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江苏省南通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23 分）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问题。
（5 分）
中华民族是 chóng shàng 英雄、成就英雄 A 英雄辈出的民族。历久弥新的英雄精
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今天，中国正发生着 B （日新月异/日积月累）的变化，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英雄精神。让我们 míng jì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从英雄
身上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páng bó力量。
1.根据拼音在田字格内用正楷写出相应的汉字。（3 分）

解析：本题考查汉字的字音和字形的识记和书写能力，注意形近字和同音字的辨析。注意汉
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答案：崇尚 铭记 磅礴
2.请在 A 处填上恰当的标点符号。
（1 分）
A 处的标点符号是_________。
解析：三个短语是并列短语，中间有较短的停顿，所以中间都用顿号。
答案：顿号（、
）
3.从括号内选择恰当的词语填在 B 处。（1 分）
B 处的词语是_________。
解析：第三句话的语境是中国发展变化的迅速。而“日新月异”指发展或进步迅速，不断出
现新事物、新气象。
答案：日新月异
文道中学开展“致敬英雄”主题活动。（9 分）
4.活动一：读英雄（4 分）
英雄就是为了实现美好理想，艰苦奋斗，长期坚持，战胜一切困难的人。
请结合《西游记》三打白骨精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创作《暴风雨所诞生的》中
的具体内容，谈谈孙悟空或保尔为什么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解析：根据对这两部名著的理解，对人物形象的把握程度选定一个人物，然后结合原著的情
节证明其是英雄即可。
答案：
（示例一)孙悟空不为白骨精几次三番的变化所迷惑，也不顾忌师傅的紧箍咒，打死了
白骨精。
（示例二）保尔历经磨难，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但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
完成了《暴风雨所诞生的》小说创作。
5.活动二：访英雄（2 分）
根据下面材料，以小记者的身份，向英雄机长刘传健提两个问题。
川航 3U8633 航班飞行途中，风挡玻璃突然爆裂。机长刘传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其实
那时候我真没把握，我当时心里也是喊‘完了，完了’。”然而，他临危不乱，凭借手动和目
视操纵飞机安全备降，所有乘客平安落地。

解析：阅读材料并分析，根据所给材料的情境提出相关的问题。
答案：
（示例）刘机长，当风挡玻璃突然爆裂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
的？
6.活动三：学英雄（3 分）
下面是“我也可以成为英雄”主题班会主持人的结束语，请将它续写完整。
同学们，英雄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英雄细胞，学英雄不
是要你做力所不能及的事……
解析：题干已经给出了结束语的前一句，要根据“学英雄不是要你做力所不能及的事”写好
下句。注意关联词“不是……而是……”的运用。
答案：
（示例）而是要你能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常的生活中，拥有一颗成为英雄的心，做好
力所能及的事。
7.用课文原句填空。
（9 分）
（1）子曰：
“____________，可以为师矣。
”
（
《<论语>八则》）
（2）烈士暮年，____________。
（曹操《龟虽寿》）
（3）万里赴戎机，____________。
（《木兰诗》）
（4）晴空一鹤排云上，____________。
（刘禹锡《秋词》
）
（5）____________，燕然未勒归无计。（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6）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是无数仁人
志士面对生死，做出的无悔选择。
（《〈孟子〉二章·鱼我所欲也》
）
（7）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就是希望我们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个有
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解析：名句默写要注意字形，而字形与字义分不开，应借助字义来识记字形。注意重点字的
写法。不要出现错字。
答案：
（1）温故而知新 （2）壮心不已
（3）关山度若飞
（4）便引诗情到碧霄
（5）浊酒一杯家万里
（6）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7）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二（62 分）
（一）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问题。
（6 分）
泛海怀通州
【宋】文天祥
江波无奈暮云阴，
一片朝宗①只此心
今日海头觅船去，
始知百炼是精金。
【注释]①朝宗：归向大宋王朝。
8.这首诗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情感？（2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诗人思想情感的分析能力。理解好诗句内容，可以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分析。
答案：这首诗抒发了诗人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临危不惧的坚强意志和忠贞报国的思想感情。
9.你从哪些词句中读出了文天祥在通州的艰难处境？请简析。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诗句内容的理解。可以结合“江波无奈暮云阴”这句景物描写来分析。注

