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湖南省益阳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积累与运用（30 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读音有误
（
）
．．的一项是（2 分）
A.确凿
湍
明眸
．（záo）
．急（tuān）
．善睐（móu）
B.豁
．免（huò）
C.作揖
．（yī）

亵
．渎（xiè）
应和
．（hé）

无边无垠
．（yín）
不卑不亢
．（kàng）

D.怪诞
侥
草菅
．（dàn）
．幸（jiǎo）
．人命（jiān）
解析：本题考查同学们对现代汉语常用字的字音的识记能力。C“应和”的“和”读 hè，其
他选项加点字的读音都是正确的。
答案：C
2.下边两幅图中各有一个错别字，请将正确的字规范、工整地写在答题卡上的田字格内。
（3
分）

____

____

解析：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做这类题型，同学们应特别注意图片上的所有字，
仔细辨别。通过认真辨别，可以找出错别字，应该是“大显身手”，
“丢炸弹”
。
答案：身 扔

3.下列加点词使用不正确
）
．．．的一项是（2 分）（
A.然后，她又戏谑
“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啥？”
．．地问我：
B.“2014 年放假安排”高居百度热词排行榜首，假日安排引发了专家、网友和社会公 众的
“吐槽
。
．．”和“自嘲”
C.为观看《抗战英烈事迹展》
，同学们趋之若鹜
．．．．，提前半个小时进入了展厅。
D.“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要坚持‘老虎’
、
‘苍蝇’一起打”
，这些铿锵有力
．．．．的表态，
体现了中央打击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决心和态度。
解析：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
。A“戏谑”意思是用诙谐有趣的话开玩笑。B“吐槽”字
面意思为“往人家碗里吐呕吐物”
，引申为不给人家面子，当面揭穿数落的意思。C“趋之若

鹜”本义是像鸭子一样成群成群跑过去。比喻许多人挣着去追逐某些事物。含贬义。此题同
学们争着去展厅看展览，不应该用贬义词。此处是感情色彩运用错误。D“铿锵有力”形容
声音响亮而有劲。
答案：C
4.下列各句中没有
（ ）
．．语病的一项是（2 分）
A.“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举办，既可以让汉字文化得以传承，让汉字书写美德得以传递，
又可以检验我国民众整体的汉字书写水准。
B.与《舌尖 2》第一集的原画面相对比，该片涉嫌抄袭的镜头不少于十多处。
C.3 月 30 日，书记、副书记和其他县领导出席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动员大会。
D.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要以人为本，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解析：辨析或修改病句。A 句的语病是搭配不当，应该把“水准”改为“水平”
。B 句的语病
是重复啰嗦，
“不少于”与“十多处”有重复，应该把“多”字去掉。C 句应该在“教育”
后加上“实践活动”
。
答案：D
5.填入下面横线处的句子，顺序排列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
）
想和做怎样才能够联 结起来呢？
①想的时候要从实际出发，就不能“空想”，必须去接近实际。
②当然要观察。
③我们常常听说“从实际出发”这句话，这就是想和做联结起来的一条路。
④怎样才能接近实际？
⑤光靠观察还不够，还得有行动。
A.①②③④⑤
B.③①④②⑤
C. ③①②④⑤
D.①③②④⑤
解析：做此类排序的题目的方法是：首先找出中心句，总结性的句子，过渡句等，然后把根
据语句的连贯、得体、准确等去排序。此题看到第一句是讲“想和做”，因此，是先讲“想”，
再讲“做”
。这类题型的出题思路，注重知识的视野和积累，及同学们的学以致用。在平时
的学习过程当中，同学们应注意方法，不仅要学习，还要积累，更重要的是学以致用。
答案：B
6.在横线上写一句话，使之与前后文构成结构一致、内容相关的排比句。（2 分）
欣赏是一种学习，一种感悟，一种特别的收获。欣赏一封短短的家书，会让你想起故乡
的亲切与温馨；
，
；欣赏一束淡淡的康乃馨，
会让你享受生命的清雅和悠扬……
解析：仿写句子就是根据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在语意、句式、修辞、语气等方面进行模拟仿
写。这种题型，看似容易，觉得都能做出，其实很难，得分率极低，所以，只有把握住仿写
的要领，才能仿写成功。一般说来，做仿写题的方法是：根据提供的语言材料，从形式（结
构、修辞、句式、字数）和内容两大方面入手进行仿写。所以此题可以从内容、句式两方面
去仿写，因此可以仿写为：欣赏一个浅浅的微笑，会让你忘却生活的无奈与愁苦。
答案：示例一：欣赏一个浅浅的微笑，会让你忘却生活的无奈与愁苦 示例二：欣赏一处小
小的风景，会让你体会心灵的静谧与安宁
示例三：欣赏一缕红红的晚霞，会让你感悟自

