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浙江省湖州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积累（16 分）
1.读下面文字，根据拼音写出汉字。
（3 分）
这里 mào_____密的青草在向你頻頻点头，
当苹果滚落在草地上时，
你会将你的目光跟 zōng______它，
你会用你的脸庞亲昵它。
花园，我美丽的花园！
你走遍夭 yá_______也找不到这样的花园，
也找不到这样清澈、活泼的流水。
也找不到这样的春天和夏天。
——【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牧歌》
，张振辉译
解析：本题考查汉字的书写能力。注意识记。
答案：茂
踪
涯
读下面对联，根据要求填写合适的古诗文名句。
（8 分）
对联一：
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
忧乐关天下，愿今人砥砺奋起，都学这秀才先生。
（冯玉祥题山东青州范公亭）
对联二：
正气足千秋，只今砥柱中流，得力在惶恐滩头、零丁洋里
忠臣惟一死，壮此崇祠孤屿，触景到罗浮山下、扬子江心
（清·黄惟诰题温州文天祥祠）
对联三：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
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郭沫若题山东济南稼轩祠）
对联四：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幡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流天地，月白风请一草堂
（清·顾复初题四川成都杜甫草堂）
2.对联一下联说“都学这秀才先生”
。
“今人”可以向范仲淹学些什么？用《岳阳楼记》中连
续且意义完整的两句话回答。（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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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3.对联二上联赞扬文天样的崇高气节。联系《过零丁洋》，写出诗中最能体现文天样“正气
足千秋”的连续的两句。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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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4.对联三下联赞扬辛弃疾抗金复国的爱国精神。联系《破阵子·为陈同甫賦壮词以寄之》
，
写出词人报效国家，实现理想的凌云壮志的连续的两句。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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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5.对联四下联说“先生亦流寓”
，是指杜甫一生颠沛流离。联系《月夜忆舍弟》
，写出诗中情
景交融，抒写思念之情的连续的两句。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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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读下面文字，根据要求完成题目。（5 分）
6.解释下列句中划线的词语。（3 分）
①君子养心，莫善于城。
（
【战国】
《荀子》
）
②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
【汉】张衡《应问》）
③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小人则以石为玉而又炫之。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实词的理解。注意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
答案：①善：好。
②患：担心，忧虑。
③为：当作，作为。
7.由上面三句话推断“君子”的内涵，下面没有提到的一项是（ ）
（2 分）
A.诚实守信
B.重德修身
C.内敛含蓄
D.轻财重义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理解。三个句子都没有提到“轻财重义”的观点。
答案：D
二、阅读（50 分）
（一）名著阅读（8 分）
【甲】
“简·爱！——简·爱！
”他只知道叫唤着。
“我亲爱的主人，
”我回答说，
“我是简·爱，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回到你身边来了。
