棵他亲手抚育成材的树。记得一次，一头小驴驹把树皮
啃了，父亲一鞭上去，把驴驹从坡上抽到坡下，拌了个半死；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那个粮
食比命还贵重的年代，有人要用一千斤大米买下这棵树，父亲饿得一身浮肿，也没有答应，
他不想为了吃几顿饱饭而去抹掉正在大学深造的儿子心中的“人标”
；1963 年发大水时，山
洪冲歪了白杨树，父亲硬是用他那黑红的脊梁，把白杨树给扛直了，用他的话说“可不能让
孩子心中留下一棵歪脖子树”……
也许父亲认为做大梁算是为它找到一个归宿。想到这里，心里平静了许多，我决心服从
父亲的裁决。
“你去看看那树根吧。
”寡言少语的父亲递给我一把镐头说，
“一棵树不光是露在地面上
的。
”
啊，好难刨下的根！
过去，我只注意欣赏白杨树那棵露在大地上的繁华茂盛的枝叶，没想到它在地下还有如
此虬曲壮观的根系。那深扎在沙石和岩壁之间的根，千条万绪、纵横盘缠，相互纠葛。那主
根深不可测，那旁根、须根多不可数，那簇簇根系，千姿百态，异状纷呈。有的像一队浩荡
进攻的兵士，剑拔弩张，在地下那黑暗的岩层间拼搏、抗争，开辟着进军的路；有的像一队
队吃苦耐劳的矿工，在地下那岩石的縫隙中匍匐着身体向前掘进，奋战，争取着生命的发展；
有的则像一群群勤劳坚韧的蚯蚓，拼命地在地下吮吸着乳汁，汲取着营养，然后把它输送给
地上的树干；有的盘曲的根则更像那抛在地心的锚，为了稳固那地上的大树，而紧紧地死抱
着岩石……
刨着，刨着，我不禁对根肃然起敬。白杨啊，我终于懂得了，你那高大的身躯为什么能
风打不动、雨浇不倒呢？是这地下坚定顽强的根支撑了你呢！白杨啊，为什么你能长出翠玉
般的绿叶，开出轻絮飘飞的花呢？是因为地下有勇于献身的根营养了你呀！白杨啊，为什么
你又能顶天立地的雄踞大地呢？是那不怕埋没的根把荣耀全部馈赠给了你呀！

父亲这时问我：
“听说，地上的树身有多高，地下的树根就有多长，书上写过吗？”
父亲又问我：
“还听说，地下的树根有多少，地上的树叶就有多少，书上能查到吗？
我为父亲的话惊得一时说不出话，许久才回过神来：
“都该写上。”
我不能从生物学的角度去回答父亲提出的这些问题，但父亲的提问却使我获得了一个新
的生命哲理……
21.作者为什么把这棵白杨称之为“我心中的树”？（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掌握。
答案：因为白杨树给了我前行的动力，让我能乐观的面对生活，它在我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说它是我心中的树。
22.章围绕“刨树”表现了“我”情感的变化过程，试作梳理概括。
（3 分）
______→平静→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信息的能力。
答案：痛惜；肃然起敬；震惊。
23.章对根的描写“显其形”
“传其神”
，试对此加以赏析。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赏析句子。
答案：运用比喻和排比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的表现了根的千姿百态和吃苦耐劳勤劳坚韧。
24.文以“根赋”为题，却为什么写树身及父亲对树的呵护？（4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掌握。
答案：引出下文对根的刻画和赞美，从侧面表现出根的伟大和坚韧。
25.认为结尾处作者从父亲的问话中领悟到了怎样的“生命哲理”？（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文章主旨。
答案：一个人要坚定顽强，默默奉献，勇于献身，不慕名利。
三、写作（共 50 分）
26.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日出月没，春雷冬雪，雁阵行空，古莲萌芽……没有人说得清大自然到底隐藏着多少秘
密。
“嫦娥”奔月，大脑移植，机器人驾车……不知破解了多少科学秘密。其实，一粒细胞、
