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浙江省金华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积累（16 分）
1.阅读下面文字，根据语境完成后面的题目。
（4 分）
歌声如飘风，如一（lǚ）摇曳的游丝，在夜空中遥远地传来，渐行渐近，渐渐地清越，
终于到了窗下，歌词也清晰可_____了。咿呀的桨声，夹着（jī）荡的水声，缓慢地为歌声
击节。然后歌声又渐渐远去，渐渐地微弱，渐渐地模糊，终于轻烟般在静夜中消失。
（摘自柯灵《枕畔歌声》
）
（1）根据拼音写出相应的汉字。
（2 分）
一（lǚ）______
（jī）_______荡
解析：本题考查汉字的书写能力。
答案：缕
激
（2）填入文中正确的一项是（ ）
（1 分）
A.辨
B.辩
解析：本题考查形近字的辨析与运用。
答案：A
（3）划线字“模”在文中读音正确的一项是（ ）
（1 分）
A.mú
B.mó
解析：本题考查多音字的辨析。
“模”是一个多音字，在这里读作“mó”
。
答案：B
2.古诗文名句默写。
（8 分）
将下面名句的空缺处补充完整。
（1）子曰：
“三军可夺帅也，________。”
（《论语》
）
（2）云横秦岭家何在？_______。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3）飞鸟本无意，却引情致起。吴均闲居山中，看“①____________，云从窗里出”，欣然
自在；陶渊明采菊东篱，见“山气日岁佳，②____________”
，悠然自失；李清照沉醉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③____________”
，欢快自由；欧阳修兴尽下山，
“树林明翳，④____________，
游人去而禽鸟乐也”，陶然自得；然杜甫于山河破碎之际，面对长安草木，却有“⑤
____________，⑥____________”的慨叹。惊鸟本无情，有情的是写诗的他和读诗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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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夫不可夺志也
（2）雪拥蓝关马不前
（3）①鸟向檐上飞
②飞鸟相与还
③惊起一滩鸥鹭
④鸣声上下
⑤感时花溅泪
⑥恨别鸟惊心

3.邻居小咏今年刚满 18 岁，是第一批买入成年的 00 后（200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出
生的人）
。请仿照示例，从下列名句中选择你最喜欢的一句写在送给他的贺卡上，并根据所
选的名句写出你的祝福。
（2 分）
A.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B.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C.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示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愿你勇攀人生的高峰，去领略世界的魅力和壮阔。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古诗文的记忆能力、理解能力。解题时一是要透彻理解诗歌的内容；
二是要认真审题，找出合适的诗句；三是答题时不能写错别字。本题要求选择自己喜欢的诗
句，并结合诗句意思表达自己的祝福。
答案：示例一，选 A 句。愿你像秋日晴空中的冲天一鹤，奋发有为，大展宏图。
示例二：选 B 句。你立下了高远的志向，就扬起生命的风帆，祝你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示例三：选 C 句。愿你始终是荷塘里的那朵莲，既不傲世也不流俗，静静地守住内心的芬芳
4.下列两副对联分别写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哪个节气？请从备选答案中选出相应节气填在
横线上。
（2 分）
备选答案：立春 雨水 惊蛰 春分 白露 秋分
（1）_______
闻得春雷动，只是一声，虫醒桃开莺恰恰；
说来地气苏，正逢二月，牛耕日暖雨微微。
（2）_______
昼夜等长，旧巢又是栖玄鸟；
暑寒渐易，新柳皆来扭绿腰。
解析：本题考查古代文化知识的理解。根据“春雷”
“虫醒”可以看出是：惊蛰。根据“昼
夜等长”
“新柳”可以看出是“春分”
。
答案：
（1）惊蛰
（2）春分
二、阅读（46 分）
（一）名著阅读（7 分）
5.阅读《水浒传》部分目录，完成下面小题。
（4 分）
目录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______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______
第六回
