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山东省东营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积累运用（共 20 分）
1.给划线的字注音，根据拼音写出汉字。
（2 分）
匆忙奔赴南方的雁阵呼唤你怀抱中的鸟儿，金色的风拖曳着清凉的尾巴，拂过你斑驳的
衣襟，你就知道，那朔风凌厉的季节正在逼近，可你只是淡然一笑——你全身心的爱，又一
轮结出满树丰硕的梦想；你以宁折勿曲的坚韧，再度 hàn（ ）卫了人格的尊严。
解析：
“奔”是多音字，可读作“bēn，bèn”；“捍卫”不要写作“翰卫”
。
答案：bēn
捍
2.依次填入下列句中空缺处的词语恰当的一项是（ ）
（2 分）
①“一带一路”抓住互联互通这个关键，聚焦经济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______沿线国
家和本地区发展的共同需要，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创造崭新的机遇。
②教育部等九部门颁发文件强调，要将思想、道德、心理教育和依法惩戒威慑相结合，切实
做好______中小学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方面的工作。
③微信等新媒体能够满足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______无法代替诵读经典所带给我们的心灵
上的收获。
A.适合
防治
因而
B.适合
防止
却
C.契合
防止
因而
D.契合
防治
却
解析：此题考查对近义词的辨析。
“契合”就是“配合得很好”的。
“适合”就是合适，适用
的意思，防止：预先设法制止（坏事发生），防治：预防和治疗（疾病、病虫害等）
。根据词
语意思与语境结合。
答案：D
3.依次填入空缺处的句子最恰当的一项是（ ）
（2 分）
春，是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______；一阵杜鹃啼，______；
一阵风起，______。
①就猛然间惊醒了一山桃花
②便让每一棵柳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
③则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
A.①②③
B.③①②
C.③②①
D.①③②
解析：本道题考查语句衔接能力，注意根据前后语境进行选择，采用排除法。第一空，根据
“雷”的特点可知，雷雨时候乌云涌动，应该填③；第二空，注意抓住前面的“杜鹃”，杜
鹃开放显然是“一山桃花”；第三空，抓住前面的“一阵风起”，风吹起柳絮，显然是②。
答案：B
4.观察下面楚均亭画作《无人亦自芳》，写一段解说文字，至少用上一个成语。
（3 分）

解析：此题考查图文转换能力。要注意观察顺序，表达要条理，语句要简洁，再是要切合具
体要求，如至少运用上一个成语。
答案：画面由外倾山崖、一簇兰花、两只飞翔的小鸟和画题组成。画的主体是生长在悬崖绝
壁之上的一簇茂盛的兰花，数朵兰花鲜艳盛开，芬芳四溢；叶子四处伸展，有的直抵画面底
端。画面左下角两只鸟儿从山崖下飞翔而过，右下角题写着“无人亦自芳”字样。画面以外
倾的崖角和鸟儿飞行的位置，衬托出兰花生长的高度，突出表现了兰花自甘寂寞、自励品性、
高洁傲岸、不媚世俗的精神品质，使物性与人品、主观与客观水乳交融，别出心裁，发人深
思。
5.将下面的空缺处补充完整。
（5 分）
①王湾在《次北固山下》中以“__________，__________”把平野开阔、大江直流、波平浪
静的壮观景象传神地表现出来。
②陶渊明《饮酒（其五）
》以“__________，__________”写出了人之闲逸而自在，山之静
穆而高远，创造了“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之境界。
③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的诗句“__________，__________”，情调高亢，气势磅礴，表现
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舍生取义的价值追求。
