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宁夏银川唐徕回民中学第一次模拟考试试卷语文
一、积累（36 分）
1.补写诗句（16 分）
蒹葭萋萋，_____________________。
（《诗经·蒹葭》
）
________________，衡阳雁去无留意。
(范仲淹《渔家傲》)
海内存知己，___________________。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拔剑四顾心茫然。
(李白《行路难》)
水何澹澹，____________________ 。
（曹操《观沧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衣冠简朴古风存。
(陆游《游山西村》)
了却君王天下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
以寄之》
）
________________，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
）
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从声和色两个方面勾画战斗场面，渲染了沉重、紧张、肃杀气
氛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维《使至塞上》中描绘塞外壮丽的风光，
体现“诗中有画”特点的诗句是：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颐和园昆明湖有一座“夕佳楼”
，在晴好的傍晚，登楼远眺，西山、落日、飞鸟尽收眼
底，令人想到陶渊明《饮酒》中的诗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比喻君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又不孤高自许的句子是：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解析：理解诗歌的内容，认真审题，找出合适的诗句，注意不能写错别字。需要注意的易写
错的字是：晞，赢。
答案：白露未晞
塞下秋来风景异
天涯若比邻
停杯投箸不能食
山岛竦峙
箫鼓追随春社近
赢得生前身后名
学而不思则罔
角声满天秋色里 塞上燕脂凝夜紫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2.在括号里填上正确的字。
（4 分）
（______）然一新
汗流（______）背 不（______）而走
旁（______）博引
解析：本题考查成语的识记书写能力。只有正确理解成语意思才能准确作答。注意书写容易
错误的成语是：不胫而走
答案：焕
浃 胫 征
3.根据语境，在横线上填写熟语或歇后语。
（2 分）

马上要中考了，园园对自己的学习失去了信心，好朋友昊昊劝告他：学如逆水行舟，
____________。
小红问：
“小杰，你会做这道题吗？”小杰得意地说：
“张飞吃豆芽，____________。
”
解析：本题考查熟语或歇后语的识记。注意书写准确，不要出现错别字。
答案：不进则退
小菜一碟
4.填空。
（2 分）
他是东晋末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不为五斗米折腰，弃职归隐田园，被称为“古今隐
逸诗人之宗”
。他喜欢喝酒，
“寄酒为迹”抒发自己不愿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心愿，
表现出恬淡旷远的襟怀、孤傲高洁的品格，他就是_______，是______________诗的开创者。
解析：本题考查文学常识的掌握。回顾所读文章的相关情节，可知本题考查的是对陶渊明作
品的了解。
答案：陶渊明 田园
5.将备选的三个句子分别填入下面语段中的括号内，使表达准确连贯。（只填序号）（2 分）
最动人的是秋林映着落日。
（_____），
（_____），
（_____），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
①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种艳丽的凄楚之美，让你想流几行感怀身世之泪
②那酡红如醉，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
③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酡红所慑住
解析：了解文段的主要内容，然后结合文段中关键词句，或内在联系回答。②句是描写的美
景，故置于首位。①句按时间顺序描述暮色加深，渲染心情。③句“却”具有转折的作用，
又与下文“而”紧密相联。
答案：②
①
③
6.给下面这则新闻拟写一个标题。
（字数在 18 字以内）（2 分）
