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浙江省东阳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
语文试卷
一、语文知识积累及运用（22 分）
(一)阅读下面文字，然后完成题目。
浦江花月夜

梦想共潮生

（1）4 月 30 日 21 时 28 分，黄浦江两岸红色烟花万千“喷薄”而出。浦西的大型 LED
墙上红色绚丽的画面飞快转换，江面 6000 个红色 LED 向前流动，天地间仿佛突然降下了一
个大大的红帘。在满眼红彤彤
．．（

）的画面中乐声响起，烟花灯光晚会开始了。瞬间黄浦

江两岸成了火树银花，1250 多个探照灯、16 盏激光灯变换着各种颜色的光，水幕、喷泉、
激光交相变化图案。江面上竖立着各参展国国旗的舟船在行进，五彩花雨沿岸渐次 zhàn（ ）
放，时而是牡丹，时而变幻成五角星和笑脸等，与灯光璀灿的世博园一轴四馆交相辉应，惊
艳在流动……声光电的奇幻结合，让 “水”与“火”相融，由天空、地面、水面三维立体
组成视觉盛宴，（2）30 分钟营造了如诗如画的春江花雨夜。上海今夜无 mián（ ）。
1.标题是对唐诗《春江花月夜》中诗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化用。诚然，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读古诗文，品人生百味。(1)《爱莲说》中从生长环境
的角度描写莲品质高洁质朴的句子是：“

▲

，

▲

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中以新奇的角度描绘了西湖美景
▲

。”(2)
，

▲

。(3)孟子在《滕文公下》中阐述了人应该有的气节：“

▲

，

，威武不能屈。”（6 分）

▲

2.给加点字注音,或根据拼音写汉字。（3 分）
（1）红彤彤
．．（

▲

）（2）zhàn（

▲

）放

（3）无 mián（ ▲

）

3.在划横线的句子中有两个错别字，找出来并改正。（2 分）
（1）

▲

改为

▲

（2）

▲

改为

▲

4.加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加以修改。（2 分）
▲
▲
(二)5．某社区是省级文明社区，五一节期间举办系列庆祝活动。考虑到今年五一，恰逢上
海世博会正式启幕，上海世博会积极实践“低碳经济”的许多做法得到广泛的赞誉。因此，
在社区的活动安排上，既要气氛活跃，又要节能、环保。请你参与部分活动，并发挥你的重

要作用。
(1)社区举办了联欢晚会，舞台两边的台柱上悬挂着一 副对联,上联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

请你接写下联:

。（2 分）

（2）请你对组织者提出做好“节能、环保”的两条建议（2 分）：

6.阅读下面这则新闻报道，请用依据话概括新闻的主要信息。（2 分）
本报讯：“这瞬间我绽放，只愿为你而美丽……”这两天，走到上海世博园 E 片区中国
民企联合馆，游客首先听到的就是这首由华谊兄弟邀请国内顶尖音乐人为民企馆创作的主题
歌曲《活力 闪耀》，走进馆内，复星集团、新光集团、华谊兄弟等闪亮的“金华元素”又
特别吸引游客的眼球。
▲

。

7.名著阅读选段，回答问题（3 分）
至晚间对灯出了一回神，至三更以后上床卧下，两眼鳏鳏，直到五更方才朦胧睡
去了。一时天亮，宝钗醒了，听了一听，他安稳睡了，心下想：“他翻腾了一夜，不
知可作成了？这会子乏了，且别叫他。”正想着，只听香菱从梦中笑道：“可是有了，
难道这一首还不好？”宝钗听了，又是可叹，又是可笑，连忙唤醒了他，问他：“得
了什么？你这诚心都通了仙了。学不成诗，还弄出病来呢。”一面说，一面梳洗了，
会同姊妹往贾母处来。原来香菱苦志学诗，精血诚聚，日间做不出，忽于梦中得了八
句。
选文出自名著《

▲

》，表现的情节是
▲

概括），文中可以看出香菱的性格是

▲

（用一句话
。

二、现代文阅读（23 分）
（一）（13 分）
2010 年 1 月 24 日，星期天，杭州一个名叫山水人家的小区。宁静的小区道路两旁，停
满了私家车。谁也没有想到，平时停得好好的车，瞬间惨遭毒手，被利器划得伤痕累累。停
在路边的几十辆小车，无一幸免。粗略估计，仅这些划伤的修理费，就需要四五万元。有人
报警，愤怒的车主们发誓要揪出恶意划车的人。