④泉水激石，泠泠作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
解析：本题考查名句名篇的背诵默写，注意平时积累，别写错别字。
答案：①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②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③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④好鸟相鸣
嘤嘤成韵
蝉则千转不穷
猿则百叫无绝 鸢飞戾天者
望峰息心
6.名著阅读。
（2 分）
上了讲台，把颤抖的右手放在讲桌上，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学生们坐得很齐，一致的竖
直了背，仰着脸，在看他。他们的脸都是白的，没有任何表情，像是石头刻的。一点辣味儿
堵塞住他的嗓子，他咳嗽了两声。泪开始在他的眼眶里转。他应当安慰他们，但是怎样安慰
呢？他应当鼓舞起他们的爱国心，告诉他们抵抗敌人，但是他自己怎么还在这里装聋卖傻的
教书，而不到战场上去呢？
以上文字选自作家_____的长篇小说《_______》
，选文中“他”这一人物名叫_______。
小说通过_______、_______等情节内容，塑造了这一守家而又爱国、软弱忍从而又不屈抗争
的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解析：本题考查《四世同堂》这部名著知识的掌握。
答案：老舍
四世同堂
祁瑞宣
娶韵梅为妻
支持瑞全出走抗日

综合性学习。
（4 分）
在我国，
“仁”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请你参加“‘仁’文化的魅力”综合性学习。
7.“仁”为会意字，甲骨文写作“_____”，从“人”从“二”
，
“均嫡庶，仁亲戚，则族业生
旺之端也”中的“仁”便是用其本义：_____；
“（陛下）有仁民爱物之意”中“仁”义则引
申为：_____。
（1 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仁”字字形、具体语境的解释能力。

答案：

人人平等

博爱、仁爱

8.试根据下面的材料，概括“仁”包括哪些方面的思想内涵。
（2 分）
①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
《论语·学而》
）
②厩焚。子退朝，曰：
“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
③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百姓疾苦声。（郑夑《墨竹图题诗》）
④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孟子·梁惠王上》）
⑤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
《孟子·尽心上》）
“仁”行世间
解析：本题考查探究分析能力。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孝顺顺父母、顺从兄长，
这就是仁的根本，这里强调爱亲人。
答案：a 爱亲人
b 爱他人
c 爱民众
d 爱万物
9.在 9 月 28 日“孔子文化节”到来之际，班级举办“‘仁’行世间”文化传承活动，请你提
出一项倡议。
（1 分）
解析：本题考查活动设计能力。解答此类试题要围绕主题，写出如何能发扬“仁、爱”的建
议即可。
答案：开展“仁”文化思想宣讲活动。
二、阅读欣赏（共 50 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4 分）
盆池
杜牧
凿破苍苔地，偷他一片天。
白云生镜里，明月落阶前。
注：
“盆池”
，即挖地成盆或埋盆于地，引水灌注，种养鱼类与水生花草以供观赏。
10.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情感或思想？（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作者感情的理解与掌握。
答案：情感：酷爱自然（或热爱生活，或乐享人生）