九纹龙翦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______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______
（1）目录中划横线处依次填入的地名，正确的一项是（ ）（1 分）
A.五台山
桃花村
瓦罐寺
野猪林
B.瓦罐寺
五台山
桃花村
野猪林
C.桃花村
五台山
野猪林
瓦罐寺
D.五台山
野猪林
桃花村
瓦罐寺

解析：本题考查对名著内容的积累能力。名著学习中要注意积累的广泛性。既要注意表面的
知识，如作者、背景、写作特色、涉及人物及故事情节；还要知道一些细节，并且及时做笔
记，做到积少成多，常读常新，逐步深化印象。
答案：A
（2）清代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说：
“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有一百八样。”请结合第
三回至第八回的内容，简要评述鲁达与其他梁山好汉的不同之处。
（3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名著的理解和感悟能力，同时也考查语言表达能力。
答案：与其他梁山好汉不同，鲁达几番与人争斗，皆因打抱不平，为救金氏父女，打死镇关
西因而上五台山出家；为救刘太公女儿，痛打“小霸王”周通；为保护林冲，一路暗中相随，
于野猪林出手相救。他虽然性急，但心思缜密；虽然粗鲁，但心地善良；他嫉恶如仇，是一
个义薄云天的真汉子。
6.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结尾处写道：
“有一天学术进步，这海底是要变为可以自由通行
的。
”如果有可能实现海底旅行，你最想亲历书中哪一个章节里的情景？请选择一项，结合
小说内容和你的阅读感受简要说明。
（3 分）
A.《在海底平原上散步》
B.《价值千万的珍珠》
C.《沉没的大陆》
D.《章鱼》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辨析名著故事情节的能力。掌握名著中的重要故事情节是应考的基本策
略，还要在平时与同学交流时，多关注名著中易记错的故事情节。
答案：示侧一：选 A。
《在海底平原上散步》这一节里，阿龙纳斯一行三人第一次穿上潜水
服，走出诺第斯号（鹦鹉螺号）
，跟随尼摩船长欣赏海底美景，海水非常清澈，阳光照射下
来，可以看见各种美丽的植虫动物和软体动物，脚踩海底草坪非常柔软，我在阅读时救对这
五彩缤纷的海底世界充满了向往。
示例二：选 B。
《价值千万的珍珠》这一节里，尼摩船长帚网龙纳斯三人来到印度洋的珠母
沙，数以百万计的珠母在这里繁殖，场面壮观，他们还见识了洞穴里一只孕育着价值千万的
珍珠的珠母，最后尼摩船长在黑鲨嘴下救起采珠人并送他珍珠。尼摩船长无与伦比的胆略和
对一个落难无私的帮助让我钦佩和感动，我希望在这里游览时能再一次感受到阅读时的那种
激动。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明子出师
曹文轩
夏日将近的一天晚上，三和尚慷慨解囊，请明子和黑罐在一家很不错的酒店吃了一顿饭。
回到窝棚后，三和尚点亮了四五支蜡烛，把小窝棚照得很明亮。接着，他从门外搬进来一个
很大的木头墩。他把一把锋利的斧头稳稳地放在木头墩上，对明子和黑罐说：
“我不想再留
你们。各人有各人的前程。但谁能出师，总得有个说法。你们瞧见了，这是一个木头墩，还
有一把斧头。你们每人砍三斧头，谁能三斧头砍在一个印迹里，谁就可以离开我。”他看了
看明子和黑罐，
“听明白了？”
明子和黑罐点了点头。
烛光静静地照着。

三人沉默着，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很认真，仿佛有人要进天堂或要进地狱，仿佛面对着世
界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时刻。
三和尚再一次看了明子和黑罐一眼。
明子和黑罐互相对望了一阵，又把目光挪开去望那把斧头和木头墩。
“谁先来？”三和尚问。
“黑罐先来吧。
”明子说。
三和尚说：
“明子懂规矩。黑罐大，理应让他先来。
”
黑罐走近木头墩，手微微颤抖地抓起了斧头。
三和尚掉过头去，“噗噗”几口，将所有蜡烛吹灭。他见黑罐半天没有动静，便叫道：
“砍呀！
”
黑暗里终于响起“咚”的一声，又一声，再一声。
三和尚又重新点亮蜡烛。
烛光下的木头墩上，是三道清晰的斧痕。
黑罐把斧子搁下，垂头丧气地站到了一边。
三和尚把木头墩掉了一个头，又把斧头稳稳地放在上面。一切停当之后，他看着明子，
但不说话。
明子走上前去，一把操起斧头。
三和尚又看了明子一眼。
明子稳稳地站着，只是一脸的平静，没有半点其他表情。
三和尚“噗噗”几口，又将蜡烛吹灭。
小窝棚里满是蜡烛油的气味。
小窝棚里绝对黑暗。只有三个人的喘息声，再无其他声响。
“砍呀。
”三和尚催促道。
明子没有反应。
三和尚又等了一会，见仍无动静，便欲要大声地喊“砍”，然而这“砍”字刚吐出一半，
只听见“咚”
“咚”
“咚”连着发出三声斧头砍击木头墩的声音。那声音的节奏告诉人，砍者
动作极其坚决，毫不犹豫。
三和尚重将所有蜡烛点亮。
烛光下，光光的木头墩上只有一道有力的斧痕。
明子把斧子靠在木头墩上，退到一旁。
三和尚好半天看着明子，然后说道：
“你可以走了。
”他坐到床上去，点起一支烟，朝明
子说道：
“你只砍了一斧头。
”
黑罐忽地抬起头来。
