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浙江省义乌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书写（5 分）
请在答题时努力做到书写正确、工整、美观。
二、积累（20 分）
1.读下面文字，根据拼音写汉字或成语。
（4 分）
1920 年早春拂晓，江南一个 cù（ ）拥着杏花的小农舍里，木板搭就的简易桌上，小
油灯旁，一方 yàn（ ）台里是新磨的墨汁，边上的小碗碟里，是红糖。29 岁的陈望道手拿
着蘸着墨汁的白米粽，一边 duó（ ）步一边念念有词地翻译着《共产党宣言》
：
“人对人的
剥削一消灭……”推门进来的母亲看到满嘴乌黑的儿子，rěn jùn bù jīn（ ）
：“粽子蘸红
糖甜吗？”陈望道连声说：
“甜！甜！甜！
”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点赞说：
“信仰的味道是甜的！”
解析：本题考查汉字的书写。注意同音字的辨析。
答案：簇
砚 踱
忍俊不禁
2.鸟影蹁跹，入诗入文，请在下列横线上填入相应的句子。（10 分）
（1）蝉噪林逾静，__________。
（王籍《入若耶溪》
）
（2）__________，蝉鸣黄叶汉宫秋。
（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
）
（3）塞下秋来风景异，__________。
（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
（4）晓雾将歇，__________。
（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5）晏殊《浣溪沙》中惋惜与欣慰交织，又深含理趣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
（6）杜甫《春望》一诗中，
“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移情于物，因时伤怀，表达了
诗人深切的爱国情怀。
（7）
在美丽的义乌乡村，浅山婀娜，暮色氤氲，群鸟纷纷归巢，再现了陶渊明笔下“__________，
__________”的田园美景。
（
《饮酒》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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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鸣山更幽
（2）鸟下绿芜秦苑夕
（3）衡阳雁去无留意
（4）猿鸟乱鸣
（5）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6）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7）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3.用现代汉语给下列句中的划线词作注释。
（6 分）
（1）居①数月，其马将②胡骏马而归。（《塞翁失马》
）
（2）策③之不以其道，食④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马说》）
（3）一鼓作⑤气，再⑥而衰，三而竭。（《曹刿论战》
）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实词的理解。注意通假字、词类活用、古今异义、一词多义等现象的理
解。其中“将”和“策”是名词作动词；
“食”是通假字；
“再”是古今异义词。
答案：
（1）①居：经过。
②将：带领。
（2）③策：用鞭子打。
④食：通“饲”，喂。

（3）⑤作：振作。

⑥再：第二次。

三、阅读（57 分）
（一）名著阅读（7 分）
4.小明在复习自己读过的科幻类小说时，发现一张掉落的插图（如下）
。根据画面内容，他
应将此页放回《__________》一书中去，理由是__________。（3 分）

解析：本题考查根据插图的提示，正确判断名著名字的能力。根据画面内容，能让我们联想
起“鹦鹉螺号”尼摩船长把金锭装在小箱子里。
答案：海底两万里
“鹦鹉螺号”尼摩船长把金锭装在箱子里
5.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姓名往往体现作家的匠心。它们或体现了人物性格，或暗示了人物命运，
或寄寓了作者态度，或暗示了文章主旨。下列小说中的人物姓名有哪些深意？请参考示例（不
要求仿照）
，选择其中一个，结合小说有关内容写出你的理解。
（4 分）
鲁达（
《水浒》
）
、翠翠（
《边城》
）
、祥子（
《骆驼祥子》）
【示例】香菱（
《红楼梦》
）
：
“香”昭示了她的美丽温柔，诗心才情；
“菱”是一种浮水
水生植物，随波逐流，无所归依，暗示了她的命运——从小被拐，后来被卖，最后被弃，一
生悲惨。她的本名“甄英莲”谐音“真应怜”
，寄寓了这位女子悲惨的人生际遇，表明了作
者对她的怜惜。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姓名与人物性格、人物命运、作者态度、文章主旨的
联系。需要从鲁达（
《水浒》
）
、翠翠（
《边城》）、祥子（《骆驼祥子》）之中任选一个人物，结
合作品谈其名字的深意。
答案：鲁达（
《水浒》
）
：
“鲁”
，鲁莽，他生性粗豪爽快，如会为素不相识的金翠莲三拳打死
镇关西。
“达”
，通达，他生性豁达不拘，如提辖的官位，一声不响就扔下了；他的法号“智
深”
，智慧深沉之意，如野猪林救林冲，理智冷静。
（二）文学作品阅读（16 分）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飘逝的风筝
徐国平
三月的暖风一吹，催着万物，都跟长了翅膀一样。
鹞爷也感觉到了，一大早儿就拿起那只“年年有余”的风筝，迈出了家门。
整个村庄像被掏空了身子一样，甚至连声犬吠鸡鸣都听不到。鹞爷一边走着，一边四下
观望着。若在以往，身后总会尾随着一群欢天喜地的孩子，一个个抢夺着他手中的风筝。