。思想：超尘脱俗（或淡泊宁静，或天
人合一）
。
11.任选一个角度（如构思、写法、语言等），对该诗进行赏析。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古诗的赏析，注意通读全诗，理解诗意，并结合诗句体会诗歌的表现手法。

答案：略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8 分）
（甲）一老河兵闻之，又笑曰：
“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流。盖石性坚重，沙性松浮，
水不能冲石，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
穴中。如是再啮，石又再转。转转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颠；求之地中，不
更颠乎？”如其言，果得于数里外。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臆
断欤？
——纪昀《河中石兽》
（乙）雁奴，雁之最小者，性尤机警。每群雁夜宿，雁奴独不瞑①，为之伺察。或微闻
人声，必先号鸣，群雁则杂然相呼引去。
后乡人益巧设诡计，以中雁奴之欲。于是先视陂薮②雁所常处者，阴布大网，多穿土穴
于其傍。日未入，人各持束緼③并匿穴中，须其夜艾，则燎火穴外，雁奴先警，急灭其火。
群雁惊视无见，复就栖焉。于是三燎三灭，雁奴三叫，众雁三惊；已而无所见，则众雁谓奴
之无验也，互唼④迭击之，又就栖然。少选，火复举，雁奴畏众击，不敢鸣。
乡人闻其无声，乃举网张之，率十获五而仅有脱者。
……冯生工属文尝为《雁奴说》
，叹其以诈相笼、以祸相嫁也，其言日：
“奚独雁哉，人
固有之，李斯秦之警也，赵高诈燎而胡亥击之，国入于汉；陈蕃汉之警也，曹节诈燎而孝灵
击之，家获于魏。由是观之，可不为之大哀邪！”
——宋祁《雁奴后说》
注：①瞑，通“眠”
。②陂薮（bēisǒu）
，陂，堤岸、湖边。薮，湖泽通称。③緼，乱麻
绳。④唼（shà）
，水鸟吞食声。
12.解释下列句中划线的词。
（2 分）
①如其言，果得于数里外（ ）
②须其夜艾（ ）
③阴布大网（ ）
④叹其以诈相笼（ ）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词语的理解。
答案：①依照。②止，尽。③暗中，秘密。④笼罩，捕捉。
13.翻译下面的语句。
（2 分）
已而无所见，则众雁谓奴之无验也。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或翻译文中的句子。
答案：不久什么也没看见，群雁就认为雁奴毫无根据地乱叫。
14.两文分别讽喻了什么现象？（2 分）
解析：此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甲文告诉我们天下的事，只知道其中一方面，却不知道
另一方面的人很多，是可以根据常理主观地推断的。乙文的雁奴在人们点燃火把时都开始大
声的报警之后，反复几次之后雁群不再相信雁奴失去了警觉性，而雁奴害怕大家去啄它，也
不敢叫了，导致雁群都被捉住的故事，讽喻只看表面现象不辨真假、良莠以至以怨报德的现
象。
答案：甲文讽喻教条、孤立、静止地看待事物以至“主观臆断”的现象；乙文讽喻只看表面
现象不辨真假、良莠以至以怨报德的现象。

15.简要说明两文在写法上的相同之处及其作用。（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写作方法的理解。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在理解课文内容，知道两文都不是单
纯的说理，而是通过讲故事让人明白道理。
答案：①借事说理或寓理于事。作用：能使读者于生动具体的事件中领会作者所阐释的道理，
更加发人深省，更具说服力。②叙议结合。作用：使读者既能获得具体的感受，又能获得理
性的感悟，进而更加深入地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8 分）
“我也知道。将军家里都是些名贵的、纯种的狗；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毛色既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个下贱胚子。居然有人养这种狗！这人的脑子上哪儿去