然的绚丽与美好（结构一致、内容相关 1 分，语句通顺 1 分）
7.按要求填空。
（每空 1 分，共 8 分）
（1）人生自古谁无死，
。（文天祥《过零丁洋》）
答案：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卜算子 咏梅》
）
答案：待到山花烂漫时
（3）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孔孟论学习》）
答案：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4）
，猿鸣三声泪沾裳。
（郦道元《三峡》）
答案：巴东三峡巫峡长
（5）何夜无月？
，
。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答案：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6）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以春花喻冬雪，想象奇特，形象优美的句子是：
，
。
解析：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总体上看，这道题的难度不大。古诗文名句的默写，要想不失
分，关键在于平时强化记忆，做到“三不”：不漏字、不添字、不写错别字。
答案：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8.下列说法不正确
（ ）
．．．的一项是（2 分）
A.《战国策》是一部史书，西汉刘向编订，《邹忌讽齐王纳谏》 出自该书。
B.莫泊桑是法国小说家，我们学过他的短篇小说《项链》、
《麦琪的礼物》。
C.《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在高老庄被孙悟空打败，又听到唐僧的大名，就同意去西天取经。但是，
他还有如若取经不成就回高老庄的想法，这也充分暴露了他的动摇性。
D.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写了众多的小人物，他对这些小人物分外宽厚，笔锋也不像小说那
样犀利，如长妈妈做了一点好事，他就用诗一样的语言进行赞美。
解析：本题是对文学常识的考查。B 中“《麦琪的礼物》
”不是莫泊桑的作品，
《麦琪的礼物》
（也叫《圣诞礼物》
）是美国著名文学家欧亨利写的一篇短篇小说。
答案：B
9.综合性学习。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7 分）
段意花是益阳水文局的临时工，丈夫李国庆在益阳水文站工作。他们在一条趸船上住了
14 年，经常勇赴江流，拯救了一个又一个溺水的生命。保守估计，他们先后救了 50 人，年
龄最大的 83 岁，最小的 7 岁。和许多普通家庭一样，他们靠着自己微薄的收入过着非常清
贫的生活，以至于 6 万多元债务整整还了 17 年。5 月 15 日是国际家庭日，段意花的家庭在
这一天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1）请为这段文字加一个标题。
（2 分）
解析：为这段文字加标题，其实就是要求同学们概括该段的主要能容。
答案：示例一：益阳段意花夫妇勇救 50 名溺水者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示例二：段意
花夫妇 14 年救 50 名溺水者。示例三：益阳段意花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写出人物
——段意花夫妇 1 分，事件——救人、获奖 1 分）
（2）你们班想请段意花来做一次报告，如果你代表班委会去请她，你会怎么说？（2 分）
解析：做邀请某人做某事之类的题型的方法是：首先要语言得体，必须要有称呼，有礼貌，
然后再考虑语言简明与连贯，即把邀请某人的理由说出来，最后也要表明意思，注意语言必
须表达得体。