意景物描写对人物处境的烘托渲染作用。
答案：此诗首句写景“江波无奈暮云阴”描写波涛浩渺，暮色苍茫，反衬出艰难困苦的处境。
（二）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问题。（17 分）
金圣叹先生传
【清】廖燕
①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吴县诸生也。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
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时有以讲学闻者，先生辄起而排①之，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
徒讲经。经名“圣自觉三昧”
，稿本自携自阅，秘不示人。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盼伟
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
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座下缁白四众②，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先
生则抚掌自豪，虽向时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不顾也。
②鼎革后③，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除朋从谈笑外，惟兀坐④贯华堂中读书著
述为务。或问“圣叹”二字何义，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
，在颜渊为叹圣，在
与⑤点则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也！
”所评《离骚》
《南华》
《史记》
、杜诗、
《西厢》
《水浒》，
以次序定为六才子书，俱别出手眼。
③先生殁，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著，至今
学者称焉。
④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传其略如此云。
（选自《二十七松堂集》
，有删改）
【注释】①排：批驳。②缁白四众：泛指听众。③鼎革后；入清后。①兀坐；独自静坐。⑤
与：赞同。
10.请用斜线（/ ）标出下面句子的朗读停顿。
（共两处）（2 分）
以 次 序 定 为 六 才 子 书
解析：文言语句的节奏划分一般以句意和语法结构为划分依据，一般来说，主谓之间应该有
停顿，句中领起全句的语气词后应该有停顿，几个连动的成分之间也应该有停顿。
答案：以次序/定为/六才子书
11.请写出下列句子中划线词的意思。
（4 分）
（1）好饮酒，善衡文
（2）鼎革后，绝意仕进
（3）或问“圣叹”二字何义
（4）因为诗吊之
解析：先要大致了解文章内容，弄清句子的意思，根据句意和对文言常用词的掌握来判断字
词义。解释时要注意辨析词义和用法的变化，根据语境判断字词义。
答案：
（1）喜欢。
（2）断绝。
（3）有人。 （4）写。
12.请用现代汉语写出第②段画横线句的意思。
（3 分）
除朋从谈笑外，惟无坐贯华堂中读书着述为务。
解析：翻译句子时，要注意重点词语，一定要翻译到位，切忌漏翻关键词语。注意“惟”
“着
述”
“务”等字词的翻译。
答案：除了和亲人朋友谈笑之外，
（先生）只是独自端坐贯华堂中，把读书著述作为追求。
13.阅读第①段，回答问题。
（4 分）

（1）哪一句话高度概括了金圣叹的性格特点？（2 分）
（2）指出画波浪线句子的作用。
（2 分）
解析：第一问，把握文言文的人物精神品质，概括人物的性格的特点，可以分析具体事件。
分析各种描写。第二问，理解句意，内容是在写听众的表现，侧面描写用以衬托传主的形象。
答案：
（1）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
（2）这是写听众的表现，从侧面衬托传主的形象。
14.纵观全文，阐述作者为金圣叹作传的缘由。
（4 分）
解析：首先理解全文，扫清文字障碍，疏通文意，读懂内容。在准确理解词意、句意、段意
的基础上，梳理各句之间的内在联系，依据题干要求提取重要信息。
答案：作者对金圣叹的评点推崇备至；对金圣叹倜傥高奇、俯视一切的性格特点无比敬佩；
对金圣叹在鼎革后，绝意仕进的气节心灵相通。
（三）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问题。
（17 分）
假如汉字会说话
乐琦
①假如汉字会说话，它会告诉你：汉字，蕴藏着中国人对天地万物的体验与认知，蕴藏
着中国人一脉相承的智慧。
②汉字，是人类伟大的发明。
《淮南子》里有一句非常动人的话：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
鬼夜哭！
”汉字的出现，就像一场暴风雨，洗刷了之前的蒙味和黑暗，开启了一个新的文明。
你看，甲骨文的雨（