一个成语，一架公式、一次实验、一段历史……不也曾经成为你百思不得其解的秘密吗？或
许，至今你还在疑惑，小时候吃到的鱼为什么没有刺，现在即便下雨天为什么也没有人来接
你回家；妈妈为什么在你领到了奖状后反而泣不成声；老师为什么在你做了错事后对你微笑；
你一度误解的同伴为什么成了情同手足的好友……可以说无数个秘密构成了这个充满神奇
色彩的世界。一个秘密被破解，新的秘密接踵而至，而在不断发现和破解秘密的过程中，真
善美“水落石出”--我们的情感不断受到泪水的洗礼，我们的生命质量不断获得新的提升，
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默契；每一个人也因而变得好奇、执着、睿智、善良、
谦逊、阳光……
要求：①以“解密”为题目写一篇作文。②文体不限，不少于 600 字。
解析：这是一则命题作文。根据材料中的“真善美“水落石出”——我们的情感不断受到泪
水的洗礼，我们的生命质量不断获得新的提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默契；
每一个人也因而变得好奇、执着、睿智、善良、谦逊、阳光……“本文应重在表现通过解开
了某个秘密而让自己的心灵获得了成长。创作本文前，应明确以下几个问题：这个秘密是谁

的秘密？我是怎样发现这个秘密的？我是怎样解开这个秘密的？解开了这个秘密后我获得
了哪些教益？
答案：范文：
解密
童年，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龄，我爱动的性格“成就”了无数傻事，但似乎随着时间的
流逝，都如流水般地，留下痕迹，却又迅速消逝了，无人知晓，也无人问津；但那一日，那
个天不知、地不知的举动让我解开了妈妈的秘密，让我我难以忘怀……
那天，正值妈妈放假，妈妈将与她“形影不离”的小包放在了书桌上，拉链半开着，露
出一个黑色的小本子，好奇顿时涌上心头，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却发现那上面带着锁，
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又不敢轻易“下手”
，便时时留心妈妈到过的旮旯边、抽屉边。皇
天不负有心人，那天，我终于找到了钥匙，趁妈妈买菜的当儿，我找出钥匙，小心翼翼地打
开小本子，密密麻麻的小字占据了我的视野，
“x 月 x 日，工作，要完成……”
“x 月 x 日，
放假，要换洗床单……”这是妈妈每天的任务吗？工作、家务，我忽然感到妈妈肩负的职责
之重，忽然感到她的不易及种种艰辛，一种自责、一种愧疚涌上心头……小心翼翼地放回钥
匙和小本子，那一瞬间，我仿佛长大了……
妈妈买完菜回家，我打开门，主动提起妈妈手中的菜，呵，好重，但我还是坚持提到了
厨房，妈妈张了张嘴，惊讶填满了她的脸，想说什么，却又欲言不止，微微笑了笑，眉宇间
洋溢着欣慰。难道妈妈发现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可能，但我的改变却是真的。每天早
晨，我会乖乖地整理好被子，经常地帮着拖地，然后看着妈妈惊讶的表情偷偷地笑。后来妈
妈也习惯了，但她依然不知道某一月某一日她女儿的那个举动与那瞬间的吃惊、成长。
隐藏了一年多的小秘密，终于借这只笔，倾吐了出来，至今仍未忘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
那个小女孩惊讶的脸与妈妈吃惊的表情。接触到那些文字，忽然体会到了她的辛苦、产生了
要为妈妈分忧的念头——妈妈，您现在知道了我那一系列变化的原因了吧，谢谢您，十几个
春秋来对我无微不至的呵护。都说母爱如水，但谁知母爱背后里深深的责任感，作为孩子的
母亲，她要照顾孩子，完成一系列家务；作为社会的成员，她要工作，要供给家的经济来源。
在昼夜的忙碌中母亲在变老，为了这个家，母亲在不断付出——也是否得到了回报了呢？细
想想，也许自身的成熟便是最美的回报。
如今，早已隐去了童年的天真，顽皮，但还是少不了好奇，那一次“天不知，地不知”
的举动，让我解开了妈妈的秘密，也让我收获了成长，虽已说出，但我还是会将它保留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