”
“真的是吗？——真的是有血有肉的简？我那活生生的简？”
“你已摸到了我，先生——你正搂着我，而且搂得紧紧的。我可不是像尸体那样冰冷，
也不像空气那样虚无缥缈，是不是？”
“我活生生的宝贝！这的确是她的四肢，这的确是她的五官。不过我受了那么多苦以后，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幸福了。这是梦。是我夜里常做的那种梦，我梦见像现在这样又把她紧紧
搂在怀里，吻她——我觉得她是爱我的，相信她绝不会离开我。”
“从今天起，先生，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了。”
（选自《简·爱》，商务印书馆，宋兆霖译）
【乙】
“简·爱！——简·爱！
”罗切斯特激动得只能说出这几个字。

“罗切斯特，我是简·爱，我回来了！
”
“我不是又在做梦吧？我做过很多这样的梦，梦见我的简回到我的身边。可是醒来后，
她就像空气一样消失了，她不会再消失了吧？”
“不会了，先生，我要永远留在你身边，从今天起。
”
（选自《简·爱》，吉林文史出版社，李勋译写）
8.简·爱离开罗切斯特到两人重逢这段时间内，她经历了很多事。下面时间不发生在这一期
间的一项是（ ）
（2 分）
A.被舅妈关进红房子
B.三天流浪和挨饿
C.获得叔叔的遗产
D.拒绝圣约翰的求婚
解析：本题考查对名著内容的积累能力。此题主要考查对《简·爱》的内容理解。
答案：A
9.甲文选自全译本，乙文选自缩写本。请对比分析两端文字，并结合你对《简·爱》整本书
的理解，阐述全译本好在哪里。200 字左右。
（6 分）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辨析名著故事情节的能力。全译本在表现人物心理、塑造人物性格等方
面要细腻丰满得多，联系具体情节进行分析即可。
答案：全译本在表现人物心理、塑造人物性格等方面要细腻丰满得多，比如【甲】中罗切斯
特的两段话，三个问号，两个“活生生”
，两个“的确是”等，在反复疑问和确认中，生动
地写出了他似信非信的惊疑，似幻非幻的惊喜。没有简·爱的日子里，罗切斯特无所事事，
万念俱灰。此刻，他是怎样的“甜蜜的疯狂”啊！
“我亲爱的主人”
“我活生生的宝贝”等语
句，也满含爱人之间的温度与热度，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和感染力。如果像【乙】那样只保留
故事主要情节而删减了那些细腻独到的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性格不会那么真实、立体、丰满，
《简·爱》的文学价值也会大受影响。
（二）文学作品阅读（14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到石码去
舒婷
世上大约没有人能记起他出生的那一天人间以什么样的面目迎接他。可我虽然满月之后
就离开石码，再也没有回去过，但那一天的情景却完整无损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而且一年比
一年丰富细致。
沿海一个小小的渔镇，螺号吹出一股一股沁凉的晨雾（前句平实陈述，后句诗意传情，
“晨雾”可以由“螺号”吹出，全是诗歌笔法）。爸爸出差去了，临时租借的住房又潮湿又
空旷，除了粗砺的石条窗透过几线光亮，再有就是那敞开着的小门，门前几级苔痕斑斑的石
阶接上路面。可以看见几双穿木屐的大脚沉实有力地踩过，脚趾虎虎地张开，褐色的宽裤管
带起腥味的风。鱼尾甩动的大箩筐辚辚地拖过条石街，到处是闪闪发亮的鳞片。
阳光渐渐炽热起来，石街像一条流动的火河。临时请来帮忙的渔妇靠在门框上，被正午
的倦意侵袭，渐渐打起盹来。
妈妈的床缩在大房子的最深处，垂着蚊帐，像一艘落下帆的小船，泊在荒凉的海边，涛
声时高时低（以“船”喻“床”
，又以海涛传声，具“鸟鸣山更幽”之静美。作者把诗意带
入现实，虽是荒凉，却令人沉醉。
）
。

外乡、独处，又怀着一个不安分的小生命。她好幻想又多愁的气质足够让她在阵痛的间
歇中体味处境的寂寞和神秘。也许她想起外婆家她的清净的卧室，风百无聊赖地翻动遗忘在
钢琴上的乐谱，自鸣钟一下一下地测量着岑寂，枕边那一册《聊斋志异》犹夹着多少狐仙和
鬼异的故事呀，在她们那一帮教会女生中，她时常拿这些故事吓唬吱吱叫的姑娘们，其实多
半首先吓唬了她自己。
突然一阵风，凉凉的（妈妈一直这样强调，而且声明她决没有睡着）
，烛焰低抑，一个
黑糊糊的影子隔着蚊帐撞往妈妈怀里。妈妈大惊，猛地撩起蚊帐，只见那渔妇靠在门框睡得
正熟，一只黑猫蹭过她厚实的赤脚，一窜上了街。蜡烛快燃尽了，小小的火焰犹如一面小旗，
飘动、展开、垂落……
我在那天下午出生，妈妈那天看见了什么，谁知道呢，但从此我便有了“精灵儿”的绰
号。
满月之后，绸缎庄老板把他的三小姐和外孙女一同接回大都市。我那常在地方小报上发
点歪诗的爸爸，抱着他的鬈发黑黑、肤色雪白的“精灵儿”
，在花园回廊上大叫：女神，我
的女神。尽管后来女神长成了丑八怪，但父亲对我的溺爱有增无减，原因也和我的“精灵”
有关。走在街上专挑沟沿、栏杆走，和男孩子去钓鱼，上树，吊在龙眼树上偷嘴，都有我的
份。尤其我们的家在政治风云中遭难之后，妈妈遇事总得和我商量，在她高兴或不高兴的时
候，夸我也好，骂我也好，常是一声“精灵鬼”。
有一天我要填履历表了，妈妈告诉我籍贯要写泉州。什么？我明明出生在石码嘛！泉州