明子很镇定地站着。
三和尚说：
“还有两声，是你用斧背敲击木头墩发出的。实际上，手艺再绝的木匠，也
不能在黑暗里把三斧头砍在同一道印迹里。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烛光里，明子眼睛最亮。
三和尚对于明子和黑罐倾吐了一番肺腑之言，那也是他半辈子的人生经验：“认真想起
来，这个世界不太好，也不太坏。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人就不能太老实了，可又不能太无心
肝。
”他专门对着明子说：
“这个道理，黑罐不懂，你懂。但这分寸怎么掌握着，全靠你自己
了。我只把手艺教给了你，但没有把这分寸教给你，这是我做师傅的罪过。”他充满深情和
信赖地看了明子一眼说，
“天不早了，你们俩睡觉吧。明子明天走时，带上我的那套家伙。
就算是你师父的一点情义吧。
”说完，他整了整假发，走出了窝棚。
（节选自《山羊不吃天堂草》）

7.阅读小说要注意把握情节。通读全文，完成下面的对话。（3 分）

解析：本题考查情节的梳理与概括。解答此题在整体感知文意的基础上，根据题干中所给出
的情节提示，找到相对应的段落内容，然后再用与示例相同的句式来概括情节即可。
答案：
（1）师傅请客（或“师傅设局”
“师傅散徒”等）
（2）黑罐斧击（或“黑罐三击”
“黑
罐砍墩”等）
（3）明子三声斧响却只留下一道斧痕
8.联系上下文，揣摩下列句子，回答括号中的问题。
（4 分）
（1）黑罐走近木头墩，手微微颤抖地抓起了斧头。明子走上前去，一把操起斧头。
（从黑罐
和明子拿斧头的动作，你读出了他们各自怎样的心理？）
（2）小窝棚里满是蜡烛油的气味。小窝棚里绝对黑暗。只有三个人的喘息声，再无其他声
响。
（此处的环境描写有什么作用？）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赏析，看清楚括号内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回答。
答案：
（1）黑罐的胆怯不安，明子的镇定自信。
（2）渲染了小窝棚里紧张，严肃的氛围，以
环境的凝重来反衬人物内心的波澜，预示着明子将有不俗的表现。
9.作家将三和尚的徒弟分别取名为“明子”和“黑罐”，有什么寓意？（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小说中人物名字的意义。小说中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往往将自
己的情感倾向在人物的名字中表现出来。
答案：用个名字对比的意味强烈，体现了作家的情感倾向。
“明子”有聪明的意思，人情练
达，明白事理，自然胜人一筹；
“黑罐”有实诚的意思，纯朴自然，雕琢不精，尚在暗中摸
索。
10.如果你来评判，明子和黑罐哪一个应该出师？结合小说内容，联系阅读积累和生活经验，
阐述你的观点与理由。（5 分）
解析：本题考查阅读感悟与观点的表达。此题为开放性题，只要能结合文本内容和自己的生
活体验，阐述出充足的理由，认为哪一个出师都可以。
答案：
（1）应该诗明子出师。明子按照师傅的要求去做，得到了师傅的赞许，达到了师傅的
预期。在这个过程中，明子不仅有黑罐所没有的镇定与自信，而且表现出了黑罐不具备的胆
识与智慧。明子的表现正契合了师傅半辈子的人生经验。人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不能太老实，

因为太老实容易受气，但是也不能太没心肝，因为太没心肝容易作恶。把握好这个分寸，明
是非，知进退，才是做人的智慧。
（2）应该是黑罐出师，虽然黑罐没有达到师博的预期，也没有得到师传的赞许。但是他老
老实实地按照师傳的要求去做了，这种诚实做人的品质是难能可贵的。相信他今后一定能成
功。
（三）非文学类文本阅读（1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
传说，月亮上最有名的动植物是玉兔和桂树，有诗歌这样形容：“仙人垂两足，桂树何
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今天，嫦娥四号落月探测器已跃跃欲试，这次的目标是
月亮那不为人知的背面，而此次，我们带上月亮的将是一份大礼——土豆。由教育部深空探
测联合研究中心组织，重庆大学牵头的科普载荷“月面微型生态圈”，将作为嫦娥四号的“乘
客”之一，于 2018 年底登陆月球背面，进行人类首次月面生物实验。
“奶粉罐”里乾坤大
“月面微型生态圈”高 18 厘米，直径 16 厘米，净容积约 0.8 升，总重量 3 千克，从表
面看就是一个圆柱形的金属罐子，有点类似于我们家里的奶粉罐。在罐子里，土豆和拟南芥
这两种植物会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而动物虫卵吸入氧气，派出二氧化碳和生活垃圾提
供给土豆和拟南芥的种子，循环往复，小生态圈就初现形态了。
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地球上的光合作用直接利用太阳光，那么月球表面自然光线是如
何引入“生态圈”的呢？原来，它是通过光导管引入的。这就实现了月面原位资源利用，让
动植物完全接受月球的光照环境。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的老师们之前也考虑过用人工光线