）
、山（

）、本（

）末（

）、采（

）
、休（

），视之

其象可见，察之其事可明，思之其意可会。一个方块字就是一方天地，这是只有汉字才能传
达的意境。当我们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时候，分明可以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这种穿越时空的心灵交流是很多发明难以比拟的。
③秦始皇统一六国，将小篆作为全国的标准字体。自此，汉字从最初的象形意义系统逐
渐发展为成熟的文字体系。
④以往的汉字学习，大家更关注汉字怎么读、怎么写，至于字的本源意义，却甚少涉及。
为什么我们把自来水的开关称为“水龙头”？相传龙会口吐大水而形成雨，
“龙吐水”成为
古人对龙的一种形象表达，而“水龙头”的喷水功能也正好与“龙吐水”不谋而合。为什么
我们把新年的第一天称作“元旦”？“元”
，指开始，是第一的意思。
“旦”是指事字，上面
的“日”代表太阳，下面的“一”代表地平线。“旦”即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象征一
日的开始。
“元”和“旦”结合起来，就引申为新年开始的第一天。今天，我们在迎接新年
第一轮朝阳时，依然可以想见，五千多年前先人在黎明时分看到日出时画出“旦”的情景。
传承五千余年的汉字，承载了中华民族悠长而有活力的记忆。
⑤中国人对汉字的敬畏从汉字产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古代，读书人“敬惜字纸”
。直
到现在，每逢过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贴春联。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此时的汉
字，正通过一种特殊的仪式，传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祈盼。
⑥今天，汉字已经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爱上汉字，迷恋汉字。瑞典汉学家高本
汉在瑞典教汉字，每教一个字，都会解释这个字的来龙去脉。他的学生林西莉写了一本风靡
全球的《汉字王国》
，讲述中国人和汉字的故事。美国人斯睿德，用二十年时间研究汉字的
字源，创办了汉字字源网，被称为“汉字叔叔”。
⑦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古典文字，独具特色，内涵丰富。汉字的古今同脉是
民族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的根基。让我们一起追溯汉字的根与源，领悟中华历史文化的博大

精深，升华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选自 2018 年 5 月 7 日《人民日报》
，有删改）
15.阅读全文，概括作者的主要观点。
（3 分）
解析：通读全文，梳理脉络，分清层次，综合考虑，提取要点，找到关键句，必要时用自己
的语言概括即可。
答案：汉字蕴藏着中国人对天地万物的体验与认知，蕴藏着中国人一脉相承的智慧。追溯汉
字的根与源，可以领悟中华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升华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16.“甲骨文的雨（ ）
、山（ ）
”
“视之其象可见”。请用简短的文字分别描述你看到甲骨文
“雨”和“山”后想到的景象。
（4 分）
解析：看懂甲骨文的“雨”与“山”字的形状特点，联想到今天“山”与“雨”两个字在今
天的意思。然后发挥想象，解读其义。
答案：看到甲骨文的“雨”
：云层中降落的水滴，淋淋漓漓；看到甲骨文中的“山”：地平线
上的群峰起伏连绵。
17.如果把下面这段话作为本文第⑥段的论据，你觉得可以吗？请简述理由。
（4 分）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孙女阿拉贝拉十八个月时就开始学习中文。去年，她用中文背《三
字经》和古诗的视频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让世界见识到了中文这一语言的独特魅力。
解析：论据与论点是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因此论据与论点之间应有内在联系、有契合点才
行，否则就不能证明论点。
答案：示例：我认为可以。这段文字的观点是如今汉字已经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爱
上汉字，迷恋汉字。特朗普的外孙女从小就学中文，能用中文背诵《三字经》和古诗，足以
证明这一论点。
（如果认为不可以作为论据，只要言之有理亦可）
18.有人认为，学习汉字只要知道怎么读、怎么写就足够了，不必深究字的本源意义。请联
系自己学习汉字的经历，结合本文及材料【甲】【乙】、谈谈你的认识。（6 分）
【甲】我们的汉字集形体、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它的独特魅力，是永远不可能改变，
也是无可替代的。即使是汉语拼音，可以作为学习发语的辅助工具，但是绝不可能代替汉字
本身，因为它没有也不可能具有那种魅力。
（选自袁鹰《汉字的魅力》
）
【乙】观看《开学第一课》
，我印象最深的是“字以溯源”中王宁老师展示的“正”
“直”
的造字思路和演化。行不离轨是“正”，目不斜视为“直”。
“正直”就是看清道路，奔向目
标。之前，我都不知道每天都在书写的汉字，竟这么富有哲理。
（选自网络：某中学生《<开学第一课>观后感》
）。
解析：据文章内容，指出“学习汉字只要知道怎么读、怎么写就足够了”这句话的错误。可
从汉字是集形体、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点来分析。
答案：示例：我认为，学习汉字不仅仅要知道怎么读，怎么写，还应该探究字的本源意义。
因为汉字集形体、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是一切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在自己的日常学习
中，追溯汉字的根与源，领悟中华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升华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四）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问题。
（22 分）
我爱燕园
宗璞
①考究起来，我不是北大或燕京的学生，也从未在北大任教或兼个什么差事。我只是一