我随爸爸去过，我一点儿不喜欢。籍贯在泉州是多么暗淡呀。
而我的石码镇白天有慷慨热烈的阳光，存在石缝，流在海滩。到了晚上就发酵成浓浓的
酒香。清冷的月芽儿像一弯快镰，收割一簇一簇浪花，波涛哧哧笑着，纠缠着苍白的石阶。
码头边泊着小小的渔船。透过船篷是红红的灯，看得见古铜色的脊梁护卫着一窝甜甜的梦，
梦中的渔家孩子像黑鳗一样扭动着。啊，咸味的梦和大海息息相关。
让我籍贯一栏藏着我的渔镇吧，今天填乡音如缕，明天填南由一管。我在我自己的热爱
中，吮吸爸爸妈妈的回想，丰满了我出生的那一块热土。
过了许多年，我在一些场合认识了不少石码人，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去玩，并且告诉我，
再也没有那条石街了，都成了柏油路，那种古堡似的老房子怕也不在了，甚至鱼也少了，现
在镇上的主要经济是工厂。
终于有一天，我把一张六角钱的船票端详了许久。六角钱，这么简单，一艘突突突弥漫
着汽油味的小机轮就能把人带过三十二年辽阔的怀想，抵达梦之湾吗？
三十二年，小镇的人与事也在我的思念中成长与凋谢。我常想那一只那么残酷地掴我屁
股蛋的蒲扇大手，现在一定像老树皮那样搁在膝上，还会有孩子愿意听他讲陈年烂芝麻吗：
三十多年前，有位爱抹眼泪的“先生娘”在这儿养了个哭不出声的“精灵儿”……街角的碗
匙敲击乐，还一样有节奏地诱惑行人夜归的脚步吗？但卖鱼丸汤的定不是那爱咳两声的老头，
该是他的儿子或孙子了。虽然那胡椒味儿，那葱花香，是我在胎里就熟悉的。
我的手一松，绿色的船票顺着波涛一耸一耸漂走……
让那新建的公寓大楼替代我那秘藏无数鬼魅传闻的老房子吧；让渔民综合企业公司孵出
一批一批羽毛斑斓的青年和姑娘吧；……让所有的孩子都出生在那样一个热烈、明朗、高速
度的现代化都市吧！
只是在我的感情里永远有一扇开着的小门，像一个简朴的画框，嵌着那天的阳光、那条
市声喧喧的条石街和一个“精灵儿”三十二年绵绵的眷念。
1984 年 11 月
（选自《今文观止鉴赏辞典》，有删减）

10.仿照示例，从下面备选词语中选择一个，并围绕这个词，整合本文的相关内容。（2 分）
示例：完整无损——32 年了，门前苔痕斑斑的石阶、街上腥昧的风、闪闪发亮的鳞片、靠
在门框上熟睡的渔妇、
“我”出生那天的情景，在记忆里完整无损。
（备选词语：
“精灵儿”
；木屐；永远）
解析：本题考查对关键词语的含义的理解。解答这类试题，既要紧扣目标段，又要联系上下
文进行合理推断，结合作者运用的比喻、夸张、象征、衬托等手法，理解其深层含义。
答案：示例：
“精灵儿”——“精灵儿”一个绰号，秘藏着“我"出生的情景，满含着父母对
“我”有增无减的溺爱与信任。木屐——32 年了，穿木屐的大脚沉实有力地踩过石条街的
情景，印在“我”记忆深处；可也许有一天，它将被皮鞋替代。永远——“我”对石码镇的
记忆，虽然有的成长.有的凋谢，但“我”对石码镇的感情永远都在。
11.舒婷是当代著名诗人。诗人写散文，格外诗意盎然。请品读第 6、第 9 段中的画线句，
写上批注。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赏析。本题根据动词的准确使用和比喻修辞方法的运用来赏析句子即
可。
答案：
（1）示例：紧跟三个动词，呈现一个画面，对比喻作进一步描述，满是诗情画意。
（2）示例：对石码的爱，在“率真”的反应中刹那呈现，无需更多言语，石码之爱，一问
一叹，足矣！
12.从第 10 或笫 15 段中选择一处，设计一个有助于理解本文的问题，并提供答案。（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原文内容的理解。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在理解原文内容的基础上，根据
语言特色和词语的表达效果设计出题目，并作回答即可。
答案：
（1）第 10 段：问题：本段运用了“浓浓”
“吃吃”
“红红”等叠词，有什么表达效果？
答案：这些叠词，从嗅觉、听觉，视觉等角度加以修饰，富有音韵美、诗意美。
（2）第 15 段：问题：“一耸一耸”有什么表达作用？
答案：写出船票漂走的状态，也暗含着“我”心理的起伏和对石码的思念。
13.上文题目是“到石码去”
，但作者最终还是没去。请结合文意，探究题目中蕴含的作者的
情感。
（5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标题的理解和对作者思想感情的把握。解答此类题目，一要把文章标
题和文章内容联系起来，二要注意作者所运用的某种手法以及所表达的某种感情。作者只是
想让自己的心有所依归，并不在于是否真的回去。
答案：认同“想回”与“没回”都结含作者情感，思维全面、深入，能把二者作为一个有机
的整体去考虑问题，形成有意义的联系，并上升到诗意理解或社会意义的层面。示例：作者
是想回石码去看看的，那里有她的记忆，但是回不回去并不重要，因为思念与怀想，始终没
有凋谢，只有一年比一年更加丰富与丰满。石码，已嵌在记忆，装在心里，即便记忆里的石
码荒凉落后，也是让作者沉醉的热土。作者只是想让自己的心有所依归，归于她自己臆想的
诗化而唯美的记忆里的心灵家园。
（三）非文学作品阅读（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何为诗人
余秋雨