啦？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见，你们猜猜看，结果会怎样？那儿的人可不
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呢，赫留金，受了害，我们绝不能不管。
得好好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
……“它的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将军家院子里看见过这样的一条狗。
”
“没错儿，将军家的！
”人群里有人说。
“哦！……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挺冷……你把这条狗带到
将军家里去，问问清楚。就说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告诉他们别再把狗放到街上
来了。说不定这是条名贵的狗；可要是每个猪崽子都拿烟卷戳到它的鼻子上去，那它早就毁
了。狗是娇贵的动物……你这混蛋，把手放下来！不用把你那蠢手指头伸出来！怪你自己不
好！……”
16.小说通过多次描写“军大衣”反映了人物怎样的心理变化轨迹？（2 分）
①有人说好像是将军家的狗：……叶尔德林，帮我把大衣脱下来……真要命，天这么热……
②巡警说在将军家见过这样的一条狗：哦！……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
风了，挺冷……
③收场：……裹紧大衣，穿过市场的广场径自走了。
①_________→②_________→③_________
解析：小说写奥楚蔑洛夫身上的那件军大衣，这些细节描写深刻地揭露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鲜明地表现了主题。
答案：①惊慌失措
②心惊胆颤
③狼狈不堪
17.探究选文人物语言描写的作用，写出你发现的结果。（3 分）
解析：本题考查人物语言描写作用的分析。文中多次出现奥楚蔑洛夫的语言，从他的话语中
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理，了解他的性格，他为人善变，极尽阿谀奉承之能，可以看出语言描
写能表现人物的动作和心理，性格特征等。
答案：①人物语言能够反映人物外貌、神态、动作和心理，
“闻其声则见其人”，使人物形象
变得立体可感；②通过语言描写，让人物进行自我刻画，突出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③以语
言描写推动情节发展。
18.警官奥楚蔑洛夫对案件的判断顷刻逆转，这样写的用意是什么？（3 分）
解析：本题考查情节设置的用意分析。根据理解，揣摩作者写作的意图，把切题的答案拟写
出来。本题可从情节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主旨等方面来分析。
答案：①从情节设置看，这样写使情节发展难以猜测而形成悬念，引人入胜；②从人物性格

塑造看，这样写能突出表现人物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性格和唯权唯上的思想本质；③从表
现主题看，这样写反映了法律被践踏、专制盛行的社会现实；④从讽刺艺术的运用看，写奥
楚蔑洛夫对案件的判断多次逆转，以漫画式的夸张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14 分）
寻找发掘脑的潜能
（美）达罗·A·特雷费特
①获得性学者综合征，患者是老年痴呆或头部受到严重撞击或其他脑损伤的人，患病后
突然表现出接近天才的艺术才华或智力技能。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
种先天性疾病，但参加克莱蒙斯的个人雕塑展，看法开始发生改变。婴儿时期的他聪明伶俐，
3 岁时一次意外摔倒脑部受损，其认知发展骤然减缓，在语言学习方面出现了严重障碍。此
后他却拥有了一项非凡的技能，能够用手边任何材料进行雕塑，可以照着杂志上马的照片，
在半小时内塑造出一件惟妙惟肖的复制品。