答案：示例：阿姨，祝贺您家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我们知道了您的优秀事迹，都非常
敬佩，想请您为我们做一次报告，您看行吗？（语言简洁，表达清楚 1 分，文明得体 1 分）
（3）近年来出现了某些扶人者被敲诈的事件，致使一些人不敢去救人，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请结合段意花的事迹谈谈。
（3 分）
解析：做这类题型，我们一定要练习材料，将观点表达出来，语言简明连贯。
答案：示例：见义勇为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不能因为个别人敲诈过救人者，
就见死不救，而要学习段意花夫妇，尽自己的能力，传递社会正能量。
（联系材料 1 分，观
点正确 1 分，表达清晰 1 分）
二、阅读（40 分）
（一）古诗文阅读（14 分）
10.对陶渊明《饮酒》一诗赏析有误
．．的一项是（2 分）（

）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A.诗歌首句的节奏停顿应该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B.“悠然见南山”的“见”写出了诗人看到南山美景时的随意与自然，体现了作者心灵的自
由和惬意。
C.诗中的“心远”、“悠然”表明了诗人的心境。
D.全诗热情讴歌了闲适、宁静的田园生活，而结句“欲辩已忘言”则表明了诗人隐居生活的
迷惘状态。
解析：评价诗歌的思想内容或作者的情感态度。D 句“欲辨已忘言”则表明了诗人隐居生活
的迷惘状态是错误的。陶渊明的“欲辨已忘言”表明一种与法自然浑然相融的醉意，而且还
应有这样的两层含意：一层是，当他欲说出这诗境中感悟的“真意”时，却发现根本无法言
说，寻找不到用以来表达的语言；另一层则稍隐些，就是说他既已得到了其中的“真意”
，
实际上已无须言说。
答案：D
阅读下面的文言选段，完成第 11～15 题。
（12 分）
【甲】童寄 者，郴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
里，之虚所卖之。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
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因取刃杀之。
（《童区寄传》节选）
【乙】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餈，用
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啗食之。寄便放犬，
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
举出，咤言曰：
“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
”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李寄》节选）
11.对下列加点的词语解释不正确
（
．．．的一项是（2 分）
A.布囊
．其口（口袋）
B.贼易
．之（轻视）

）

C.寄乃告请
．．好剑及咋蛇犬（访求）
D.寄从后斫
．得数创（用刀斧砍）
解析：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A“布囊其口”中“囊”原意为口袋，但这里用作
动词，堵住的意思。其它几个选项的词语解释都是正确的。
答案：A
12.下列各句中加点的“为”与例句中的“为”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 分）（ ）
例句：汝曹怯弱 ，为
．蛇所食
A.一人去为
《童区寄传》
）
．市（
B.不足为
《桃花源记》
）
．外人道也（
C.为
《小石潭记》
）
．坻、为屿（
D.贤能为
《隆中对》
）
．之用（
解析：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
答案： D
13.用现代汉语写出下面句子的意思。
（4 分）
（1）童寄者，郴州荛牧儿也。
（2）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
解析：理解或翻译文中的句子。
答案：
（1）儿童区寄，是郴州打柴放牛的孩子。
（准确译出“童”
、
“荛牧”1 分，句式正确，
句子通顺 1 分）
（2）就到庙里坐下，抱着剑，带着狗。（前句准确译出“诣”字，且句子通
顺 1 分，后句准确译出“怀”
、
“将”字 1 分）
14.用自己的话概括选文【甲】的主要内容。（2 分）
解析：理解文言文内容要点。
答案：区寄智杀强盗。
15.联系全文可以看出，区寄是偶遇豪贼，被动应战，而李寄不同，她是
。不过
两位少年英雄表现出了共同的性格特点，那就是
。
（每空限填一
至两个四字短语）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同学们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答案：有备而来，主动出击
智勇双全，胆识过人（意思相同即可，用词不求与参考答案
完全相同，每空 1 分）
（二）实用文阅读（7 分）
阅读下文，完成 16～18 题。
黑匣子，你可能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①马航 MH370 事件之后，人们对黑匣子的关注明显多了，下面是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事
儿。
②“黑匣子”这个名称在媒体上用得很多，但是大多数专业人士不这样叫，航空专家一
般叫作电子飞行数据记录仪。它的颜色也不是纯黑色，而是有点类似旧金山金门大桥的颜色，
是所谓的国际橘。只是金门大桥的颜色较深，而黑匣子的色调较亮。
③黑匣子由两个设备构成：飞行数据记录仪和舱声录音器。它们在任何一架商用飞机或
者喷气式飞机上都是必备的，通常安装在飞机尾部，这样在飞机失事时，它们才更容易被保
存下来。数据记录仪记录飞行速度、高度、垂直加速度和燃油流量等数据。早期的黑匣子使
用的是有线编码，现在使用的是固态存储板。大型飞机上的固态存储器可追踪 700 多个参数。
数据记录仪足以保存 25 小时的飞行数据，但是只能保存两小时的驾驶舱声音记录，并循环