小区的监控被调了出来，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出，是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干的。大一点的
像个小学生，脚下还踩着滑板，小的估计才上幼儿园。他们一路走，一路划……这是谁家的
孩子？胆子也忒大了！太没教养了！但监控看不太清，没人认识这两个孩子。
警方开始调查。网络和第二天的报纸上，都报道了这件事。
第二天下午，一位妇女给派出所打电话说，划伤汽车的是她的孩子。
她也住在那个小区。她是第二天，才从网上看到了小区车辆被划伤的帖子，帖子中描述
的两个孩子，大的很像她的孩子，而小的是她同学的孩子。当时，两个孩子下楼去玩，时间、
地点、两个孩子的特征都吻合。她赶紧跑到小区物业处，调看了监控录像，果然是她的孩子。
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冷静下来后，她是这样处理的——
给派出所打电话，毫不犹豫
．．．．地告诉民警，车是自己的孩子划的，我们将承担全部责任。
晚上，儿子放学回家。她问他，是不是你干的？儿子低头不说话。她对儿子说，你是男
子汉，是你做的，就要勇于担当。儿子承认，是他干的。又问他，如果你的折叠车被人划伤
了，你心不心疼？儿子说，心疼。她说，你的折叠车几百元就可以买到，而人家的车，一二
十万，有的甚至上百万，你说会不会心疼？儿子向她连鞠了几个躬，说：妈妈，我错了！
她打印了一份致歉信，向所有被划伤的车主表达歉意，并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和修理
费用。致歉信复印了几十份，张贴在小区所有的出入口和楼梯口。
她还联系了一家信誉很好的汽车修理厂，负责修理所有被孩子划伤的汽车。
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两个晚上，等儿子做完作业，她领着孩子，挨家挨户登门道歉。
她要求，门铃都由儿子自己来摁。这是让儿子面对错误的第一步。儿子在课余折叠了很多张
纸船，上面都醒目地写着“对不起”三个大字，他要将这只船作为礼物，送给车主们。每到
一家，孩子一进门就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划车的后果这么严重，请你们原谅我。”所有
的车 主都表示，原谅孩子。
她对儿子说，叔叔阿姨都很包容，原谅了你。但是，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把别人的包容
当成自己犯错的借口，你要敢于担当，知道什么叫责任心，学会感恩。
一场危机，被这位母亲成功地化解了。剑拔弩张的人们，怒气消去；一张张冰冷失望的
脸，露出了笑容。而作为犯错孩子的母亲，自始至终，她没有推卸责任，没有逃避，也没有
雷霆大怒。事情圆满解决，车主都很满意，更重要的是，孩子认识了错误，学会了担当，获
得了原谅。我想，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次教训，但也不会在心灵上留下难以弥补的阴影。
一位当事车主说，孩子的妈妈这么做，我很佩服。说句实话，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是每
个家长都能处理得这么及时，这么果断，这么勇于承担的。这位母亲，非常了不起。

作为一名旁观者，我一直通过媒体，关注着这件就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从这位母亲身
上，我深深体会到，要想我们的孩子学会担当，有责任心，我们做父母的，首先自己要敢于
担当，善于担当。这，你能够做到吗？

《读者》2010.9

8.此文选自孙道荣的博客，读完全文，请你给文章拟个恰当的标题。（2 分）
9.“网络和第二天的报纸上，都报道了这件事。”中的“这事”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2
分）
10.当事件发生后，文中母亲是如何处理的？（3 分）
11.文章语言很朴实真挚，有表现力，请你对文中划波浪线句子中加点字进行赏析。（3 分）
12.文中的母亲是怎样教育孩子的？具有良好教育方法的母亲在历史上很多，请写出一位，
并用一句话概括事例。（3 分）