唉，娃们一个个都去哪儿了？
一路上，那些残墙断壁、破砖瓦砾、树林和那些废弃的打麦场，被风吹过，尘土飞扬，
凌乱不堪。两台从早到晚狂叫不止的挖掘机，正一口口地蚕食着那一排排早已空无一人的院
落。
鹞爷瞧着心痛，就像被抽筋剥皮一般难受。很快，自家那二间旧屋也难逃一劫了，只是
满屋子的风筝，又将栖身何处？
鹞爷忧心忡忡，步履沉缓，一直走出村外。村外的那大片麦地，整整荒废了一个冬天，
听说要建飞机场。
一阵春风吹来，那只风筝有些急不可待地拽紧了他的手。若在过去，鹞爷早就手脚利落
地将风筝放飞起来，心也随着风筝，飞到天上去了。如今，鹞爷却攥紧风筝，迟迟不肯撒手。
鹞爷又想到过去。他自幼就跟师傅扎风筝。这辈子，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扎了多少只风筝。
每只风筝经过他的手，都活灵活现，千姿百态。那些走在归途上的人老远瞅着，就觉得离家
近了，浑身的疲惫便飞到九霄云外。
后来，鹞爷成了民间艺人，还上过电视报纸，甚至大洋彼岸的一些老外都来参观他的手
艺。只是，他手艺慢慢失传了，现在的年轻人谁还学这些费事的玩意。而且，大都跑到城里，
一走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心也收不回来了。
最初，儿子大龙还跟他学扎风筝。可刚刚学了个皮毛，便被一帮记者吹捧成风筝世家的
传人。大龙心高气燥，觉得小村子施展不开，跑到城里开了一家风筝作坊。好几次，大龙苦
口婆心劝他也搬到城里去赚大钱，鹞爷却一口回绝了，他知道儿子无非让他去做招牌，糊弄
人。
唉，不想这么多了，趁着天暖风轻，还是放风筝吧。
鹞爷仰着脖梗，望着蔚蓝的夭空，正专心致志地操弄着风筝，突然，一声嫩生生的童音
传来，老爷爷，放风筝好玩吗？
你玩一下，就知道了。他连忙将手中的风筝线递给男孩，有些蛊惑地说。
男孩牵着那只风筝在麦地里奔跑起来，风筝越飞越高。鹞爷远远地望着，眼前一会儿闪
过儿子的影子，一会儿又闪过孙子的影子。
突然，男孩像是被脚下的什么东西给绊倒了，风筝线随之撒手松开。男孩爬起来，紧追
了几步，却没有拽住随风筝渐渐升起的风筝线，只好哭着跑回鹞爷跟前。
鹞爷没有责备，一脸温和地劝慰着男孩，没关系，风筝早晚要飞走的。
男孩用手抹了一下眼角的泪，问，风筝还能飞回来吗？鹞爷望着那只风筝摇了摇头，没
有吱声。
男孩撅着小嘴，有些难过。许久，鹞爷才开口问男孩，你家在哪里，怎么一个人跑出来
了？男孩晃了晃脑壳说，他的家在很远的城里，学校放假，父亲开车带他回来寻根祭祖的。
说着，男孩伸手指了指麦地远处。果真，有一辆轿车，停在一块老坟地前，几个人正在烧香
焚纸。
鹞爷心一动，随口问，告诉爷爷，根是啥？
男孩一脸迷茫，摇头不知。
鹞爷就仰头指了指天上的风筝说，根是啥？根就是你手中的那根风筝线，人就是天上的
风筝。有根线扯着还能落回来，如果那根线断了，就四处漂泊，永远也飞不回来了。
男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此刻，就见那只摆脱了束缚的风筝有些飘摇不定地朝下沉落了一会儿，最后猛然折了一
个方向，有些留恋地渐渐飞高了，飞远了，最终淡出了鹞爷的视线。
恍然间，鹞爷觉得手心一湿，低头一看，是一滴滚落的老泪，他揉了揉眼睛，那么困惑，
那么茫然……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 年第 4 期，有删改）
6.读完本文，你觉得文中的鹞爷是一个怎样的形象？请简要概括。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人物形象的分析。结合文章的内容进行分析，即列举文中体现该性格特征的
事例。
答案：鹞爷是一个扎风筝技艺精湛、淡泊名利、固守传统技艺、渴望亲情、对农村前景深感
忧虑的民间老艺人。
7.读文中的画线句，回答括号里的问题。
（请任选一句作答）（3 分）
（1）两台从早到晚狂叫不止的挖掘机，正一口口地蚕食着那一排排早已空无一人的院落。
（品析“蚕食”的表达效果。
）
（2）鹞爷远远地望着，眼前一会儿闪过儿子的影子，一会儿又闪过孙子的影子。
（结合划线
词揣摩人物心理。
）
解析：本题主要是关键字词的赏析能力。需要结合语句分析出该词表现的内容，以及表达的
人物的情感。
答案：选（1）
：
“蚕食”形象地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挖掘机一步步摧毁村庄院落的过程，传
达出鹞爷对农村美好家园渐渐消逝的痛心与无奈。
选（2）
：写出鹞爷此刻复杂的内心：对儿孙的想念，对美好往事的眷恋，对儿孙不在身边的
失落，对风筝技艺后继无人的痛心。
8.文章设置男孩放风筝这一情节有什么用意？请结合内容简要分析。（4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插叙的作用。本文插叙男孩放风筝这一情节，深化了小说主题。
答案：这一情节照应了“飘逝的风筝”这一题目；表现鹞爷复杂的内心，丰富人物形象；促
人思考“根”是什么，深化小说主题。
9.本文题目是“飘逝的风筝”
，飘逝的仅仅是风筝吗？请结合文意阐述你的观点和理由。（6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标题的含意。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分析文章标题的含意，注意从字面和
深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答案：回答“飘逝的不仅仅是风筝”
。飘逝的是乡村文明的生机和活力。由于城市化的进程，
社会经济的发展，年轻人不愿学习如扎风筝一般费事的传统技艺，他们纷纷进城。美丽乡村
日渐荒芜，老人孤单留守，传统技艺面临消失。
（三）非文学作品阅读（14 分）
阅读两封信，完成下列小题。
关于“人际交往”的两封信
【甲】
青春热线编辑：
你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自己的人际交往很不自信。我很怕别人忽略我、讨
厌我。每当我和别人打打闹闹或者开玩笑时都很开心，但是之后我又在想，他们会不会觉得
我太疯了？有时我会遇到心眼儿多、圆滑的人，他们其实只是占了点小便宜，但我总感觉他
们要害我。我有时也会怀疑，是不是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但就是始终无法放下戒备心。和
别人接触我总是提心吊胆，把他们说过的话翻来覆去地想。
我害怕与别人接触。接触过后我又很自卑，怕别人讨厌我，我总感觉我的性格有问题，

