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湖南省怀化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语言积累与运用（37 分）
1.下列句子中划线字的字音或字形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sàng）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籍的东
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B.他总是把无穷的忧怨和紧迫的告急调理成文绉绉（zǒu）的语句，郑重地装进信封，然后，
把一颗颗破碎和焦灼（zhuō）的心亲自带向远方。
C.这不是害怕自己会束手无策（cè）地死于断粮的恐惧，而是害怕在饥饿还没有耗（hào）
尽他的最后一点求生力之前，他已经被凶残地摧毁了。
D.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漆黑起伏的连山，仿佛（fǒ）是涌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
向船尾跑去了。
解析：本题考查对字音、字形的识记。A.丧 sāng，
“狼籍”和“狼藉”都对；B.忧——幽，
绉 zhōu，灼 zhuó；D.佛 fú，涌——踊。
答案：C
2.下列各句中，划线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南海可燃冰的成功开采，意味着中国在清洁能源开发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B.封建迷信思想在某些人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要改变这个现状还需更多时日。
C.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赛场，参赛选手自信满满，对答如流。
D.张军同学经常向老师问问题，这种不耻下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解析：本题考查成语的理解与运用。D 项，
“不耻下问”不认为向地位比自己低、学问比自
己差的人请教为耻辱，与此处的语境不符。
答案：D
3.下列句子有语病的一句是（ ）（3 分）
A.经过共同努力，我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B.在日常工作中，党员干部应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传统。
C.我国制陶工艺历史悠久，陶器由以实用为主的器皿演变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品，深
受广大艺术爱好者的青睐。
D.《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生动地刻画了政府各类官员的典型形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
致好评。
解析：本题考查病句辨析及修改。B 项搭配不当，应该把“传统”改为“作用”。
答案：B
4.阅读下面的文字，下列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
（3 分）
我脱了上衣、皮鞋和袜子，穿着牛皮背心走下海去。这时离满满大约还有半个钟头，我
赶紧涉水而过。不到半个钟头，我就到了舰队停泊的地方，敌人见了我都吓坏了，就从舰上
跳到海里去，向岸边泅水逃命，一时跳下水的不下三万人。我赶快拿出绳索、钩子，把钩子
缚在每只船船头的一只孔里，接着又把所有绳子的另一头聚拢起来，扎在一起……我把眼镜
拿出来牢牢地戴在鼻子上。因为我有了这种防御，所以就继续大胆地工作起来。
A.“半个钟头”是偏正短语。
B.“因为我有了这种防御，所以就继续大胆地工作起来。
”是递进关系复句。

C.“我把眼镜拿出来牢牢地戴在鼻子上”一句中的“我”是代词。
D.“我赶紧涉水而过”一句中的“赶紧”是状语。
解析：B 项表述有误，从关联词“因为……所以……”可以看出本句是因果关系复句，不是
递进关系复句。
答案：B
5.下列句子排列顺序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①窗外的竹子或青山。经过窗子的框框望出，就是一幅画。
②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③有了窗子，内外就发生交流。
④这样，窗的境界就无限地增多了。
⑤颐和园乐寿堂差不多四边都是窗子，面向湖景，每个窗子都等于一幅画。
⑥而且同一个窗子，从不同的角度看出去，景色都不相同。
A.①③②④⑥⑤
B.①③⑤④⑥②
C.②③①⑤⑥④
D.②①③④⑥⑤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排序能力。这段文字先总说，后具体举颐和园的例子介绍窗子的作用，
所以第一句应该选总说的句子，即第②句，排除 AB；④为总结句，应该放在最后。
答案：C
6.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说”是古代抒情类文章的总称；“铭”是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或记述功德的文字；
“表”是古代向帝王上书陈情言事的一种文体。
B.《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塑造了宋江、鲁智深等一大批
人物形象。
C.《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传》
，又称《春秋
左氏传》
，旧传是春秋时左丘明所著。
D.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文笔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作品之一。《藤野先生》、