名居民，在这里有了 35 年居住资历的居民。时光流逝，如水如烟，很少成绩；却留得一点
刻骨铭心之情：我爱燕园。
②我爱燕园的颜色。五十年代，春天从粉红的桃花开始。看见那单薄的小花瓣在乍暖还
寒的冷风中轻轻颤动，便总为强加于它轻薄之名而不平，它其实是仅次于梅的先行者。还没
有来得及为它翻案，不要说花，连树都难逃斧钺之灾，砍掉了。于是便总由金黄的连翘迎来
春天。因它可以入药，在校医院周围保住了一片。紧接着是榆叶梅热闹地上场，花团锦簇，
令人振奋。白丁香、紫丁香，幽远的甜香和着朦胧的月色，似乎把春天送到了每人心底。
③绿草间随意涂抹的二月兰，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是野生的花，浅紫掺着乳白，仿佛
有一层亮光从花中漾出，随着轻拂的微风起伏跳动，充满了新鲜，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机。
简直让人不忍走开。紫色经过各种变迁，最后便是藤萝。藤萝的紫色较凝重，也有淡淡的光，
在绿叶间缓缓流泻，这时便不免惊悟，春天已老。
④夏日的主色是绿，深深浅浅浓浓淡淡的绿。从城里奔走一天回来，一进校门，绿色满
眼，猛然一凉，便把烦恼都抛在校门外了。绿色好像是底子，可以融化一切的底子，那文眼
则是红荷。夏日荷塘是我招待友人的保留节目。鸣鹤园原有大片荷花，红白相间，清香远播。
动乱多年后，寻不到了。现在勺园附近、朗润园桥边都有红荷，最好的是镜春园内的一池，
隐藏在小山之后，幽径曲折，豁然得见。红荷的红不同于桃、杏，鲜艳中显出端庄，就像白
玉兰于素静中显出华贵一样。
⑤秋天的色彩令人感到充实和丰富。木槿的花有紫有白，紫薇的花有紫有红，美人蕉有
各种颜色，玉簪花则是玉洁冰清，一片纯白。而最得秋意的是树叶的变化。临湖轩下池塘北
侧一排高大的银杏树，秋来成为一面金色高墙，满地落叶也是金灿灿的，踩上去不由生出无
限遐想。池塘西侧一片灌木不知名字，一个叶柄上对称地生着秀长的叶子，着雨后红得格外
鲜亮。
⑥一望皆白的雪景当然好看，但这几年很少下雪。冬天的颜色常常是灰蒙蒙的，很模糊。
晴时站在未名湖边四顾，天空高处很蓝，愈往边上愈淡，亮亮地发白，枯树枝桠，房屋轮廓
显出各种姿态。像是一幅没有着色只有线条的钢笔画。
⑦我爱燕园的线条。湖光塔影，常在从燕园离去的人的梦中。映在天空的塔身自不必说，
投在水中的塔影，轮廓弯曲了，摇曳着，而线条还是那么美!湖心岛旁的白石舫，两头微微
翘起，有一点弧度，显得既圆润又利落。据说几座仿古建筑的檐角，因为缺少了弧度，而成
凡品。湖西侧小山上的钟亭，亭有亭的线条，钟有钟的线条，钟身上铸了十八条龙和八卦。
那几条长短不同的横线做出的排列组合，几千年来研究不透。
⑧我爱燕园的气氛，那是人的活动造成的。每年秋天，新学年开始，园中添了许多稚气
的脸庞。"老师，六院在哪里？""老师，一教怎样走？"他们问得专心，像是在问人生的道路。
每年夏天，学年结束，道听途说则是："你分在哪里？""你哪天走？"布告牌上出现了转让车
票、出让旧物的字条。毕业生要到社会上去了。不知他们四年里对原来糊涂的事明白了多少，
也不知今后会有怎样的遭遇。我只觉得这一切和四季一样分明，这是人生的节奏。
⑨有时晚上在外面走，看见图书馆灯火通明，像一条夜航的大船，总是很兴奋。那凝聚
着教师与学生心血的智慧之光，照亮着黑暗。这时我便知道，糊涂会变成明白。
⑩我爱燕园中属于我自己的记忆。我扫过自家门前雪，和满地扔瓜子壳儿的男士女士们
争吵过。我为奉老抚幼，在衰草凄迷的园中奔走过。我记得室内冷如冰窖的寒冬，也记得新
一代水暖工送来温暖的微笑。我那操劳一生的母亲怀着无限不安和惦念在校医院病逝，没有
足够的人抬她下楼。当天，她所钟爱的狮子猫被人用鸟枪打死，留下一只尚未满月的小猫。
这小猫如今已是十一岁，步入老年行列了。这些记忆，无论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都同样珍
贵。因为那属于我自己。
⑪我爱燕园。