本报讯 花博园内凉风习习，四季馆前各色郁金香随风微微摆动，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引来不少市民拍照合影。4 月 25 日至 5 月 25 日，在花博园举行“银川市第二届郁金香展”，
此次展出以 80 万株郁金香为主，搭配展出四季海棠、龙翅海棠、天竺葵、二月花、羽扇豆
等 10 万盆草花。
解析：
。要概括出新闻的主要内容，一定要找出文段中的时间、地点、人物，还要把发生的
事情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概括方法是：时间+人物（事物）+地点+事件。
答案：
“银川市第二届郁金香展”在花博园举行
7.针对当今“快餐式友谊”
，朋友间仅仅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上发短信，点赞保持联系
的现象，班里举办了以“亲近书信，传承文化”为主题的语文实践活动。
（6 分）
（1）活动一：观察下面这幅图，写出你的探究结论。
（1 分）
结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是图文转换题，注意看图的名称、图例和各部分比例。该图主要是反映“某市中
小学生节日送祝福形式”的，再结合图例及饼图比例，概括得出答案。
答案：绝大多数中小学生在节日用电子产品发信息的形式给亲朋好友送祝福，只有极少数人
采用书信、贺卡形式送祝福。
（2）活动二：请用生动的语言描述画面。
（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认真看图，审读寓意，准确找出题中的有用信息。
答案：重阳节到了，小孙子对坐在沙发上的爷爷说：
“爷爷，今天是重阳节，我用手机给您
发条祝福短信，祝您节日快乐。
”爷爷笑着说：
“谢谢乖孩子，爷爷老了，不会用手机呀！”
（3）活动三：10 月 17 日是重阳节，请你以“小新”的名义，给爷爷写一张贺卡，倾诉你
对他的情感。
（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注意要表达的对象、表达方式，还要注意符合书信的格式。要求感情诚挚，语言得体。
答案：爷爷：
今天是重阳节，祝您节日快乐，祝您每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您的孙子：小新
8.从下面的材料中提取相关信息，给“寒食节”下定义。
（2 分）
①寒食节是我国民间的一个节日。
②古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描述的就是寒食节的风景。
③寒食节的时间是每年清明节的前一天。
④寒食节起源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一事。相传春秋时期，晋国介子推辅佐晋文公回国后，隐
于山中，文公烧山逼他出来，介子推抱树烧死。文公为悼念他，禁止在他死的这一天生火煮
食，以后相沿成俗，叫做寒食禁火。
⑤《邺中记•附录》中有关于人们过寒食节不生烟火、只吃醴酪等冷食的记载。
⑥寒食节虽不像端午节那样有名，但我国北方仍有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的场面。
解析：本题考查信息筛选能力。明确信息筛选的方向，对原文语句进行加工概括，用凝练准
确的语言来作答。
答案：
（寒食节）是我国每年清明节前一天以不生烟火、只吃冷食的形式纪念春秋名士介子
推的一个民间节日。
二、阅读（40 分）

（一）
（16 分）
9.解释下列句中划线的词。
（4 分）
衡于虑
__________
择其善者而从之
__________
念无与乐者 __________
属引凄异
__________
解析：解答此类题目，一定要先翻译句子，知道句意然后再解释词语，并要注意通假字、古
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
答案：通“横”
，梗塞，不顺。 学习。
想到。
连续。
10.翻译①②两题，用“/”将第③题在标点符号处标记。
（6 分）
①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②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
③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解析：翻译句子时，要注意重点词语，一定要翻译到位，切忌漏翻关键词语。断句时，首先
回忆文段，明确了解句意，然后根据句意进行判断。
答案：①（人们）可以远远地观赏（莲）
，却不能轻易地玩弄它啊。
②原先为了义宁愿身死而不接受（一箪食，一豆羹施舍），现在却为了所认识的穷困贫苦的
人感谢我的恩德而接受了万钟的俸禄。
③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
也。
11.“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历来得到人们的好评，请从炼字的角度进行赏析。（2 分）