②兴趣令我开始在医学文献中查找这方面的报道。到 2010 年，我收集记录了全世界 319
起知名的“天才”案例，其中有 32 例是属于后天获得的。神经学家米勒的研究工作也在我
的收集之列。1996 年，米勒开始研究最早的 12 个病例。这些病例均患有一种名为额颞叶痴
呆（FTD）的退行性疾病，患者都是老年人，在认知、语言等方面出现严重的障碍和病态行
为，但同时平生第一次展露出了超凡的音乐或艺术才华。
③从米勒的研究看，FTD 患者的受损脑区通常是大脑左前颞叶及眶额皮层，受损后导致
患者出现一些病态的异常行为或认知、语言上的缺陷。正常情况下，上述两个区域会抑制位
于大脑后部、负责处理眼部信号的视觉系统的神经活动。患者左前颞叶和眶额皮层可能无法
发出抑制性信号，从而让个体获得了全新的艺术敏感性。于是大脑就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
处理视觉和声音，患者的艺术敏感性或其他创造力便释放出来。
④大量研究表明，因意外造成脑损伤患者表现出特殊才能，可能缘于大脑某些区域活动
减弱和某些区域的活动增强。这涉及大脑损伤之后（以左脑受损最为常见，类似于米勒收集
的 FTD 病例）的一系列事件，我称之为“3R 过程”
。该过程始于“募集”，这个步骤主要发
生在大脑皮层仍旧完好的区域，比如右脑，这里的大脑活动会增强；接着就是“重连”
，也
就是大脑会在以前没有形成神经连接的区域间建立起新的连接；最后就是潜能的“释放”，
因为新的神经连接会使某些脑区的活跃程度升高，以至于一些处于休眠状态的能力被释放出
来。
⑤至此，关于获得性学者综合征，无论对于 FTD 患者还是意外脑损伤的人，我的看法已
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这并不是一种先天性疾病，而是后天获得的。通过一个简单的推导就可
以得出一个判断，并进一步产生新的结论：可以从每一个健康人的身体内开掘出一些接近天
才的艺术才华或智力技能。很显然，问题的关键是能在无需患病或遭受脑损伤的情况下，释
放人体内被封印的才华。
⑥研究人员让自愿者完成一项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九点谜题。要求将三点一排，总共
三排的点用四条直线连起来，途中不能抬笔或有折返线。一开始，29 名自愿者没人能够完
成这项任务。对他们进行“假”刺激（仅安放电极但没有释放电流）后，仍然束手无策。释
放电流后，约有 40%的自愿者，成功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们似乎一下子就知道了他们以前不
知道或者没学过的事情。这便是经颅直流电刺激技术，它通过产生一种极化电流，减弱左脑
与感观输入、记忆、语言以及其他脑功能相关的部分脑区的活动，同时增加右脑（主要是右
前颞叶）的活动。
⑦无论哪种类型，对于获得性学者综合征患者表现出特殊才能，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
些才能和知识肯定是以某种方式通过遗传而来的。在生命之初，我们并非一张白纸，大脑可

能便预装了一套“系统”
，帮助我们处理眼睛看到的东西，或是理解音乐、艺术或数学方面
的“内在规律”
。只是，
“天才”比一般人更“擅于”开发和利用那些与生俱来的才能。
⑧让目前还不是“天才”的人释放创造潜力的可行性途径有哪些，如何掌握一系列大脑
神经运作的生理机制，便成为关键。
⑨要重塑大脑并发挥人的潜能，冥想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刻苦练习亦可获得某项高超的
技能；之外就是科学技术的参与。我们需要掌握当某些大脑回路的功能受到激发或抑制时，
神经元会建立怎样的连接，进而“破译”大脑活动与突然显现的才能之间的关系。同时，需
要在患者活动甚至进行创造性活动时能够对其大脑状况进行观测。与此有关的实验正在加紧
进行中。可以预期，不远的将来，我们每个人那卓越的创造性和特殊的本领就会被轻松发掘
出来，每个人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天才”梦想。
19.依据选文，简要解释什么是“获得性学者综合征”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信息的筛选与整合。解答此题在整体感知文本内容的基础上，迅速找到文中