录制。舱声录音器不仅记录机组人员之间的对话以及他们与塔台的对话，还记录可向调查人
员提供关键线索的背景噪音。
④黑匣子装有水下定位信标，一旦其感应器接触到水，就开始发射脉冲信号，每秒发 射
一次，共发射 30 天，然后电池就没电了。法航 447 航班失事坠入大西洋后，搜索人员花了
两年时间才找到并打捞起黑匣子。
⑤数据记录仪通常
．．由钛或不锈钢包裹两层，而且能经受恶劣的环境条件。包含记忆板的
关键部分可承受带有钢钉的 227 公斤的物体从 3 米的高度砸到它上面。
研究人员尝试在 1100
摄氏度的火中摧毁它，把它放进有压力的盐水罐中，或浸入航空燃料中，但黑匣子都安然无
恙。
⑥MH370 事件之后，专家表示，可能是时候为搜集航空数据的手段升级了。乘客可以发
短信、进行网络传输或浏览网页，但飞机上的数据记录仪却不能与外界进行实时沟通，现在
还没有从大型飞机上传输大量数据的能力。
（根据 2014 年 3 月 27 日《参考消息》有关内容改写）
16.本文第②段中加横线的句子运用了
的说明方法，作用是
。
（2 分）
解析：分析常见的说明方法及其作用。
答案：作比较（1 分） 更加准确、直观、形象地说明黑匣子的颜色。
（1 分）
17.本文第③段主要介绍了黑匣子哪两个方面的情况？（2 分）
解析：这道题考查同学们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的能力。
答案：构造、功能
18.下面句子中加点的词语能否去掉？为什么？（3 分）
数据记录仪通常
．．由钛或不锈钢包裹两层，而且能经受恶劣的环境条件。
解析：分析说明性语言的语言特色，准确性和科学性。
答案：不能去掉。
（1 分）说明这是一般情况，不排除还有特殊情况。如果去掉，就与实际
情况不符。
（2 分）
（三）议论文阅读（7 分）
阅读下文，完成 19～21 题。
上帝从不为难头脑简单的人
何帆
①才智平平的人往往成就更大。金庸小说中的郭靖就是一个例子。郭靖憨厚质朴，但懂
得用功不辍，也把握得住善恶界限，有这两条，就有了后来的郭大侠。像杨过这样飞扬跳脱、
聪明外溢的，如果不是受尽挫折、性情大变，估计最终一定是泯然众人矣。
②电脑游戏《金庸群侠传》的情节设计也非常有意思。游戏中的那个“小虾米”除了“野
球拳”
，什么武功都不会，但他经过长期历练，功力终于达到了最高的第十级，超过“九阳真经”
和“降龙十八掌”
。这个小小的富有哲学意味的设计让我对这个小游戏一直念念不忘。
③在现实世界的学术圈中，我所看到的也都是这样，聪明者未必最后胜出，知道坚持的
才是最后的赢家。聪明人往往浅尝辄止，而且对聪明人来说，诱惑常常更多，他们在起跑的
时候会把别人都甩在后面，但却经常是最早退出比赛的人。
④比学问更复杂的是人生和社会。在社会中生存的最优法则是什么？我相信，这些法则
仍然是那些最古老、最简单的道理。比如诚实、勤劳、宽恕、合作。我把电影《阿甘正传》
看做是一则寓言。阿甘的智商只有 75，几乎属于傻子。他最喜欢说的话是“我妈妈说……”
阿甘的妈妈告诉他在最危险的时候要跑，跑得越快越好。阿甘就这样从越南战场上捡回了一
条命，还成了英雄。阿甘的女朋友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她这一代人认为自己聪明到足以对