解析：品味这些经锤炼的字的妙处时，不能把该字孤立起来谈，需要放在句中，并结合全诗
的意境情感来分析。
“生”字和“入”字拟人化，赋予日、春以人的情感，形象的写出了时
令的变化，透出自然的理趣。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情感。
答案：①“生”字和“入”字拟人化，赋予日、春以人的情感；②形象地写出了时令的变化，
透出自然的理趣；③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情感。
12.请结合文本分析韩愈《马说》中是如何运用“托物寓意”这种写作手法的。
（2 分）
解析：托物寓意是一种文学作品的写作手法，它借客观事物或景物来抒述主观的情思，蕴含
文题的主旨，把一个深刻的道理通过对某一物的记叙、描写、议论等表达出来。结合《马说》
的内容回答即可。
答案：本文将“人才”比作千里马，把“伯乐”比作识人才的统治者，将愚妄浅薄的统治者
比作“食马者”
，阐述了封建社会中人才被埋没的原因，嘲讽和鞭挞了统治者不能知人善任，
抒发了人才有志难申的愤懑不平。
13.一切景语皆情语，结合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所写景物，说说他的心情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及其变化原因。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人物的心理进行分析的能力。心理描写是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对塑造人
物形象、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回忆《小石潭记》的内容，通过柳宗元所
处的时代背景和环境变化来分析他由乐到忧的原因。
答案：①从发现小石潭和看到潭中鱼时的快乐到感受小石潭氛围后的凄凉冷寂。②被贬心中
愤懑凄苦，只好寄情山水，获得暂时的快乐，一经环境的触发，又忧伤悲凉，忧是主调。

（二）阅读下文，回答问题。（10 分）
以读书“索道于世”
（1）读书，能润泽心灵，能提升本领，能纯洁操守。有了书香的浸润，人的精神世界
才能丰盈起来。
（2）读书之美，美在润泽心灵。莎士比亚曾说过，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
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确实，读一部好
书，尤其读一部经典，就是为灵魂打开一扇窗户。那些历经岁月“洗礼”，依旧散发着思想
光芒的经典，不仅能让我们与先哲对话，聆听教诲，更能涵养心灵，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片
洁净之所。如今，碎片化阅读渐趋流行，人们往往一看到大部头的书就头疼，殊不知，
“索
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
”从我自身的经验看，啃下一部厚重的
书卷，虽然路程漫漫，却能磨练心性，让人撇去浮躁，收获宁静。等攻克后，掩卷沉思，往
往仍有回甘。
（3）读书之获，获在提升本领。如今，知识的“保鲜期”越来越短。有一条流行的“知
识折旧律”说的是，一年不学习，一个人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 80%，致使不少人都有本领恐
慌。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人们对手机和搜索引擎的依赖：一旦碰到难题，我们首先想到的，
就是打开搜索引擎找答案；而一旦手机电量不足时，又开始到处找插座，给手机充电。其实，
如果没有足够的积累，即便搜索出来了答案，我们又是否有辨别答案真伪的能力呢？要想克
服本领恐慌，要想让自己有两把刷子，不读书、不学习，恐怕是不行的。书中或许不会给出
解决问题的直接方法，却有着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
（4）读书之乐，_______________。晚唐诗人杜荀鹤在《泾溪》中写道：
“泾溪石险人
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这从一个侧面告诫我们，自
律是一场终身修行。在我看来，读书正是增强自律的最好方法。“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
半雪压庐”的怡然自得，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的廉洁意识，这些都是精神
生命的营养剂。工作之余，少些觥筹交错，多些手不释卷，于字里行间潜心思考，自我修炼、
自我约束、自我塑造，才能不断增强心有所畏、言有所止、行有所戒的定力，在精读、深思、
笃行中描摹出人的精神底色。