模拟地球上的光照环境，但利用月面自身光照对实验的意义更大。如果动植物能够适应月球
光照生长，那么以后人类就可以在月球建设基地，开展长时间的科研工作，这对人类未来在
外星球生存非常重要。
“月面微型生态圈”是一个真实的生态圈，假设这个生态圈运转正常，罐子里的动植物
将经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动物虫卵从虫卵孵化到幼虫生长发育，土豆和拟南芥的种子从
发芽、幼苗生长到开花，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就诞生了。
登月生物有讲究
由于“罐子”容积有限，就要求里面的动植物不能占用过多空间。那些能登上月球的动
植物就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首要条件就是“个子小”。其次，由于月球上没有大气传递热
量，昼夜温差大，在太空舱内温度控制在 30-60℃，
“罐子”内温度控制为最低-10℃，因此
要求动植物能够耐高温、耐冻，而且能抗辐射、抗干扰。
土豆是大家熟悉的食物，很有可能是以后太空的主食。这次选择的土豆是特别培育的“小
个子”品种。拟南芥开花周期短，从发芽到开花只需 1 个月，是很好的实验用模式植物，因
此把在月球开出第一朵花的任务交给了它。
美国电影《火星救援》中，宇航员马克独自在火星将居住舱变成火星土豆农场，靠种土
豆、吃土豆生存了 500 天。美国大片里出现的场景，中国科学家正将它一步步变为现实。如
果嫦娥四号科普载荷成功，将意味着“月面微型生态圈”适合于所有地外星球并成为人类生
存的基础。
（选自《知识就是力量》2018 年第 4 期，雍黎撰文，略有删改）
11.根据文本对“月面微型生态圈”的介绍，在下图空缺处填写相应的内容。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图文转换的表达运用能力。解答本题，应根据文本对“月面微型生态圈”的
介绍，正确梳理月面微型生态圈的相关知识，用简洁的语言补充图中空缺部分的内容，注意
与材料信息意思要一致。
答案：
（1）月球表面自然光线
（2）氧气
（3）发芽、生长、开花
12.小敏一听将在月亮上种土豆，马上就说：
“夏天到了，我最喜欢吃西瓜，到月亮上种西瓜
多好！
”请你根据文本内容，向小敏解释本次月面生物实验不种西瓜的原因。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内容与主旨的理解与归纳。根据文本内容，结合自己的语言进行分析即
可。
答案：登月植物“个子”要小，
“月面微型生态圈”容不下西瓜；罐内温度最低可达-10℃，
登月植物要耐寒，而西瓜不行；如果士豆在月球种植成功，有可能成为未来太空的主食，而
西瓜不能成为主食。
13.这篇文章刊登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你认为下列哪一个选项最适合做这篇文章的
标题？请说明理由。
（4 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的百种优秀报刊
A.人造“月面微型生态圈”将首次登月
B.走，到月亮上种土豆去
C.月亮上能种土豆吗？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的表达运用。A 标题平实、准确，B 标题通俗有趣，C 标题引起读者兴
趣，结合标题的不同特点说明自己的理由即可。
答案：示例一：我选 B，这个标题将重大的科学实验说得通俗有趣，“走”生动地表现了即
将成行的意思，
“到月亮上种土豆去”有科幻色彩，同时这是一本面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的
优秀期刊，这个标题更能激发少年儿童阅读与探究的兴趣。
示例二：我选 A.这个标题平实、准确，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体现了科技文
的特征，刊登在《知识就是力量》上，符合刊物的旨趣。
（四）古诗阅读（4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遣意
【唐】杜甫
啭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
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衰年催酿黍，细雨更移橙。
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
【注释】①选自《杜诗详注》
，遣，抒发。②酿黍：酿酒。③移橙：栽橙。
14.古诗讲究对应，每每佳句天成。首联中的“近”
，从“啭”字听来；
“轻”
，从“________”
字看出。颔联中的“________”对应着首联的“啭枝”，“春水生”对应着首联的“泛渚”。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诗歌内容的理解。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在理解诗歌内容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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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野花落