相对应的段落，从中筛选出关键句子，加以整合概括即可。
答案：①获得性学者综合征即老年痴呆或头部受到严重撞击或其他脑损伤的人，②认知、语
言等方面出现严重的障碍和病态行为，③但患病后突然表现出某种接近天才的艺术才华或智
力技能。
20.第③④段均说明患者生理变化机制，你认为能否去掉其中的一段？为什么？（4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说明文段的作用分析。解答此题首先明确观点：不能删去。然后主要从内容
上分析二者的不同，指出二者缺一不可的理由。
答案：不能。因为两段说明对象不同：前者为 FTD 患者，后者为因意外造成脑损伤的患者。
说明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说明 FTD 患者脑部受损后，艺术敏感性或创造力释放出来的原因，
后者侧重概括因意外造成脑损伤的患者脑部生理变化的 3R 过程。
21.结合文意，简要说明第⑤段画线句这一结论的推导过程。（4 分）
解析：划线句子在第⑤段，因此推论应在⑤段之前，因此 3 和 4 段中找出与题干符合的句子，
组合即可。
答案：FTD 作为退行性疾病，老年人患病后第一次展露出超凡的艺术才华，因意外造成脑损
伤的患者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特殊才能，这说明获得性学者综合征并不是先天性疾病，而是后
来的生理退化或意外损伤造成的；这些人患病后表现出近乎天才的艺术才华或智力技能，证
明这些患者本身就具备这样的艺术才华或智力技能；由此可以判断健康人也会潜藏着这样的
艺术才华或智力技能；因此我们可以从每一个健康人的身体内开掘出一些接近天才的艺术才
华或智力技能。
22.举例说明本文运用的一种主要说明方法及其作用。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辨析常见说明方法及其作用。
答案：示例一，作诠释，如第④段在说明意外脑损伤脑区生理机制时，对“募集”
“重连”
“释放”进行了诠释，过程清楚，特征鲜明，通俗易懂。示例二，举例子，如第①段通过克
莱蒙斯的表现，真实、具体、清楚地说明了获得性学者综合征的病征。
（五）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16 分）
目光
李汉荣

①依我看，我们积攒的，主要是一些目光。
②为什么我们记起某些往事时，心上和身上会有温暖或滚烫的感觉？那肯定是我们的体
内，存放着温暖或滚烫的目光。
③为什么我们记起某些场景时，心上和身上会有被碎玻璃扎伤的感觉，甚至会有锥心刺
骨的感觉？你锁定这些场景，在深处找寻，一定能找到几束凶狠、敌意的目光，或者找到几
缕失望、忧伤、悲凉的目光。从这些目光里，你会想起谁让你受到伤害，你又让谁受到伤害。
④几十年里，我见过的人少说也有几百万了，而能留在记忆里的，不过是那些欣赏、柔
软、关切、智慧或恶意、冷漠的目光。它们像流星雨或火山灰，都存贮在你内心的岩层里了。
几十年下来，我见过了多少生灵？在记忆里藏得最深的，还是那些与我交换过目光的生命。
我曾与大槐树上的花喜鹊交换过问候的目光。我制止了上树捉鹊的猫和捣鹊窝的人。它们与
我交流，总是温热的目光和喜悦的语言，让我的心充满喜悦。
⑤身体老了轻了，我们的生命却反而越来越重。那些好的目光，如宝石珍珠，存放在内
心最重要的房间，我们经常于静夜抚摸它们，回味它们，被它们再次照拂，同时又为无法再
次回到那些眼睛面前，表达谢意和敬意，而感到遗憾和痛心；而那些不友好的目光，恶意的、
冷漠的，虽说时间已稀释了它们的份量，然而记忆还是时常被它们袭击，就如同跋涉过水深
火热，双腿乃至浑身的骨头，难免被风湿性疼痛折磨。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比我们的理性要
精确得多，理性接纳了的，被理性过滤掉的，身体和心灵都悉数收藏，而且原汁原味原质。
假如你能勘探你身体内部的江河湖海和崇山峻岭，你将惊异它浩瀚的沉积和收藏，而藏得最
深，保鲜保真最好的，正是那一脉脉、一束束、一道道目光。
⑥人生的质量，除了身体的质量，更重要的，是身体内部储存的目光的质量。
⑦圣人体内，一定存放着高质量的目光。这样的目光，如水如雪，如雨如棉，如黑夜的
灯、冬日的炉火，如妩媚的青山、雨后的草叶，如月光里展开的大海深沉而博大，如闪电穿
透长夜又无声地消融于长夜……我读《论语》，读《庄子》，读佛经，读列夫·托尔斯泰，读