《从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
《阿长与<山海经>》都是其中的作品。
解析：本题考查文学常识的理解。A 项有误，
“说”是一种议论性的古代文体，大多是就一
事、一物或一种现象抒发作者的感想。
答案：A
7.名著导读。
（5 分）
（1）
《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是______，讲述的是____国船医格列佛因海难等原因流落到小人
国，__________，飞岛及马（慧骃）国等地的经历。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的识记与积累。
答案：斯威夫特
英
大人国
（2）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
这句话是出自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______，该小说以主人公______的生活经历为
线索，展现了从 1915 到 1930 前后苏俄广阔的历史画面和人民艰苦的斗争生活。（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的识记与积累。

答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保尔·柯察金

8.综合实践。
（6 分）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孝敬父母是学校的育人目标之一，学校准备进行以
“孝”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
（1）你在生活中做了哪些孝敬父母的事情，请你写出三条。（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语言表达能力，作答时可以围绕感恩父母，帮父母减轻负担，勤奋学习
等角度来回答，语言要简洁。
答案：给父母洗脚，帮助父母做家务，努力学习等言之有理即可。
（2）在“如何孝敬父母”的主题班会上，同学们进行了激烈地讨论。现在轮到你发言了，
你想说点什么呢？请用简明、连贯、得体的语言写下你要说的话。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语言表达能力，首先要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结合生活实际来谈，
注意以理服人。
答案：略
9.古诗词默写。
（8 分，每空 1 分）
（1）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__________。
（《诗经·蒹葭》
）
（2）正是江南好风景，__________。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3）落红不是无情物，__________。
（龚自珍《己亥杂诗》
）
（4）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__________。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5）陶渊明《饮酒》中表达自己悠然心境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
（6）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表达四海之内皆兄弟，即使在天边也感觉像邻居一样的
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名句名篇的背诵默写，注意识记与积累，别写错别字。
答案：
（1）在水一方
（2）落花时节又逢君
（3）化作春泥更护花
（4）射天狼
（5）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6）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二、阅读（53 分）
（一）诗歌鉴赏（8 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问题。
渔家傲·秋思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0.下面对这首词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词的上片中“长烟落日孤城闭”
，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相似。
B.词的下片中“羌管悠悠霜满地”
，写出了边关虽寒冷，但有羌管鸣奏，生活并不艰苦。
C.“塞下秋来风景异”中的“异”字，写出了边塞秋天的景物与江南一带不同。

D.“千嶂里”中的“千嶂”是指崇山峻岭。
解析：本题考查诗词鉴赏中的名句赏析。B 项有误，
“羌管悠悠霜满地”
，写出了边关寒冷，
生活很艰苦。
答案：B
11.这首词的上下片分别以什么表达方式为主，全词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5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诗词鉴赏中的情感赏析。本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
答案：上片侧重描写；下片侧重抒情。表达了词人思念家乡、功业难成的哀伤，有凄清悲凉
之感，也含蓄地表达了他对朝廷腐朽、软弱，不修武备、不重边功的愤懑之情。
（二）文言文阅读（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问题。
【甲】
曹刿论战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
人。
”对曰：