余秋雨：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诗人。这种说法遇到了一个小

障碍：
“第一个"之前，中国己经有了《诗经》
。
《诗经》很了不得。这三百多首诗，体现了中国早期文明的不朽诗情。我一直认为，古
代比现代史有诗意，
《诗经》就是最早的证据。
请大家品味一下“诗经”这两个字。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已经“以诗
为经”
，把《诗经》当作族群精神的经典。发展了几千年之后，我们现在重新向往一种诗化
的生活，希望在繁杂忙碌的尘嚣中升起袅袅的诗意，使精神不再苦涩，使生活不再窘迫，这
就是连现代西方人也十分迷醉的所谓的“诗意的栖居”。
《诗经》是以四言为主的诗体，用如此简洁的汉语短句表达出如此经典的喜怒哀乐，又
表现得那么大气从容，实在让人佩服。现在不少人呼吁让孩子从小读古代经典，开了好多的
篇目，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诗经》。可见那些人只愿意向孩子灌输教条，而不是诗情。
但是，
《诗经》虽好，却没有任何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诗人。
《诗经》中虽然也有少量署
名，但我们认为那是对集体创作所采取的一种个人署名方式，本质上还是集体创作，还是以
指向一个个明确的人。
诗经》是一种集体话语，到了屈原，变成了个体的话语，这就使他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诗人。
丛治辰：秋雨老师，您曾在一本书中说过，《诗经》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而屈
原第—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人。
余秋雨：诗人有一种个体精神的审美自立。诗人的自立需要有一种自然环境的诱发。例
如，树木幽深处的花开花落，奇山怪水处的似梦似幻，巫风浓郁处的神人对话，大江险峻处
的生死抗衡……正是这一切，熏陶着他。结果，黄河流域的“平原小合唱”，变成了长江流
域的“悬崖独吟曲”
。
屈原与诸子百家也不一样，诸子百家中很多人都有一种“大道尽在我心”的导师形态，
教主形态，像一尊尊雕塑一样矗立在门徒们面前，等待他们提问。屈原正好相反，他觉得自
己有很多问题得不到解答，他不知道用什么区训导比尔呢。他要呈现的，是自己内心的全部
苦恼、哀怨、分裂。他没有雕塑般的坚硬，而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柔软。他不认为世间有多少
通用的哲理，只担忧杜鹃叫得太早，群芳谢得太快。
万小龙：说到这里，我想应该把“诗人”放在一个更高的人生坐标上，并非只是一个写
诗的人，而是一个在生命整体上充满诗人气质的人。
余秋雨：把自己的生命彻底诗化的人，在屈原之前还没有出现。其实知道现在，我们还
能看到两种诗人。一种只是“写诗的人”，看到云，看到水，他就冒出了写云、写水的诗句；
另一种人则相反，他本身就是诗，骨子里就是诗人，他的思维、情感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
都是让人痴迷的天籁。
诗人就是诗人。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有诗的时代。
（选自《中华文化四十七讲》，有删改）
14.下列对上文的理解不正确的一下那个是（ ）（3 分）
A.《诗经》被我们先人当做族群精神的经典，体现了我国早期文明的不朽诗情。
B.文中提到孩子们的经典阅读篇目没有《诗经》，意在批评家长漠视传统文化。
C.“只担忧杜鹃叫得太早，群芳谢得太快”
，表面屈原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柔软，
D.文中多处运用对比手法，目的在于说明屈原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B 项理解分析错误，意在说明有些人只愿意向孩子灌
输教条，而不是诗情。
答案：B

15.根据要求，完成下面题目。（5 分）
（1）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诗人”的解释是“写诗的作家”
。根据上文的观点，写出对“诗
人”一词新的理解。
（2）请写出一位符合这一“新理解”的诗人（本卷出现过的诗人除外）
，并简述理由。
解析：本题考查从文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这类题目应明确信息筛选的方向，即挑选的范
围和标准，其次要对原文语句进行加工概括，用凝练准确的语言来作答。
答案：
（1）在生命整体上充满诗人气质的人（把自己的生命彻底诗化的人），他本身就是诗，
骨子里就是诗人。
（2）示例：李白。无论是“举头望明月”的静夜思乡，还足“长风破浪会有时”的精神追
求，李白就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的人。
16.有人说：