（选自《宗璞散文选》，有删改）
19.阅读全文，说说作者依次从哪几个方面抒写了对燕园的爱。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中重要信息的筛选和提取。通读全文，整体把握，然后根据提干要求提
取关键句作答即可。
答案：燕园的颜色、燕园的线条、燕园的气氛、燕园中属于“我”自己的记忆。
20.朗读“我只是一名居民，在这里有了 35 年居住资格的居民”时，至少有两个词语必须重
读，你认为是哪两个？请简述理由。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词语的表现力。首先明确这两词语是“这里”
“35 年”
。再分析这两个
词语对表达感情和中心的意义。
答案：
“这里”
“35 年”
。
“这里”强调了地点是“燕园”，“35 年”突出了居住时间之久。这
样重读，不仅点明了题旨，还能很好地表现作者对于燕园的感情。
21.文中多次出现“我爱燕园”
，有什么作用？（4 分）
解析：阅读全文，从内容上看，抒发情感的需要，突出了文章的主旨。从结构上看，照应标
题，是文章的抒情线索。
答案：这段文字描写了二月兰和紫藤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作者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写出了二
月兰和紫藤的动态和活力.将二月兰和紫藤写活了，仿佛有了生命意识，充满着灵性，表现
了作者对这些不起眼的东西的喜爱，对燕园的喜爱。
22.有人评价《我爱燕园》
：
“贯串燕园四季景色描写的是宗璞对美的发现和深切领悟。很多
不起眼的东西，在她的笔下有了生命意识和灵性。
”请以第③段为例，说说这样评价的依据。
（4 分）
解析：从第 3 段中提取相关信息能够说明“在她的笔下有了生命意识和灵性”一句即可。比
如第 3 段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的运用，使景物有了生命意识，充满着灵性，很好地抒发了作者
的情感。
答案：从内容上看，直接抒情，表现了“我”对燕园的感情，点明了文章的主旨；从结构上
看，照应文章的标题，是文章的抒情线索，将文章的内容勾连在一起，衔接自然。
23.阅读下面两段文字，回答问题。
（6 分）
【甲】有时晚上在外面走，看见图书馆灯火通明，像一条夜航的大船，总是很兴奋。那
凝聚着教师与学生心血的智慧之光，照亮着黑暗。这时我便知道，糊涂会变成明白。
（宗璞《我爱燕园》
）
【乙】当我在图书馆里一排一排落上了些许灰尘的书架间徜徉，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童话
里的女孩，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启开了闪闪发光的仙宫大门。
（田晓菲《十三岁的际遇》
）
（1）两段文字都写到北大图书馆，它们共同的语言特色是什么？（2 分）
（2）说说你对宗璞的“兴奋”与田晓菲的“激动不安”的理解。（4 分）
解析：第一问考查语言特色，很明显，两段文字都运用了比喻修辞，语文生动形象；第二问
考查心理描写的分析能力。分析人物的心理变化首先对文章的情节进行简单的概括，然后从
事件中分析人物的心理，注意抓住文中的重点词语。
答案：
（1）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语言生动形象，文笔细腻。
（2）宗璞的“兴奋”是因为北大图书馆凝聚着教师与学生心血的智慧之光，照亮了黑暗，
使人由糊涂变得明白。田晓菲的“激动不安”是因为与北大图书馆的相遇，感觉自己将在这

里获得真理之光。她们的“兴奋”和“激动不安”都是因为对北大图书馆的热爱和对知识与
真理的追求。
三（65 分，其中含写字 5 分）
24.作文。
（60 分）
《七颗钻石》中“小姑娘”一次次让水是善，
《明天不封阳台》中“我”为了鸽子不封阳
台是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是善，人对自然万物的呵护是善……
仁爱的心地、美好的品行涵养化育了我们的心性，似雨露润泽了我们的青春年华。
请以“善，润了华年”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除诗歌外，文体不限；②不少于 600 字；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和人名；
④书写要正确、规范、美观。
解析：全命题作文首先要审好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题目，都要咬文嚼字，仔细琢磨，找出
题目的关键字眼在哪儿。找准它，根据它弄清题目的要求、重点和范围，确定文章的中心。
确定好文章的中心之后，再围绕中心选取最能表达中心的，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材料，列出
简要的提纲。文章可以选取一件或者几件生活中的小事，小场景，突出自己的善言善行对自
己和别人生活及心情的影响，感悟青春时代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精神，以及因为自己的言
行的善意而收获的美好青春年华。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