“小惠未徧，民弗从也。
”公曰：
“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对曰：
“小信
未孚，神弗福也。
”公曰：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战则请从。
”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
“未可。”齐人三鼓。刿曰：
“可矣。”齐师败绩。
公将驰之。刿曰：
“未可。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
”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
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
【乙】
子鱼论战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①。宋人既②成列，楚人未既济③。司马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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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而后击
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⑥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
“君子不重伤⑦，不禽⑧二毛⑨。
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⑩也。寡人虽亡国之余⑪，不鼓不成列。”
【注释】①宋公：宋襄公。泓：泓水，河流。②既：尽，全部。③济：这里指渡过泓水。
④司马：统帅军队的高级长官，此指子鱼。⑤陈：同“阵”
，此处意为摆好阵势。⑥门官：
国军的卫士。⑦重（chóng）伤：这里指不对受伤的敌人再次攻击。⑧禽：同“擒”⑨二毛：
头发花白的人。⑩阻隘：这里指险要的地势。⑪亡国之余：亡国者的后代。
12.解释下列划线的字词。
（4 分）
（1）牺牲玉帛（
）
（2）肉食者鄙（
）
（3）门官歼焉（
）
（4）公伤股（
）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实词的理解。本题要注意区分“牺牲”一词的古今义，在这里指的是“古
代祭祀用的祭品猪牛羊等”
；
“股”的意思不同于现代汉语，在这里是“大腿”的意思。
答案：
（1）古代祭祀用的祭品猪牛羊等
（2）鄙陋，这里指目光短浅
（3）被杀死

（4）大腿
13.请用“／”给下面句子标出朗读停顿（只标一处）
。（2 分）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断句的能力。要通读全句，理解句子主要意思，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文意
和常用的断句方法加以判读。
答案：宋公及楚人／战于泓
14.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4 分）
（1）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2）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语句的翻译能力。
“鼓”
“衰”
“竭”
“既”是本题中的关键词语，一定要
解释准确。
答案：
（1）打仗是靠勇气的。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的勇气，第二次击鼓，士兵的勇气
就减弱了，第三次击鼓后士兵的勇气就消耗完了。
（2）对方人多而我们人少，趁着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请您下令进攻他们。
15.理解文段内容，然后用原句回答。
（3 分）
（1）
【甲】文中曹刿
“请见”
的原因是
“__________”
，他认为“可以一战”的理由是“__________”
。
（2）
【乙】文中子鱼认为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是“__________”
。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解答本题的关键是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把握主旨，
联系实际，根据题目的要求和提示的信息梳理内容，找出答案。
答案：
（1）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2）及其未既济（既济而未成列）
16.你觉得造成两场战争不同结局的原因分别是什么？（4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文言文比较阅读，就是将两篇或两篇以上而且内容和形
式上有一定联系的文章，加以比较分析、对照鉴别地阅读。在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中达到提
高学生迁移思维能力和深入分析问题能力的目的。
答案：长勺之战鲁庄公取信于民且善于听取曹刿的建议，战争中善于抓住战机，因此取胜；
泓水之战宋公不能听取子鱼的意见，以“君子道德”之义作战，妇人之仁，固执己见，不能
抓住战机，因此失败。
（三）说明文阅读（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问题。
国产航母将使用的国产重型燃气轮机首次曝光
①燃气轮机是现代制造业的“动力之源”
，其中的涡轮高温叶片则是燃气轮机的核心部
件之一。日前，上海市科委重大专项课题“高温合金叶片制造技术研究”通过专家验收。
②燃气轮机是大型客机、特种船舶（重型航母）和民用发电等领域的主要动力源之一，
而涡轮高温叶片及其制造技术则是燃气轮机的核心，也是制约我国燃气轮机发展的主要瓶颈。