到了他们眼睛里的目光，以及内心里储存的目光。圣人从目光的丛林中走过，从生灵的泪雨
血河里趟过，他们的眼睛望见了苦海的深处，望见了生存莽原上伤痛的背影。同时，他们的
眼睛又与长夜远处、星空高处某个神圣的目光对接，于是，一种深达海底又接星辰的伟大心
胸展开于他们体内，发自于人的内心却蕴藏了宇宙般深广思想和爱意的目光，终于降临世间。
⑧于是，我经常问自己：
⑨你的体内该存放怎样的目光？你渴望收藏的那些好的目光是在陆续凋零，还是在陆续
生长？你如何在紫外线等有害射线频频伤害的大地上，捕捉并珍藏那些美好的光线？穿过日
渐破败的森林，你怎样寻找种子那暗淡的目光，在长久地与它对视之后，你是否播种它，并
祈祷在雨过天晴的早晨，看见一株嫩芽，噙着泪珠，表达着胆怯的希望？于是，你重新确认，
备受欺凌的大地并没有掉头远去，她仍在这里，她用伤口做眼睛，辨认着那些再次向她走来
的人们，向她投来怎样的目光？
⑩我又该向生活，向历史，向覆盖着坟墓、陨石和青草的土地，投去怎样的目光？我该
向那瘦瘦的溪流、细细的泉眼投去怎样的目光？你看，无家可归的燕子，怯怯的降落在我的
阳台，怯怯的，以公元前的方言，试探我的心思，试探我对春天的态度，我该用怎样的目光
问候它或者冷落它？欢迎它或者拒绝它？我该向那山路上跋涉的身影，投去怎样的目光？我
该向雨夜里的灯火，投去怎样的目光？我看见那棵柳树，它的每一根手指都在传递一种古老
而单纯的情思，它嫩绿的眼神，那点化过《诗经》
、照拂过唐诗、抚慰过宋词的眼神，又投
递到我的身体上和心上，那么，我该向它投去怎样感恩的目光？
⑪是的，我收藏着来自历史、来自自然、来自生活、来自人群的各种各样的目光。
⑫同时，我投去的目光，也将被收藏，被某棵树收藏，被某朵花收藏，被某条河流收藏，
被某盏灯收藏，被夜半的某颗星收藏，被近处或远处的某个心灵收藏。

⑬就这样，我们的目光，改变着白昼的光线，也改变着夜晚的品质，甚至，或多或少地，
改变着宇宙的质量……
23.作者为什么说“身体老了轻了，我们的生命却反而越来越重”？（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内容的理解与概括。解答此题要根据前后文内容来分析理解。
答案：因为①我们的生命积攒了诸多的目光。②好的目光被我们存放，并常常照拂我们的身
心，我们又因无法对其表达谢意和敬意感到遗憾和痛心；不友好的目光时常袭击我们的记忆。
③被理性接纳了的和被理性过滤掉的，身体和心灵都悉数收藏。
24.李汉荣的散文“意气贯通，浑然天成”
。试以本文结构为例，谈谈你的理解。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写作结构的赏析。根据自己对文章结构的理解，赏析其结构之精妙即可。
答案：文章结构自由舒展，取材纵横古今中外，包揽人情世事，而以“目光”这一意象为焦
点，步步推进，水到渠成，自然形成严密的结构。
25.文章选取“目光”这一具体表情来阐释人生感悟，这一思维视角的妙处何在？（4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题目的理解能力。
“目光”是眼睛所看到的，看到的有美也有丑，美的记
在心里，丑的理性过滤掉，透过眼睛写作者对人生、社会的内心感受。
答案：①建立起“目光”这一具体表情与内在思想品质之间的联系：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目
光是灵魂的折射。所以写“目光”就是写心灵，写思想，写品质。②“目光”与具体生活的
关系更直接、更密切。将具体形象的目光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进而表现对自然、社会、人
生的思考感悟，既避免了空洞说教，又不落俗套，使文章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26.本文语言特色鲜明，富有表现力，试举一例并加以赏析。（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语言特色的理解。题干要求从语言方面做赏析，赏析句子，要根据句
子的内容和语言表达从写作手法、表现的情境、表达的情感几个方面来分析，指出其精彩巧
妙之处。
答案：示例一，
“无家可归的燕子……欢迎它或者拒绝它”
，运用拟人手法，赋予燕子以人的