（5）以书为伴，含英咀华，我们才能洗涤心灵、涵养浩然之气，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丰
盈起来。
14.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2 分）
解析：分析中心论点，可以从文章的标题、开头、结尾，有时也可以根据文章的内容用自己
的语言来概括。
答案：读书，能润泽心灵，能提升本领，能纯洁操守。
15.第（2）段划线的句子用了什么样的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2 分）
解析：议论文常见的论证方法有四种，举例论证、道理论证、比喻论证、对比论证，这是必
须要知道并记准确的内容。论证方法的作用要根据具体的文章来作答，一般运用论证方法的
语句，证明其前面的观点，要到前面的文章中去寻找。
答案：引用论证（道理论证）
，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论证了“读书之美，美在润泽心灵。”
的观点，具有权威性，增强说服力。
16.请为第（3）段的分论点补充一个事实论据。（2 分）
解析：明白论据的类型特点，然后从积累中选择真实而典型的事例，概括叙述，紧扣论点。
答案：著名学者李敖，正是因为博览群书，所以能博古通今，雄辩天下。

17.请为文章第（4）段开头补写一句话。
（2 分）
解析：认真研究分析画线处的上下文，通过对材料的勾画、归纳等手段，确定所补写句子的
内容。
答案：乐在纯洁操守
18.试分析本文的论证思路。（2 分）
解析：了解一般议论文的结构，在理清段落层次的基础上加上“首先、然后、接着、最后”
一类的表示承接关系的词语，进行阐述即可。
答案：开篇提出中心论点，接下来运用引用论证，举例论证从三个方面依次论述“读书之美，
美在润泽心灵”
、
“读书之获，获在提升本领”、
“读书之乐，乐在纯洁操守”，最后发出号召，
呼吁人们以书为伴，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丰盈起来。
（三）阅读下文，回答问题。（14 分）
（1）去年的大年夜，我家后面老爷子家的那盏年灯，在他家封闭阳台的落地窗前，照
往年一样，又亮了起来。
（2）老爷子是位老北京，讲究老理儿。老爷子家这盏年灯，好几年过年的时候，都在
点亮。从我家的后窗一眼就能望见，正对面老爷子家阳台窗前的这盏年灯，就这样一直亮到
正月十五满街花灯绽放的时候。如今，满北京城，如老爷子这样坚持守候过年老理儿的人，
不多见了。
（3）每年过年期间，望着老爷子家这盏年灯，我都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母
亲还在世，不管晚上我回家多晚，她老人家都会让家里的灯亮着。每次骑着自行车回家，四
周房屋里的灯光都没有了，一片漆黑，老远，老远，一望见家里那盏橘黄色的灯，灯光闪亮
着，跳跃着，像跳跃着一颗小小的心脏。我的心里便会充满温暖，知道母亲还没有睡，还在
等着我。母亲去世之后，我晚上回家，再也看不见那盏橘黄色的灯光了，好长一段时间都不
适应，心里都会有些伤感。对于我，灯，就是家；灯下，就是母亲。无论你回来有多晚，无
论你离家有多远，灯只要在家里亮着，母亲就在家里等着。
（4）因为老爷子和我的儿子都在美国，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知道，前些年，老
爷子和老伴还常常去美国，看他的儿子，帮助带带孙子。如今，孙子都上中学了，老爷子真
的老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快 80 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坐不了喽。便盼望儿子能够带着
媳妇和孙子回来过一回春节。盼了好几年，不是儿子和儿媳妇工作忙，就是孙子春节期间正
上学请不了假，都没有能够回来。每年春节，老爷子家阳台的窗前，都亮起了年灯。
（5）去年老爷子家的这盏年灯，变了花样。以往，都只是一盏普通的吊灯，半圆形乳
白色的灯罩，垂挂着一支暖色的节能灯。有时候，为了增添一些过年的气氛，老爷子会在灯
罩上蒙上一层红纸或红纱。去年，换成了一盏长方形的八角宫灯，下面垂着金黄色的穗子，
木制，纱面，上面绘着彩画，因为距离有点儿远，看不清画的是什么，但五颜六色的，显得
很漂亮，过年的色彩，一下子浓了。不知道老爷子是从哪儿淘换了这么一个玩意儿。
（6）老爷子家的这盏年灯，就这样又像往年一样，在大年夜里亮了一宿。烟花腾空，
缤纷辉映在他家窗前的时候，暂时遮挡了年灯，但当烟花落下之后，年灯又亮了起来。让我
觉得特别像是大海里的浪涛，一浪一浪翻滚过后，只有礁石立在那里不动。那岿然不动的样
子，那执著旺盛的心气，颇有点儿像老爷子。
（7）大年初一过去了，大年初二也过去了……老爷子的年灯，就这么一直亮着。在整
个小区里，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有这样一盏年灯；在偌大的北京城，不知道还
有没有什么人，能守着这么一份过年的老理儿，点亮这样一盏守候着亲人回家过年的年灯。