③国外对此严格保密，客观上使我国的大飞机、地面燃机等重大工程均受制于人。2008
年上海市科委设立重大研究专项课题，针对当前国际上最先进的 F 级 256MW 重型燃气轮机涡
轮高温叶片开展技术研究和攻关，由上海大学为主承担。
④涡轮叶片的制造原理，是将镍基金属溶液浇铸在模具，再进行冷却结晶，过程类似于

冬天水汽在玻璃窗上遇冷结晶形成“冰花”。涡轮叶片能否耐受高温、是否有足够的强度，
和结晶过程中的温度以及晶体形成的数量、甚至方向都有关系。
⑤一般来说，晶粒数越少，叶片的耐高温性越好，也越能胜任发电机燃气轮机等高功率
设备用途。目前行业内最难的技术，是让整个叶片成为一个晶粒，即“单晶”技术。
⑥此外，如果让晶粒有序地向一个方向排列，也能提高叶片强度，避免断裂，此类技术
为“定向”技术。通过 4 年的努力，课题组在上述两种技术路径上均有突破，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工艺路线。
⑦该项目的成功，不仅有助于我国在燃气轮机关键部件方面突破国外封锁，对于国内发
电厂来说也是重大利好消息。就比如重型燃机的一级涡轮，一共有 96 片高温合金叶片，如
果采用国外厂商的产品，一片叶片的制造成本在 40 万元左右，市场售价达 100 万元；但如
果采用国产叶片，制造成本仅为国外价格的 1／4。
⑧中国将会在 2015 年完成首艘常规动力航空母舰（排水量在 5-6 万吨）的建造工作，
而首艘核动力航母预计将会在 2020 年下水。
（选自《参考消息》
，略有改动）
17.阅读选文，制约我国燃气轮机发展的主要瓶颈是什么？（3 分）
解析：本题考查从文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从“涡轮高温叶片及其制造技术则是燃气轮机
的核心，也是制约我国燃气轮机发展的主要瓶颈”提炼出问题的答案。
答案：涡轮高温叶片及其制造技术
18.下列说法中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3 分）
A.一般来说，晶粒数量越少，其耐高温性越差。
B.涡轮叶片的制造过程类似于冬天水汽在玻璃窗上遇冷结晶形成“冰花”，其强度、耐高温
性与结晶过程中的温度以及晶体形成的数量、方向有关系。
C.以上海大学为主承担的重大专项课题组在“单晶”技术和“定向”技术两个方面都有突破，
有助于我国在燃气轮机关键部位方面突破国外封锁。
D.燃气轮机是大型客机、特种船舶（重型航母）和民用发电等领域的主要动力源之一。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准确把握能力。A 项有误，从第⑤段话可知晶粒数量越少，叶
片的耐高温性越好。
答案：A
19.第⑦段运用的说明方法有哪些？（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说明方法的辨析能力。首先要了解说明文的常用说明方法及特征，然
后根据文字信息来判断。
答案：列数字、举例子、作比较
20.第⑤段画线句子“一般来说，晶粒数越少，叶片的耐高温性越好，也越能胜任发电机燃
气轮机等高功率设备用途”中的“一般来说”可不可以删掉？为什么？（3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这类试题需要首先解释划线词语的大意，然后根据其
所在的句子，分别说明带有划线词和去掉划线词句意发生的变化，最后点明划线词对说明语
言准确性所起的作用。
答案：不可以，
“一般来说”表明涡轮高温叶片的制造与晶粒数量有关系，晶粒数量越少，
叶片的耐高温性越好是一种普遍现象，不排除其特殊性，删掉了就显得过于绝对。体现了说
明文语言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四）小说阅读（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十八岁那年的单车
十八岁那年，李卓看到别人骑着单车跑来跑去，十分羡慕，吵着要母亲买一辆，父亲横
着眼说：
“别做梦！有本事自己去买！
”
李卓发了一个月脾气。母亲心疼儿子，就买了一辆旧单车，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推回了家。
李卓骑上单车就跑，天天呼朋唤友，在集镇上闲逛。只有在外面没处混的时候，他才会回家，
迎接他的自然是父亲铜铃般的眼珠子。李卓把他爹当空气，吃完饭，跨上单车又风一样飘走
了。
那一天，李卓没有骑车出门。单车在墙角拧着脖子，父亲越看越来气，举起一把锄头，
攒足力气砸了下去。单车散了架。
“你──”李卓正从外面回来，抄起一根扁担，横在父亲面前。母亲赶紧跑过去夺下了
扁担。
父亲本来体弱，这回又气又恨，病倒了。
第二天，李卓在埋头收拾衣服，母亲惊诧地问：
“你要干啥？”“你别管。
”李卓头也不
回，___________，走了。
“有本事你就别回来！
”病床上的父亲吼道。
李卓走后，母亲每天晚上都会把李卓的饭留在锅里。半夜，父亲起来喝水，总忍不住揭
开锅盖看看。
李卓真的有半个月没回家了。母亲急了，找男人吵。父亲便四处打听李卓的下落。
母亲依然每天都给李卓留饭。父亲依然每晚都揭开锅盖看一眼。
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母亲在打盹，听到屋里有响声，睁开眼。儿子正打着赤膊一门心
思地擦着一辆新单车。父亲斜着眼看他，他装着不知道。
母亲万分高兴，跑到厨房打了一大碗溏心鸡蛋。李卓吃着鸡蛋，母亲在一边说：“这次
你爸的病一直不见好，今天你把他驮到医院看一下吧！”
李卓不作声，站在单车旁，低头摸着崭新的龙头。父亲不愿意，母亲硬把他推到单车边，
架了上去。
李卓在前面使劲蹬车。父亲紧紧地拽着座凳下的立杆。父子俩你不理我，我不理你。走
了一程，父亲手一松，就从单车上掉下来了。
李卓两条长腿支挺了车，不耐烦地说：“又怎么了？”
“我不走了。
”父亲说，
“你这辆车是哪里弄来的？借的？偷的？抢的？”
“关你什么事！
”
“我是你爹！
”
“起来！
”
父亲没动。
“不起来拉倒！
”李卓按了一把车铃，
“叮铃铃——”跑了！
父亲爬起来，拍拍屁股，看见李卓又把单车骑回来了。
“我说单车是给人家搬砖挣钱买的，你信不信？”李卓的口气缓和了一些。