“有用之知识，是让你活着；无用之诗，是让你活得美。”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结合全文，并联系你的生活体验，阐述你的观点和理由。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主观感受，言之有理即可，答案不唯一。
答案：示例 1：同意。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当然是有用的，它可以让我们好
好地活着。
“诗”对物质生活而言，确实没有实质性的用处，但是它可以让生命具有诗人气
质，让我们在繁杂忙碌的尘嚣中升起袅袅诗意，过一种诗化的生活，拥有诗性，活出诗情。
诗，可以让我们与众不同。
示例 2：不同意：诗，当然可以让我们活得美。这个“美”是精神的、气质的，它确实可以
让我们在尘世中"诗意地栖居”
。但是知识未必只是让我们“活着”。知识也可以让找们活得
“美”
。
“知识改变命运”
“美美地生活”就是这个道理。
示例 3：需要辩证地看待。知识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让我们活得美，诗，可以让我们在繁
杂忙碌的尘嚣中“诗意地栖居”
，这本身就是“有用”。它们都是有用的，都可以让我们活得
美。
（四）古诗阅读（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晓过鸳湖
【清】查慎行
晓风催我挂帆行，绿涨春芜岸欲平。
长水塘南三日雨，菜花香过秀州城。
17.请从内容、情感角度，在下面三首诗中选择与《晓过鸳湖》最相近的一首_______（填写
字母）
，并简述你选择的理由。
A.夜书所见
【宋】叶绍翁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
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B.有感
【明】张以宁
马首桓州又懿州，朔风秋冷黑貂裘。
可怜吹得头如雪，更上安南万里舟。
C.绝句
【宋】志南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解析：本题考查诗歌的内容理解与情感赏析。C 项的诗篇与《晓过鸳湖》都描写的是春天的
美好，表达诗人内心的喜悦。
答案：C 理由：
（1）两首诗中的“风”都是春风；
（2）两首诗写的都是动人的春景；
（3）
两首诗都写出春天的美好；
（4）两首诗都表达诗人内心的喜悦。
（五）文言文阅读（1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与子俨等疏①（节选）
【东晋】陶渊明
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②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
每役③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
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④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
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
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⑤，家人无怨色。
《诗》曰：
“高山⑥仰止，景行⑦行止。”
虽不能尔，至心⑧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注释】①与子俨等疏：写给俨等五个儿子的书信；②大分：指寿命；③役：从事。④
班荆：在地上铺荆草，席地而坐。⑤同财：共同使用财产，指没有分家。⑥高山：比喻崇高
的道德。⑦景行：比喻光明磊落的品质。⑧至心：至诚之心。
18.根据成语，推断下面句子中划线的词的意思。
（2 分）
（1）鲍叔、管仲，分财无猜（两小无猜）
（2）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没齿难忘）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实词的理解。注意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
答案：
（1）无猜：没有猜疑，没有猜忌。
（2）没齿：终身，一辈子。
19.用“／”给文中划线文字断句。
（限断两处）
（2 分）
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
解析：本题考查的断句能力。划分句子节奏时，除了要考虑句子的意思，还要考虑句子的结
构。
答案：汝辈稚小家贫／每役荣水之劳／何时可免
20.根据文意，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亲旧不遗”
，亲戚不弃，固然可贵；旧友不离，更是让人感动不已。
B.“自恐大分将有限也”
，是说生命将到达终点。这是写此书信的背景。
C.“然汝等虽不同生”
，意在告诫孩子们，非一母所生，要适当保持距离。