抗社会、颠覆传统，她所做的一切都似乎是在寻找极端的边界：她被大学开除、上《花花公
子》杂志、跳脱衣舞、流浪、吸毒、反战。但最后，她碰得头破血流，悄悄地回到阿甘身边，
又悄悄地逝去。阿甘和女友的这两条路再次证明：上帝从不为难头脑简单的人。
⑤告诉年轻人成功的秘诀在于勤奋和诚实，很多自以为聪明的年轻人会瞪着狐疑的大眼
睛：如果成功的秘诀这样容易，那不是人人都能成功吗？因此，他们断定：成功的秘诀一定
是一些更加诡秘的东西，比如厚黑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走这条路的人还非常非常之多，
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人会非常非常的少。
（摘自《青年文摘》
，有删改）
19.作者笔下的“头脑简单的人”有何特点？请从原文中找出相关的词语加以概括。
（2 分）
解析：理解文章内容，概括议论文要点。从文章的第三段、第四段可以找出“头脑简单的人”
的特点是才智平平，但诚实、勤劳，懂得坚持。
答案：
“头脑简单的人”的特点：才智平平，（1 分）但诚实、勤劳，懂得坚持。
（1 分）
20.文章第④段从
的角度，通过对阿甘与他女朋友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及其
结局的对比分析，论证了
的观点。
（2 分）
解析：分析常见的论证方法及其作用。
答案：人生与社会（1 分） 上帝从不为难头脑简单的人（1 分）
21.联系学习与生活实际，谈谈你阅读本文后的启示。
（3 分）
解析：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
答案：要点：做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我们都是平常人，要做好一件事情，没有窍门，没
有捷径。成功的关键在于勤奋与诚实，在于坚持不懈。无论学习还是生活都是如此。
（观点
1 分，联系实际进行分析 2 分）
（四）文学作品阅读（12 分）
阅读下文，完成 22～26 题。
夜深了，花睡了
三毛
我爱一切的花朵。在任何一个千红万紫的花摊上，各色花朵的壮阔交杂，成了都市中最
美的点缀。
其实我并不爱花圃，爱的是旷野上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的野花和那微风吹过大地时的感
动。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迫不得已在花市中捧些花回家。对于离开泥土的鲜花，我总有一种
疼惜又抱歉的心理，可还是要买的。这种对花的抱歉和喜悦，总也不能过分去分析。
在所有的花朵中，如果要说“最爱”
，我选择一切白色的花，尤其是长梗的百合。
许多年前，我尚在大西洋的小岛上过日子，那时，经济拮据，丈夫失业快一年了。我在家中种菜，
屋子里插的是一人高的枯枝和芒草，那种东西，艺术品位高，并不差的。我不买花。
有一日，丈夫和我打开邮箱，又是一封求职被拒的回信。那一阵，其实并没有山穷水尽，
粗茶淡饭的日子过得没有悲伤，可是一切维持生命之外的物质享受，已不敢奢求。那是一种
恐惧，眼看存款一日日减少，心里怕得失去了安全感。这种情况只有经历过失业的人才能明
白。
我们眼看求职再一次受挫，没有说什么，去了大菜场，买了些最便宜的冷冻排骨和矿泉
水，就出来了。不知怎么一疏忽，丈夫不见了，我站在大街上等，心事重重的。一会儿，丈
夫回来了，手里捧着一小束百合，兴冲冲地递给我，说：
“百合上市了。
”
那一瞬间，我突然失了理智，向丈夫大叫起来：
“什么时候了？什么经济能力？你有没