父亲看了看儿子，脸和胳膊都晒得黑黝黝的。
“这还差不多。”他嘟哝了一句，就往单车
上坐。儿子伸手拉了他一下：
“我要冲了，你抓牢。
”
父亲犹豫了一下，伸出手环住了儿子的腰。李卓身体一震，顿了一下，脚下一蹬，单车
就飞跑起来，身后留下了一串清脆的车铃声……

21.小说以什么为线索？请根据故事的情节在横线处填写恰当的内容。
（3 分）
故事情节：母亲购买旧车——______——李卓挣钱买车——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把握文章线索以及概括故事情节的能力。通读全文可知，“单车”是文章的
线索。
答案：小说以单车为线索
父亲生气砸车
父子骑车看病
22.填入第 6 段横线里的句子，符合语境的一项是（ ）（3 分）
A.顶着火辣辣的太阳
B.冒着冷丝丝的寒风
C.迎着雾蒙蒙的细雨
D.踩着金灿灿的落叶
解析：本题考查根据语境选择句子。结合前后内容来看，李卓离家而去是在父亲砸车的第二
天，根据第二段的“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和“父亲看了看儿子，脸和胳膊都晒得黑黝黝的”
，
都可以判断是在夏天。
答案：A
23.文章第 8 段与第 10 段都写了_______和_______的内容，请分析作者这样写的用意。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情节的理解与概括能力。作答时根据故事情节的变化，揣摩作者写作的意图。
两段的内容相似却反复出现，从修辞的角度来分析，是为了强调这二人的动作。
答案：母亲“留饭”
父亲“揭开锅盖看”
用意：这些重复动作蕴含着父母对儿子的牵挂，突出了对孩子的爱，也为后文父子矛盾的解
决做了铺垫。
24.你认为文中的李卓是一个怎样的人？（2 分）
解析：本题考查欣赏作品的形象，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的能力。分析一个人的形象时，一定
要根据文章内容、故事情节、人物的言行举止来整体感知的。
答案：叛逆、吃苦耐劳、有骨气、不善言辞内心却关心父母的人。
25.细读租后一段，结合划线的词语，说说结尾的妙处。（4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关键词语的理解和对结尾的赏析能力。理解词语一般先理解其表面义，然
后要结合语境及课文内容，具体理解出它的语境义及所包含的情感。
答案：①“环住”体现了父亲对儿子的认可，父子隔阂的消除；②身体“一震”也是内心的
震动，表明李卓体会到了父亲的信任与关爱；③“清脆的车铃声”渲染了父子和好带来的愉
悦；④结尾含蓄而巧妙地表现了主题：一个曾经叛逆的少年在父母的关爱和生活的磨练中获
得了成长。
三、写作（60 分）
26.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文。
生活中总有很多遇见，世间万物都是遇见。与自然遇见，也许就是一次诗意的旅程；与
书籍遇见，也许就是一次心智的陶冶；与他人遇见，也许就是一次心灵的碰撞。当温暖遇见
了寒冷，便有了雨；
当春天遇见冬天，
便有了岁月；当梅花遇见了寒冬，便有了生命的绽放……
总有一次遇见，会让我们难以忘怀。
请以“遇见”为标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除诗歌外，文体不限，不少于 600 字；②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
名；③卷面书写整洁；④不得照抄题目中的文字材料。
解析：这是一道命题作文试题。
“遇见”是动词，在写作的时候，确定“遇见”的对象很重
要。遇见的对象可以是人，可以是物；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也可以是想象世界里的。“遇
见”并不是简单的接触，而是指令“我”心灵受到感染和震动的接触。也就是说，“遇见”
给我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写作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答案：
遇见
有些歌，听着听着就厌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题记
我和她的初次相遇，多么美丽的意外。
六岁那年初春，身穿一袭白色运动衫的我，与同样身着白色衣衫的他相撞了。学校新发
的书本散落一地，分不清是我的，还是她的。看着地上凌乱的书，一时间愣在原地，不知该
如何是好，却见她已经开始捡拾地上的书了。与我一般大的她，为何能做得如此井井有条？
我顿时羞愧难当，加入了捡书的行列……后来才知道，我和她是同班同学。
再遇见她，也是在初春。微风阵阵，细雨绵绵。路上人烟稀少，我和她又走得极慢，本
是不该撞在起的，但老天似乎在刻意捉弄人，随着“呯”地一声响起，
“你没长眼睛呀！”一
串略带愤怒的声音传入耳中，把神游太空的我拉回现实，弄清楚情况后，我满含歉意地向面
前的女孩道了声“对不起”
。
又猛地盯向她的脸庞，渐渐地，与记忆中她的脸庞重合。心中的激动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脑海中浮现出那些年与她一起嬉戏打闹的画面，一起玩布娃娃的场景，还有那些一起唱过的
歌谣……嘴巴微张，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而她呢？只是嘴角勾了勾，语气平淡的说了声“好久不见”
，这样的她，陌生得让我有
些害怕，似乎刚刚脑中浮现的一幕幕只是我做的一个梦而已。心中的千言万语顿时卡在喉咙
处，强忍住心中的不明滋味，学着她说了声“好久不见”
。
与她分别后的我漫步在绵绵细雨中，耳边似乎响起她那句平淡的不带一起感情的“好久
不见”
，眼前似乎浮现出了她那张无比熟悉却又十分陌生的脸庞，眼眶中似乎有股热流喷洒
而出……
再遇见，没有了儿时的天真烂漫；再遇见，没有了曾经的轻松愉悦；再遇见，没有了以
前的无话不谈。余下的，只是对过往的无限怀念和对当下的无尽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