但是我的好朋友都说我的性格很好，我又觉得他们在骗我。我好恐惧，好焦虑，你能帮帮我
吗？
沉思
【乙】
沉思：
你好！认真读完你的来信，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你在与人交往时内心的纠结和困扰。
这样的矛盾情绪让你感到很恐惧、很焦虑，也很迷茫、很无助。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和心情。
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同一性探索”的关键时
期。处在这个时期的人会非常强烈地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并以此为参照来对自己
评价和定位。在自我同一性探索完成后，随着成长以及心理能量的不断积累，我们的关注点
就会慢慢从外部转移到内部，也就是从关注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转变为形成相对稳
定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认可。到这个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评价就会有“批判接受”的能力，可
以平静地接纳善意的、有改进意义的评价，而不理会那些不公平的或不切实际的评价。
从你来信的叙述中，我基本可以推测你的心理发展正处在自我同一性探索尚未完成的阶
段，所以会格外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并感到“提心吊胆”，生怕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这种状态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心理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一个阶段，你也不需要过于焦虑。但
是，如果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会极大地有利于积极、顺利地完成这个成长任务。
自我调整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进行，一是学会悦纳自己并好好地爱自己，二是建立并明
确自己的心理界线。学会悦纳自己是在自我同一性探索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对周
围人际关系的种种担心和猜疑，折射出的正是我们对自己的不满意。如果潜意识里有一个不
舍理的信念，认为自己不值得别人喜欢，不值得被爱，现实中我们往往会把这种信念投射到
周围人的身上，认为别人会讨厌自己，对自己有看法。但如果我们能够从内心真正接纳自己，
愿意无条件地去爱那个真实但不完美的自己，就会发现“别人觉得我不好，我就一定不好”
这个不合理信念的荒唐之处，就能够淡定豁达地做最好的自己，从而达到由内而外的身心和
谐，实现自我同一性的圆满状态。
建立并明确自己的心理界线是我们照顾好自己感受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自我同一性完
成的一个标志。举个例子来说，你信中提到的一个场景，当遇到心眼儿多、圆滑的人时，知
道他们只是要“占点小便宜”
，那么要忍让接受还是拒绝反抗呢？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需
要根据自己的心理界线来作评估：如果是无关痛瘁的事情，自己有足够的心理能量去面对且
不会造成困扰，那就可以接受；如果是触碰到了自己的心理底线，忍让会令自己内心很不舒
服，那么就要毫不犹豫地拒绝。你所提到的戒备心，其实也是这个层面的问题，你并不需要
完全放下戒备心，更不需要违背自己内心的感受去信任或迎合别人，只需要依据自己的心理
界线去把握戒备的分寸，既不草木皆兵，也不开门揖盗。
当然，这两个方面的调整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做起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也需要你
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和耐心。但我相信，只要你愿意，一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思考和努力找到适
合自己的方式去完成发展任务，照顾好自己的感受，自信、乐观地经营好自己的人际交往，
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理正能量。
小月儿
（选自《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心箱》2015 年 6 月 30 日，略作删改）
10.“沉思”来信有何目的？你觉得“沉思”看了“小月儿”的回信会有哪些启发？（3 分）
解析：本题考查信息的筛选与归纳。综合信息筛选注意对局部或全文内容的概括，重点注意
各段的段首和段尾的句子。答题时注意提取文中的关键词语分析作答。
答案：
“沉思”描述自己人际交往的困惑，是为了寻求帮助，解决心理问题。启发：不要过