15.《杜诗详注》说这首诗“叙写草堂春日之景，藉以遣意”，诗人所遣何“意”？（2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诗歌鉴赏中的情感赏析。解答时需要读懂诗歌的内容，并且能够根据重点语
句理解诗人的思想情感。
答案：幽居郊野，资然世外的闲适与从容。
（五）文言文阅读（1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天石砚铭（并序）
【宋】苏轼
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①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
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②，顾无贮水处。先君③曰：
“是天
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
”因以赐轼，曰：
“是文字之祥④也。”轼宝而用之，且为铭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⑤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丰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狱，家属流离，书籍散乱。明年至黄州，求砚不复得，以为失之
矣。七年七月，舟行至当涂⑥，发书箧，忽复见之。甚喜，以付迨、过⑦。其匣虽不工，乃
先君手刻其受砚处，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选自《苏轼文集》第二册）
【注释】①纱縠行：苏轼故里，在四川眉山。②发墨：指砚台磨墨易筋浓。③先君：这
里指苏洵。④祥：吉祥之兆。⑤主：以……为主，着重于。⑥当涂：地名。⑦迨、过：苏迨、
苏过，苏轼的儿子。
16.下列各组句子中，划线词语的释义不同的一组是（ ）
（2 分）
A.得异石
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B.且为铭曰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
C.明年至黄州
越明年，政通人和
D.求砚不复得
求石兽于水中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中的一词多义现象。A.奇异。B.写／给。C.第二年。D.寻找。
答案：B

17.用“／”给文中划线句子断句。
（限断两处）
（2 分）
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停顿。作答时，一定要在正确理解句子意思的基础上，根据前后词语之
间的语义联系来划分停顿。
答案：是天砚也／有破之德／而不足于形耳。
18.文中“赐”
“付”都是父亲将砚交给儿子，作者在其中寄寓的情感有何异同？（3 分）
因以赐轼，曰：
“是文字之祥也。
”
甚喜，以付迨、过。
解析：本题考查对重点词语的理解掌握。作答时，需结合具体的语境分析其表情达意上的效
果。
答案：
“赐”是赐予的意思，体现了苏轼对父亲的敬重与感恩，
“付”是交给的意思，表现了
苏轼把天石砚给儿子时的郑重与期待，这两个词都寄离了苏轼对天石视的珍爱之情。
19.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苏轼在砚铭中说：
“或主于德，或
全于形”
，你认为苏轼对“德”与“形”的看法与刘禹锡是否相同？请结合文本简要说明理
由。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比较阅读的能力。细读文本，然后正确翻译后可分析作答。
答案：示例一：相同，天石现无贮水处，从“形”来说，不免有些遗憾，但它色择温润、质
地细腻、发墨甚多，是天生的好砚，这才是砚“德”之所在，苏轼以砚之德喻人之德，极称
“德”之可贵，这和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表达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示例二：不同，天石砚“形”的缺陷也令苏轼遗憾，但他并不以“德”废“形”，他认为事
物的“德”与“形”皆有可取之处，就看如何取舍，而刘禹锡惟“德”为重，
“形”之陋在
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
三、写作（58 分）
20.5 月 19 日，我国第一套有声语文教材“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正式发布。请你结合下
面图片上的信息，向七年级同学推荐这套教材。要求：表达简明、连贯、得体。
（不超过 150
字）
（5 分）