有分寸，还去买花？！”说着我把那束花“啪”一下丢到地上，转身就跑。在举步的那一刹
间，其实我已经后悔了。我回头，看见丈夫呆了一两秒钟，然后弯下身，把那些撒在地上的
花，慢慢拾了起来。
我向他奔过去，喊着：
“荷西，对不起。”我扑上去抱他，他用手围着我的背，紧了一紧，
我们对视，发觉丈夫的眼眶红了。
回到家里，把那孤零零的三五朵百合放在水瓶里，我好像看见了丈夫的苦心。他何尝不
想买上一大缸百合，可口袋里的钱不敢挥霍。毕竟，就算是一小束，也是他 的爱情。
那一次，是我的浮浅和急躁伤害了他。之后我们再没提过这件事。四年后，我去给丈夫
上坟，进了花店，我跟卖花的姑娘说：
“这五桶满满的花，我全买下，别担心价钱。
”
坐在满布鲜花的坟上，我盯住那一大片花色和黄土，眼睛干干的。
以后，凡是百合花上市的季节，我总是站在花摊前发呆。
一个清晨，我去了花市，买下了数百朵百合，在那间房中摆满了它们。在那清幽的夜晚，
我打开家里所有的窗和门，坐在黑暗中，静静地让微风吹动那百合的气息。
那是丈夫逝去了七年之后。又是百合花开的季节了，看见它们，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丈
夫弯腰从地上拾花的景象。没有泪，而我的胃，开始抽痛起来。
（原题为“夜深花睡”。选自十月文艺出版社《你是我不及的梦》一书，有删改）
22.读完全文，你认为作者为什么最爱“百合花”？（2 分）
解析：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答案：百合花是纯洁的象征，更是作者夫妇刻骨铭心的爱情的象征。
23.读下面的句子，联系前文，试揣摩此刻“丈夫”内心的复杂情感。（2 分）
他用手围着我的背，紧了一紧，我们对视，发觉丈夫的眼眶红了。
解析：揣摩人物的情感，须抓住句子的特点，并根据上下文的意思，以及文章的中心来揣摩。
答案：一是为买百合花送给妻子，反遭妻子责骂感到委屈；
（1 分）二是为自己失业，不能
让妻子过上幸福生活而感到愧疚。
（1 分）
24.通读全文，试简要分析“丈夫”的性格特点。（2 分）
解析：此题考查同学们欣赏作品的人物形象。
答案：深爱自己的妻子，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忘给妻子买百合花；（1 分）能忍受委
屈，在遭到妻子责怪时，不发火、不辩解，默默地弯腰拾起百合花。（1 分）
25.文章写了哪些往事？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3 分）
解析：此题考查同学们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能力。
答案：作者回忆了夫妻所度过的艰难岁月，重点写了丈夫为“我”买百合花，反遭自己责骂
及丈夫死后上坟等事件，
（1 分）表达了作者对丈夫深深的爱和追悔莫及的怀念之情。
（2 分）
26.本文与朱自清的《背影》在结尾部分有异曲同工之妙。阅读下面语段，分析二者在写法
上的相同之处。
（3 分）
（1）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
《背影》
）
（2）又是百合花开的季节了，看见它们，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丈夫弯腰从地上拾花
的景象。没有泪，而我的胃，开始抽痛起来。
（《夜深了，花睡了》
）
解析：分析作品的描写手法。
答案：都是触景生情，睹物思人。
（1 分）即由眼前所见引发回忆，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之
情。
（2 分）
三、作文（50 分）

27.请以“我与
有个约定”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①在横线处填入合适的词语，将题目补充完整，然后作文；
②内容具体，感情健康真实；
③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④标点正确，书写规范，不少于 600 字；
⑤文中请不要出现自己的真实姓名、校名等相关信息。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