分地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自我调整（学会悦纳自己并好好地爱自己，建立并明确
自己的心理界线）
；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和耐心。
11.选出下列表述与材料相符的一项（ ）
（3 分）
A.“沉思”在人际交往方面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拒绝与人交往。
B.“小月儿”认为人在自我同一性探索完成后，依旧非常强烈地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
价。
C.“小月儿”建议“沉思”要无条件接纳真实但不完美的自己，努力实现自我同一性的圆满
状态。
D.“小月儿”结合“沉思”的来信内容，分析了戒备心的危害，并指出如何依据自己的心理
界线去把握戒备的分寸。
解析：本题考查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从“小月儿”回信的第三段中的可以看出 A 项说得过于
严重，是错误的。从“小月儿”回信的第二段中的可以看出 B 项“自我同一性探索完成后，
依旧非常强烈地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是错误的。从“小月儿”回信的第五段中的
可以看出 D 项“分析了戒备心的危害”是错误的。
答案：C
12.根据对象选择得体的语言才能达到劝说的效果。以【乙】文划线句为例，结合划线词分
析“小月儿”劝说的效果。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赏析。要求结合划线词语分析“小月儿”的劝说效果。要注意：根据
对象和场合，说话要委婉，不揭人短，不伤人自尊；语气要平和；要以理服人。
答案：
“小月儿”用“本身”
“过于”等词，从心理发展规律上，客观而科学地指出“沉思”
的这种心理状态是正常现象，宽慰她（他）不用特别紧张焦虑；
“只要你愿意”鼓励“沉思”
主观努力，
“我相信”
“一定能够”等词，充满鼓励期许之味。“小月儿”这样的劝说语言，
让“沉思”更好地认同接受自己的建议，从而达到劝说的目的。
13.“心箱”是有关青少年心理咨询的知名栏目，走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可是近两年这个栏
目停办了，很多读者大呼可惜，强烈要求继续开办，你赞同吗？结合这两封信和生活经验阐
述理由。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主观感受。需要结合这两封信和生活经验阐述理由。本题属于开放性试题，
言之成理即可。
答案：
（1）赞同。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心理问题，这个栏目方便他们咨
询心理问题，并能得到专业的解答；如果自己也有类似的心理问题，也会深受启发；我们从
这些专业的解答中，获得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学习劝说的方法，提高劝说的能力。
（2）不赞同。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纯属个人隐私，公开刊登在报纸上不太合适；这个栏目的
停办一定也有某种客观的原因，如大量信件的处理，回复信件的专业人员不够等；现代传媒
的飞速发展，这种书信体的传统栏目需要改版创新。
（四）古诗文阅读（20 分）
阅读古诗文，完成下列小题。
清白堂①记（节选）
（宋）范仲淹
一日，命役徒芟②而辟之，中获废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观其好恶，曰：
“嘉泉也”。乃
扃③而澄之，三日而后汲视。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渊然文余，绠④不可竭。当大暑时，