（二）重建奇迹彰显中国奋进的力量(10 分)
①位于汶川县映秀镇的汶川特大地震震中纪念馆封顶；汶川地震异地安置区首批“农家
乐”开业；四川及甘肃陇南地震灾区农房基本完成重建，学生提前搬入新校园……汶川特大
地震发生两周年前夕，纷至沓来的重建喜讯报告着灾区的新生，彰显着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
伟大力量。
②700 多天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场强烈地震，使 8 万多
同胞遇难，数十万人受伤，数千万人受灾，1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满目疮痍。第一时间的
生命大救援过后，重建家园成为历经 30 年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
③“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党中央发出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战争性全国总动
员令。“三年重建任务争取两年完成！”全国人民对灾区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地震两年过
去，遭受重创的灾区呈现崭新面貌，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一个个新村焕发活力，一条条道
路穿山越水，一张张面庞重舒笑颜。草长莺飞的川西大地和陇南、陕南地区生机盎然。
④“现在，走进四川灾区，最漂亮的是农房，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最满
意的是群众。”一名网友的观感集中表达了人们的评价；“这些项目的集中交付，展示的是
跨越千里的援建深情，给予的是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承载的是加快发展的美好希望。”一
个重灾市领导在对口援建项目交付仪式上的话语代表了灾区人民的心声。
⑤这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汶川特大地震带给中华民族巨大
的痛苦，也把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磨砺得分外鲜明。“汶川不哭，中国加油”“我们都是汶

川人”——地震发生后响彻中华大地的呐喊，在灾后重建中化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
援建行动。19 个对口援建省市 10 万多名援建人员“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住板
房、啃干粮，战严寒、斗酷暑，以令人惊叹的建设速度奉献出让灾区人民放心的优质工程。
第一时间奋起自救的灾区人在重建家园中自力更生、不等不靠。“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
困难能战胜”——青川县枣树村农户墙上的标语，表达了灾区人民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崇
高精神。
⑥这是中国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灾后重建比抢险救援更为复杂艰巨。
它不是物质家园的简单复制，而是要实现作为灾难补偿的历史进步，全面建设更加美好的新
生活。重建也不是只讲进度和效率，而是要“好”字当头、又好又快。震后不到两个月，国
务院发布的恢复重建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科学”的原则。
为了又好又快地实现重建目标，建设者从一开始就冒着余震威胁在废墟上调查走访，问计于
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所有城镇的重建都先编制规划，再有条不紊地统筹安排、整体推
进。曾经被地震蹂躏得支离破碎的映秀镇中滩堡村，如今已成为融合民族特色与现代风情的
旅游小镇，不但有世界级建筑大师设计的作品，而且集中应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抗震减灾科
技。所有重建地区都像这里一样，正在变成人民安居乐业、城乡共同繁荣、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新家园。
⑦ 这是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防灾减灾的艰辛探索。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总能从灾难
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国家不仅设立了防灾减灾日，而且制订、修订了
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救灾条例、防震减灾法等法律法规，政府以及社会对防灾减灾工作的认
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军队 12 分钟后就到达灾区，所有转诊伤员无
一死亡，7 天后灾后重建规划即启动，15 天后灾区 172 所学校全部复课……玉树抗震救灾工
作有序、有力、有效，再次见证了中国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增强。
⑧中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特殊的历史境遇铸就了中华民族顽强拼搏、自强不息、
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伟大民族精神。汶川灾后重建奇迹再一次昭示世人：“任何困难都难
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重建，对于灾区发展振兴乃至全面小康宏伟目标的实现而言仅仅是
开始。700 多个日夜的卓绝奋战显示并化作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伟大力量。凭借这力量，
中华民族一次次渡过急流险滩走到今天；凭借这力量，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战胜未来的各种艰
难险阻，在民族复兴的广阔征程上走向新的胜利。

13．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2 分）

14．第五段划线句中的“这”指代的是什么？（根据③④两段概括回答）（2 分）
15．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彰显在哪些方面？（3 分）
16．第七段当中加横线部分有什么作用？（3 分）

三、古诗文阅读（21 分）
（一）隆中对（节选）（9 分）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
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
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
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
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
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
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
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17．选出解释有误的一项（
（A）利
．尽南海 （物资 ）

▲

）（2 分）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锋利）

（B）国
．险而民附 （国都）

此用武之国
． （地方）

（C）贤能为之
．用 （他）

子之
．不知鱼之乐全矣（助词，无义）

（D）挟天子而
．令诸侯（表示承接关系）

此可以为援而
．不可图也（表示转折关系）

18．句子翻译（2 分）
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19．在诸葛亮的对策里，对不同的对象所采取的对策不同。说说对下列对象所采取的对策分
别是什么?用精炼的语言加以概括。（2 分）
①曹操：