D.“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是勉励孩子们，要审慎对待，理解良苦用心。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C 项理解分析错误，
“然汝等虽不同生”，意在告诫孩
子们要团结有爱。
答案：C
21.上文举鲍叔、管仲等六人的事例，有什么用意？（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原文内容的理解。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在理解原文内容的基础上，根据
题目的要求和提示的信息梳理内容，找出相关的语句，概括即可。
答案：希望兄弟五人能够学习他们的高尚品徳，同心同德团结友爱。
22.结合上文和学过的陶渊明的诗文，写出你对陶渊明的认识。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人物形象的把握。解答此题需要先疏通文意，了解内容，并联系陶渊
明的主要作品来分析。可以直接摘取对人物评价的词语，也可以自己结合相关的语句进行概
括。
答案：从学过的诗文看，陶渊明是一个安贫乐道，忘怀得失，热爱田园生活的人。例如《饮
酒（其五）
》便写出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从本文看，陶渊明面对孩子们的劳役之苦和将
来的生计问题，感到歉疚和担忧；同时又反复交代他们要相亲相爱，所以他又是一个至情至
性的父亲。
三、写作（50 分）
23.阅读下面文字，按要求写作。
青年人呵！
为着后来的回忆，
小心着意的描你现在的图画。
——冰心《繁星》
青年人！
只是回顾么？
这世界是不住的前进呵。
——冰心《春水》
读了着两首诗，引发了你哪些感悟与思考？请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可讲述经历，可
阐述观点，也可抒发感想。
要求：
（1）除诗歌外，文体自选；
（2）不少于 600 字；
（3）不得出现含考生个人真实信
息的地名、校名、人名等。
解析：本题是一篇材料作文，材料作文的关键是读懂材料，让思考从材料中析出。可以先抓
材料中的关键词，再由这些关键词作深入透析，体现自己的思考。首先要根据材料，找出要
求写出的主题是：现在要好好的学习，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给未来留下值得回忆的事情
不要做出将来会后悔的事。围绕这个角度立意作文就很容易了。本作文可以写一篇记叙文，
也可以写一篇议论文。
答案：
要做一个积极进取的青年
积极进取是我们没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就像华罗庚从小制定学习计划，一步
一个脚印，从小计划开始，最终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数学家。又如刘天华向一个个小目标奋斗，
拜能者为师，最终水到渠成，成为中国乐坛的一代教授。
我们在小学，就应该像华罗庚一样，以一个个小的目标开始，积极的进取。就如本来考
试考 80 分左右的，就以 85 分，90 分为目标而奋斗，最后再以满分做目标，我相信这样一
定能把成绩慢慢提升上去。歌德说：
“立起自己生活的目标，一辈子的目标，一段时间的目
标，一个阶段的目标，一年的目标，一个星期的目标……”由此可见，制定的目标并不是立
一个宏大的目标就行了，还要立出先怎么做，再怎么做，怎么样才能做好等小一些的目标。
换一句话说，不知足也是一种积极进取。如果古人对写在竹条上的字知足了，又怎么会
有人去进取，去研究而造出现在的纸呢；如果人们对飞鸽传信知足了，又怎么会有人去进取，

去研究而造出邮件，电子邮件呢；如果人们对马车而知足的话，又怎么会有人去进取，去研
究而造出汽车，火车和飞机呢……正是有了这些不安于现状，敢于去进去的人，才会有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
看了这么多，也许你也知道积极进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正是积极进取这种精神，
使我们在成绩面前用不满足，不断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不断前进。我们虽然还笑，但是也
应该制定一个星期，一天，一小时，甚至一分钟的学习计划。比如我们今天在 8 点做完作业，
今天就可以以在 8 点以前做好作业为目标；这次考试考了 90 分，这段时间里就可以以下次
考试考 95 分，98 分为目标；这次成绩的了良，可以以下次得优为目标。也许你以为这只是
学习期间的事，到了暑假就可以休息了，其实却不然。我们在过暑假的时候也可以制定好目
标，什么时候做作业，什么时候去游玩，什么时候去找些资料……这些都可以做为一天要完
成的目标。
积极进取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只有积极进取，勇于克服困难，敢于战胜自己，
不断的为目标而努力，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