解析：本题考查图文转换能力。解答此题要结合题目要求审清图意，要结合有关数字，关键
词等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表达图意要力争做到语言的简明、连贯、得体。
答案：同学们好！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教育都联合推出的第一套有
声语文教材“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正式发布了，课文都是经典篇目，朗读者都是央视或
央广主播，被誉为“最好听的语文”
。你们可以从央广网、央视网、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
号等收听，在他们的声音里遇见语文，遇见美好。
21.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文。（53 分，其中 3 分为卷面分）
遇到困难时，你会向谁求助？

（此调查数据分析统计图选自《00 后画像报告》
，中国青年报社与腾讯 QQ 于 5 月 4 日
联合发布）
“遇到困难时，你会向谁求助？”作为 00 后的你，这张图表唤起了你的什么回忆，或

者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或者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思考？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自选文体（诗
歌除外）
，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不少于 500 字；②不得套作、抄袭；③不得透露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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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磨难，战胜挫折，才能取得成功。本作文可以写一篇记叙文，也可以
写一篇议论文。可拟题目为：成长中遇到困难，写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真实体会。
答案：
成长中遇到困难
在成长中遇到的难题标题不当，应该修改迎难而上有一首歌唱得好：“不经历风雨怎能
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歌词的含义应该是“历经磨难，战胜挫折，才能取得成
功”这首歌也就告诉我们在成长中没有两全其美的事。
有时可能有小难题，但有时可能有更大的难题磨练我们的意志。对首段歌词的解读和理
解不准确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每天会有许许多多的小难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比如：在做数学题的时候会因为读不懂某一个关键词而发难或因为算错了结果而发愁。
同时也会伴随着一些大问题来困扰我们删除。比如：在考试前要复习每一课的内容，如果没
有一个可实行的计划，那么复习起来会很难很难。是先背语文的文言文，还是背英语单词，
还是做一些数学题，会在脑海中反复的旋转，最后那一刻也复习不好，而造成最后的考试成
绩不好。
所以那删除难题会给我们带来困扰，让我们不知所措。有时还会在购物时产生一些问题，
比如：在买衣服时我们不可能一眼锁定一件令自己满意的衣服，而是在千挑万选中挑出一件
与自身相配的衣服。假如你现在看上了两件衣服，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风格，一种是休闲装，
而另一种是时尚装，使用删除试穿之后，两件都非常合适，而自己带的钱只能买一件衣服，
没有买两件充足的钱，这时我们会因为这两件衣服而发愁，而思考，最后还是忍心买了一件
衣服。所以难题在带给我们困扰的同时，也会引发我们思考问题。
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探索、去思考。病句，必须修改人生就像
一道选择题，有无数的困难需要我们去选择、去判断、去思考。句意表达不当难题虽然让我
们非常苦恼，但她也有好的一面。如：难题可以磨练人的意志，让我们更加坚强勇敢。
难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考能力和探索能力，让我们奋发向上。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
应该坦诚的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难题，只要你努力做就一定
可以战胜各种各样的难题。如果你选择退缩和隐蔽删除掩饰，那么你永远不会成功。
退缩是软弱，抱怨是无能，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赶快站起来吧！相信自己一定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