心理情态，形象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生物的态度。示例二，第⑨段采用设问句式，有问有答，
以问作答，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美与善的向往与追求、对生态环境的忧思、对生命的
关爱和亲近自然的渴望，有效引发了读者对该存放怎样的目光的思考。
27.最后两段文字的含义是什么？（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主要句子的理解。
答案：一个人以真善美的心灵对待他人和自然万物，那么，他人和自然万物就会变得真善美；
我们大家都以真善美的心灵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质量就会变得更好更高。
三、写作（共 50 分）
28.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阳光是天生的丹青妙手，也是无所不能的魔术大师；它将这个世界的秘密揭开并公之于
众，再赋予其无穷的生命力。常被吞噬在黑暗中最能领略到阳光的明亮，久被禁锢在严酷的
冬天最能感受到春日阳光的温暖，经历了风霜雨雪的侵袭最能体验到阳光的恬美……尽管那
些沐浴在阳光中的人，并不懂得阳光的珍贵甚至遗忘了阳光的存在；被曝晒的人可能还会埋
怨阳光的残酷……但是，阳光以它那永不熄灭的热情和别具匠心的构思，创造出一个一个自
然的神话和生命的奇迹。哟，你这舞动着彩翅的小鸟，是用嘹亮的歌喉礼赞阳光么？你这怒

放的溢彩流芳的花朵是在向阳光诉说幸福成长的语言么？你这满树的沉甸甸的果实是回报
阳光捧出的金色心灵么？你在阳光的怀抱中，阳光在你的心里，你一定有许多的话要对阳光
倾诉……
要求：①以“阳光，_________”为题。②将题目补充完整再作文，文体不限，不少于
600 字。
解析：这是一道半命题作文。“阳光”可以具体实指阳光、也可以选取他的比喻义，指代一
切美好的事物。阳光可以被理解为你的成功、收获、幸福；可以被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宽容、信任、团结、和睦等；还可以被理解为关爱、呵护等。对这个词语含义的理解决定了
你的写作题材。所填写的词语，一般应是个动词性短语，隐含着“阳光”对我的影响，可以
填写的词语如“伴我行”
“温暖着我”等。
答案：
阳光在我心中
每当人们听到“阳光”这个字眼，就会感到温馨。有了阳光，就会有温暖；没有阳光，
只会有黑暗。而我心中的那道阳光，是什么呢？——家。
早晨的阳光
“叮铃铃……”起床了。一缕阳光照在了卧室的地板上，看起来是那么的温暖，但又让
人倍感凄凉。忽然耳畔又想起了那些话：
“起来了啊，饭我都做好了，就等你呢！洗刷完快
来吃啊！多穿点，今天起风了，别着凉了……”打开房门，忽然猛觉阳光是那么的灿烂，是
那么的温暖！这是为什么？餐桌上热乎的早餐吗？起床后耳畔的话语吗？餐桌前温馨的笑容
吗？也许吧！也许是因为爱的味道！
啊！家，我心中的一道阳光！
下午的阳光
到了这个时候，太阳公公的笑脸收敛了很多。只留下了那一小束，倾泻在我的棉被上，
爸爸、妈妈盖得棉被却搭在了阴凉处。这个时候，妈妈从房门中走了出来，我问她，她却说：
“这几天，
我们盖的被子热，捂得慌，不用晒也挺暖和。玩儿一会儿就去物理赶紧写作业吧！
”
我摸了摸棉被，分明是我的后啊！顿时感觉收敛的阳光又变得灿烂了，是那么的温暖。为什
么呢？也许吧，也许是因为爱的味道！
啊，家，我心中的一道阳光！
黄昏的阳光
天变黑了，最后一丝阳光也收敛了。没有留下一丝余辉。忽然间下起了大雨，我顿时感
觉身体不舒服。妈妈摸了摸我的头，啊！发烧了！这时候，妈妈不管三七二十一，披上雨衣
就抱着我去医院。下雨的夜晚，天气是那么的凉。而妈妈的悲伤却出了汗！到了医院，躺在
病床上，看着妈妈那哭红了的双眼，我顿时感觉在漆黑的深夜，有一道阳光照在了我的身上。
它的光，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灿烂。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在深夜感觉到阳光？也许
吧，也许是因为爱的味道！
啊！家，我心中的一道阳光！
我会永远地记得，那个普通的字眼——家，我心中的一道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