（8）一天半夜里，我起夜，在厕所的后窗前瞥见那盏年灯，无月无星只有重重雾霾的

夜色里，它比一颗星星还亮，亮得如同一个旷世久远的童话。心里不禁有些感慨，既为老爷
子，也为老爷子的儿子，同时，也为自己。
（9）大年初五的早晨，我起床后，从后窗望去，忽然发现，老爷子家阳台落地窗前的
那盏年灯，没有了。这一天的天气难得格外的晴朗，太阳斜照在他家阳台的落地窗上，明晃
晃地反光，直刺我眼睛。我以为眼花了，没有看清。定睛再细看，年灯真的没有了。
（10）正有些奇怪，看见一个男人领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走进阳台，他们都穿着一
身运动衣，两人做起了体操来。不用说，老爷子的儿子和孙子回家了。虽然没有赶上年夜饭，
毕竟赶上了当天晚上破五的饺子。离正月十五还有 10 天，年还没有过完呢。
（11）又要过年了，想起老爷子的那盏年灯。
19.请给本文拟一个恰当的标题。
（2 分）
解析：标题是文章内容、作品风格、写作意图的直接或间接表现，文章的题目要与中心意思、
作者情感有密切的联系。本文的线索是年灯。
答案：
《年灯》
20.文章主要写了哪几件事？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
（2 分）
解析：写人记事的文章，一般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包括起因、经过、结果）等基本
要素。把这几个基本要素弄清了，用词语串连起来，就是文章的主要内容。所以先认真阅读
课文，才能筛选出关键信息。
答案：①我年轻的时候，母亲为我点灯，温暖着我。
②老爷子从美国回来后，年年点亮年灯，但没能盼回儿孙。去年老爷子点亮新年灯，全家团
圆。
21.“年灯”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请从结构和内容两方面加以分析。
（2 分）
解析：线索的作用是贯穿全文的脉络，把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机地连在一起，使文章条理清
楚、层次清晰。
答案：①结构上是本文的行文线索，贯穿全文。
②内容上写出老爷子每年点年灯，期盼家人团圆，突出他的执着。
22.第（3）段中画线句属于什么描写？有什么作用？（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作用。很明显，画线句子属于环境描写，从结构和内容两个角度分析。
答案：环境描写，描写漆黑夜晚母亲为我留的灯格外醒目，表现了我看到家中灯光时的喜悦
和感动之情。
23.结合文意，说说下面这句话中“感慨”的具体内涵。（2 分）
心里不禁有些感慨，既为老爷子，也为老爷子的儿子，同时，也为自己。
解析：把握关键情节，注意标志性词语，尽量利用文本中的信息。要结合文章中心及上下文，
进行理解分析即可。
答案：为老爷子年年点年灯的执着行为感慨；为老爷子的儿子远在异国不能陪伴老人，体谅
老人感慨；为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一直关注老爷子家的年灯而感慨，也为自己和老爷子过
节时一样的期待而感慨。
24.赏析第（8）段画线的句子。
（2 分）
它比一颗星星还亮，亮得如同一个旷世久远的童话。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重要词语的赏析。关键要结合词语所处的语境，弄清这个词语的表述对

象，然后综合词义与表达效果这两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答案：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明亮的年灯比喻为童话，生动形象的表现了年灯在中国人心
目中的象征意义，寄托着美好祝福，永恒期许。
25.作者肖复兴说年灯如同一个旷世久远的童话，点亮中国人的家国梦，请你也来分享一下
你的家庭过春节时的风俗。
（2 分）
解析：本题属于开放性试题，解决此类题型，要写出感悟最深的一点，不能脱离文章内容。
运用议论性的语言，语言通顺、有条理。根据家乡的风俗，写出自己的感受即可。
答案：春节风俗特征应典型，最好能写写自己的感受。
三、作文（写作 40 分，书写 4 分）
26.你不能在舞台上纵声高歌，也许能在球场上龙腾虎跃；你不能在教室里春风得意，也许
能在画室里泼墨抒怀……你没有高挑的身材，却拥有善良的心灵；你没优异的成绩，却有孝
顺的美德……换一种角度看生活，你一定会遇见最好的自己。
请结合自己的经历或感受，以“遇见最好的自己”为题，写一篇文章。
提示：
（1）叙写真实经历，抒发真挚感受，适当进行议论。
（2）书写规范、工整、干净。
（3）字数在 600 字以上。
（4）文章中不要出现真实的校名、人名等信息。
解析：本题是一篇命题作文，注意认真审题，明确题意；选好材料，选取自己最熟悉的，最
有新意的，确定好中心来选取、组织材料；列好提纲，确定详略。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