▲

③荆州、益州：▲

②孙权：
④诸戎、夷越：

▲
▲

20．“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结合选段内容，说说隆中对策中
哪些策略对治国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简要概括三点即可。（3 分）

（二）汉明帝尊师（8 分）
上自为太子，受《尚书》于桓荣，及即帝位，犹尊荣以师礼。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
③

④

设几杖，会百官及荣门生数百人，上亲自执业 ；诸生或避位发难 ，上谦曰：“太师在是。”
既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荣每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及笃，
⑤

⑥

上疏谢恩，让还爵士 。帝幸其家问起居 ，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赐以床茵、
帷帐、刀剑、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诸侯、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
⑦

荣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冢茔于首山之阳。子郁当嗣 ，让其兄子泛；帝不许，郁乃
受封，而悉以租入与之。帝以郁为侍中。
注：①〖上〗汉明帝刘庄。②〖幸〗驾幸，到。③〖执业〗听讲。④〖避位发难〗离开
座位向皇帝提出疑难问题。⑤〖爵士〗爵位和封地。⑥〖起居〗此为病情。⑦〖嗣〗继承爵
位。
21．写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4 分）
①太师在是
．（

▲

③拥经而前
．（

▲

22．翻译句子（2 分）

）

②悉
．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

）

④抚荣垂涕
．（

▲

▲

）

）

荣每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

23.读了本文，然后结合《送东阳马生序》一文，谈谈你得到的启示。（2 分）
▲
（三）古诗鉴赏（4 分）
冰壶洞
明

胡应麟

一线悬崖鸟道通，石床钟乳斗玲珑。
飞流万尺无人到，谁宿庐山此洞中。
24.“石床钟乳斗玲珑”中的“斗”字用的很有意思，说说你的理解。（2 分）
25．诗歌后两句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感情？（2 分）

26．作文：（50 分+4 分）
（1）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有快乐的、痛苦的、难忘的、遗憾的……
请选择一件写下来，记录一段曾经打动过你的往事。请以“一件
写一篇作文。

▲

的事”为题，

（2）以“那一天，我笑了”为题。
要求：任选一题，完成一篇写人叙事的作文。字数不少于 600，文中不能出现真实的地名、
校名、人名。

试卷参考答案

一、语文知识积累及运用（22 分）
1. ⑴出淤泥而不染
能淫

濯清涟而不妖 （2）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3）富贵不

威武不能屈

到“红色”前面

2

tóng

绽

眠

3 璨

映

4 （1）把“万千”移

（2） 在 句末加上“氛围”或“气氛” 5 （1）如：文明，让社区更和

谐 ； 社区，让邻里更和睦 等 （2）略
6“金华元素”闪亮世博

7 《红楼梦》

香菱苦志学诗

香菱目标坚定，潜心钻研

二、现代文阅读 （23 分））
（一）
8 一位母亲的危机处理
9 星期天，杭州两个小男孩用利器划破停在小区里的十几辆小车。
10

行动很多，只要写出其中的三个即可

11

“毫不犹豫”体现了母亲不迟疑，坚决的态度，说明这位母亲是位有责任心的人。

12

有责任心，教子有方（从母亲自身角度和对孩子的影响两方面说即可）如孟母，岳母等

（二）《重建奇迹彰显中国奋进的力量》：
13 纷至沓来的重建喜讯报告着灾区的新生，彰显着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伟大力量。
14

地震灾区的快速重建

15

这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这是中国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生动实践 ，这是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防灾减灾的艰辛探索。
16 这是一个事实，举例证明了“这是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防灾减灾的艰辛探索”的观
点。（或见证了中国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增强。）
三 、古诗文阅读（21 分）
17 B
18 略

19 此诚不可与争锋

可以为援

夺取、占领

和、抚

20 示例：选用贤能 体恤百姓 加强民族团结 改善睦邻关系 对内革新政治等（也可用原文
作答，答出 3 点即可，3 分）
21 这

全部

走上前

眼泪

22 每当桓荣患病，汉明帝就派使者去慰问。
23

围绕“尊师”回答即可。

24 .用拟人的手法生动地写出了钟乳的精巧美丽。
25 .对冰壶洞瀑布磅礴气势的赞美和无人赏识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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