饮之若饵⑤白雪，咀轻冰，凛如也。当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其或雨作云蒸
醇醇而浑盖山泽通气应于名源矣。又引嘉宾，以建溪、日铸、卧龙、龙门之茗试之，则甘液
华滋，悦人襟灵。
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可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
“清白亭”
。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
宝元二年记。
【注释】①清白堂：在绍兴府山上。②芟（shān）：除草。③扃（jiōng）
：关锁。④绠
（gěng）
：原指井绳，此指提水。⑤饵：吃。⑥忝（tiǎn）：玷污。
14.用现代汉语写出下列句中划线词的意思。
（3 分）
（1）绠不可竭（_____）
（2）三日而后汲视（_____）
（3）悦人襟灵（_____）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实词的理解。注意通假字、词类活用、古今异义、一词多义等现象。
“悦”
是使动用法。
答案：
（1）完，尽
（2）打水，取水
（3）使（人的心情）愉悦
15.给文中划线部分断句。
（用“／”断三处）
（3 分）
其或雨作云蒸醇醇而浑盖山泽通气应于名源矣。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断句的能力。要注意一些常见的标志性虚词、结构的对称、人称的转换，
还要注意一个事件不要强行断开，不然句子就会支离破碎。
答案：其或雨作云蒸／醇醇而浑／盖山泽通气／应于名源矣。
16.用现代汉语写出文中划线句子的意思。
（2 分）
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可为官师之规。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的翻译能力。注意关键字词翻译正确，语句通顺。
答案：我喜爱它（井泉）的清白和有德义，（它）可以成为官吏们效法的榜样。
17.文中的“嘉泉”有何特点？作者为何详写“嘉泉”之“嘉”？根据文意简要回答。
（4 分）
解析：本题题属于信息筛选题，基本是对人物的某种品质、物象的特征、事情的原因、说明
的道理、得出的启示、作者的情感等的分析，注意找到对应的文中的相应的句子，然后翻译，
注意题干的要求是用原文的语句回答，还是用自己的话概括。
答案：
（1）嘉泉特点：晶莹澄清，味道甘美，渊然不竭；暑凛冬暖，应于名源；以茗试之，
甘液华滋，悦人襟灵。
（2）详写“嘉泉”之“嘉”是为了突出它的美好品质，表达对它的喜
爱之情，为下文作者阐述为官之道作必要的铺垫。
18.下列两个句子一“叹”一“问”意蕴丰富，你从中读到了一个怎样的范仲淹？请简要分
析。
（4 分）
（1）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清白堂记》
）
（2）微斯人，吾谁与归？（
《岳阳楼记》）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中人物形象的鉴赏能力。鉴赏人物形象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查：一方
面是分析概括人物的性格、品质；另一方面是分析概括人物的志趣、才干。此题首先需要理

解这两句话的意思。
答案：读到了一个爱国爱民、有着高尚为官节操和远大政治理想的范仲淹。第一句感叹句，
作者极力希望自己没有玷污“清白”这个名节，努力做一名清明廉洁、克己奉公的好官。第
二句反问句，表达了作者努力追随“古仁人”的强烈愿望，学习他们忧国忧民，奋发向上，
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伟大精神。
19.结合《清白堂记》的相关内容，阅读王十朋的《清白堂》，品析画线句子所蕴含的思想情
感。
（4 分）
清白堂
【南宋】王十朋
钱清地古思刘宠，泉白堂虚忆范公。
印绶纷纷会稽守，谁能无愧二贤风？
【注释】①钱清：在绍兴市西北。刘宠：东汉时期任会稽太守，整治官吏，抚恤百姓，
政绩卓著。
解析：本题考查诗歌的情感分析。答题时要注意结合诗歌标题、注释和诗中表情达意的重点
词句作答。
答案：作者在清白堂，联想到命名者范仲淹和会稽太守刘宠，赞美他们清正为民的风范；勉
励自己，也告诫后继者应该秉承二贤遗志，以清白自律，教化百姓。
四、作文（68 分）
20.今年暑假，小乔初中毕业了，爸爸计划带他去自驾旅游。小乔在《世界博览》杂志里看
到这样的一则广告，很感兴趣，想报名参加。请你帮小乔说服他爸爸参加这个活动。（120
字左右）
（8 分）

招募
探险不冒险
一场梦境之旅
2018 年 7 月 15 日——2018 年 7 月 23 日
活动地域：河西走廊 祁连山（七—冰川 老虎沟冰川）
嘉峪关 敦煌（莫高窟、月牙泉、雅丹地貌）
库姆塔格沙漠、罗布泊、哈密、大海道
带队领导：李杰（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随队科学家：屈建军（沙漠学家） 井哲帆（冰川学家）
活动费用：8700 元／人
集合地点：嘉峪关
活动形式：汽车自驾（车辆自备，当地方便租车，费用自理）
报名及详情咨询请加客服微信：微信号 kxtx1000

注：报名截至 6 月 20 日，限额 30 名。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的表达运用。首先观察图片与文字，理解图片与文字的内容。然后进行
劝说。劝说时要注意：根据对象和场合，说话要委婉，不揭人短，不伤人自尊；语气要平和；
要以理服人。
答案：叔叔，这个活动值得一去。它是由专业的机构组织、专业人士带队的，能在不冒险的
情况下满足人们的探险欲望。而且它是一个科普活动，在行程中有沙漠学家和冰川学家随行，
他们能结合活动地的冰川、沙漠作科学、专业的讲解，可以让人学到很多知识，很适合学生。
21.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写一篇文章。
（60 分）
去年夏天，重庆某地 67 岁的何奶奶没等到 9 岁孙子团团来过暑假，就坐了两个多小时
的车亲自去接，没想到孙子不愿意去，在地上打滚哭闹，说奶奶家没有 WiFi 和智能手机。
父母无可奈何。何奶奶对此很伤心费解，自己会讲故事会唱歌还做得一手美食，团团是她一
手带大的，如今到底输在了哪里？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讨论。
甲同学说：暑假那么长，那么无聊，没有 WiFi 和智能手机，怎么熬得过去呢！
乙同学说：何奶奶待团团这么好，讲故事唱歌还为他做美食，这样也太伤她的心了！
丙同学说：子不教，父之过。团团的任性妄为、网络成瘾难道他父母没责任吗？
丁同学说：我觉得网络成瘾的何止团团一个？你看看我们周围的同学……
以上事件和讨论，引发了你哪些联想和思考？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题目自拟。②文体自选，诗歌不少于 16 行。③不少于 600 字。④不出现真实
的校名、人名等。
解析：这是一篇材料作文。分析这则材料，我们可以提炼出这样的中心意思：9 岁的团团因
为奶奶家没有 WiFi 和智能手机强烈拒绝去奶奶家过暑假。父母对此无可奈何。一手将孙子
带大的何奶奶对此伤心费解。四名同学对此展开讨论，各抒己见。四个同学的观点为我们提
供了立意的参考。当然，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选取其中的任意一个角度进行写作，
注意选择自己擅长的文体。
答案：
网络安全教育听后感
今天我听了网络安全教育的讲座，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讲了有关与网络安全的道德教育。
从而教育我们懂得网络安全与道德。
计算机互联网作为开放式信息传播和交流工具，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阵地。我们应该
防止反动迷信、谣秽、习俗等不良内容通过网络传播。网络，是一个特殊的“望远镜”。现
在，通过互联网，借助各种网站，惦记相关主页，就能看得很远很远。通过网络，可以与全
世界人们友好地交流，网络，还是学习的好帮手。通过互连网，可以从网络学习许多知识，
增大学习的范围，所以，网络是一所没围墙的学校。由此可见，网络是丰富多彩的，给人们
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欢乐。网络虽然丰富多彩，吸引人，但是也经常给青少年带来伤害。记
的电视上曾经报道了个节目，一个 15 岁的少年整天弥恋在电脑游戏中，原本他的学习成绩
很好，自从爱上了电脑游戏后成绩一落千丈。再后来他每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经常缺课。
有 1 次居然在网吧里连续打了 10 天没喝一口水，吃的是方便面，他简直是达到了走火入魔
的地步。后来他觉得无脸见老师同学，对不起他的爸爸妈妈就吃老鼠药自杀了。死前还写了
一封信，名叫“天堂的来信”
。1 位 15 岁了少年就这样的去了，这篇报道告诉了我们小学生
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不要每天沉浸在电脑当中，否则将会一事无成！
互联网网络一半像是天使，一半像是魔鬼。
最后我还要告诉同学们，电脑是可以玩的，但我们要玩得有节制，玩得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