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青海省西宁市九年级中考模拟试题语文
一、语文基础知识及运用（共 25 分）
1.下列词语中划线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 分）
（）
A.狡黠（jié）
喑（yīn）哑
菜畦（wā）
B.剽（piāo）悍
笃（dǔ）信
羸（yíng）弱
C.枘（ruì）凿
恣（zī）睢
镂（lòu）空
D.叱咤（zhà）
挑剔（tī）
骈（pián）进
解析：这是对字音字形识记的考查。
答案：D

猝（cù）然长逝
忧心忡忡（zhōng）
义愤填膺（yīn）
鳞次栉（zhì）比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2 分）（）
A.相形见出 无与伦比 吹毛求此 油光可鉴
B.抑扬顿错 锲而不舍 苦心孤旨 获益匪浅
C.毛骨悚然 进退维谷 妇孺皆知 广袤无垠
D.引颈受戳 强聒不舍 杂乱无张 眼花潦乱
解析：这是对字形识记的考查。A.相形见绌，吹毛求疵；B.抑扬顿挫，苦心孤诣。D.引颈受
戮，杂乱无章，眼花缭乱。
答案：C
3.下列句中划线词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2 分）
（）
A.大家都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献爱心活动，切不可袖手旁观。
B.大疆公司称，退出无人机中国市场的传言是断章取义。
C.在市运动会的开幕式中，我校表演的戏曲广播体操粉墨登场，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D.西宁市南北山的绿化工程需要我们全体市民用不懈努力和前仆后继的精神做好这项工作。
解析：这是对成语运用的考查。A.袖手旁观：把手笼在袖子里，在一旁观看。比喻置身事外，
既不过问，也不协助别人。B.断章取义：指不顾全篇文章或谈话的内容，孤立地取其中的一
段或一句的意思。指引用与原意不符。C.粉墨登场：原指演员化妆上台演戏。比喻坏人经过
一番打扮，登上政治舞台。D.前仆后继：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紧跟上去。形容斗争的英勇
壮烈。
答案：C
4.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2 分）（）
A.“自主学习日”活动启动后，我们学校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城市少年宫活动。
B.是否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考试取得好成绩的条件之一。
C.张明不仅知道这件事，而且全班同学都知道了。
D.近 200 年间，地球上的森林大约已有三分之一左右被采伐和毁掉。
解析：这是对病句辨析和修改的考查。B.前后不一致。C.偷换主语，关联词语运用不当。D.
用语重复。
答案：A
5.给下列新闻拟写标题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周年，共青团中央开展了“永远不能忘记”全国青

少年缅 怀革命先烈网络活动，引导青少年通过缅怀革命先烈事迹，回顾党的历史，继承党
的光荣传统，激发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情感，坚定理想信念。这项活动，拉开了共青团、少
先队组织开展的全国青少年“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的序幕。
在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新浪网等网站的活动专题网页上，网友们点击查看革命先
烈的英雄事迹，阅读感人至深的先烈诗抄，并纷纷通过献花、留言等方式表达对英烈的追思
和缅怀。自 4 月 2 日活动启动以来，通过各网站专题网页献花的总人数已达到了 800 多万人
次，超过 10 万人写下了留言。
A.共青团中央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周年纪念活动
B.青少年网上缅怀革命先烈
C.青少年网上点击查看革命先烈英雄事迹
D.各大网站开设缅怀革命先烈专题网页
解析：这是对信息概括能力的考查。
答案：B
6.下列各项内容的表述有误的一项是（2 分）
（）
A.《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 305 篇，也称“诗
三百”
，这些诗歌分为“风”
“雅”
“颂”三个部分。其中《国风》是人民大众的口头创作，
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
B.戏剧的剧本情节结构可以分为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个部分。剧本必须有集中尖锐的
矛盾冲突，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剧。
C.冰心，原名谢婉莹，诗人、作家，代表作有《繁星》《春水》
《寄小读者》等。
D.《曹刿论战》选自《左传》
，旧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丘明所作，是根据鲁国的历史编写
的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国别体史书。
解析：此题是对文学常识识记的考查。
答案：D
7.诗文默写。
（任选 10 个填空；若全填；则按前 10 个空计分，10 分）
（1）牛背上的笛声何处去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何其芳《秋天》
）
（2）
“___________，甲光向日金鳞开。（李贺《雁门太守行》）
（3）在《望岳》中杜甫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启迪我们要不怕困难，勇攀高峰。
（4）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发出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呼喊，充
分体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的博大胸襟。
（5）
《陋室铭》文末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类比“陋室”
，表明主人的志趣和抱
负。
（6）范仲淹在《渔家傲•秋思》中表达自己和征人们想家却不甘无功而返的矛盾心理的句子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并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解答本题，首先要读懂题干要求，然后
根据题干中的关键点及平时积累进行解答。注意字形，不要出现错别字，写后要检查。
答案：
（1）那满流着夏夜的香与热的笛孔 秋天梦寐在牧羊女的眼里（2）黑云压城城欲摧
（3）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4）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5）南阳诸葛
庐 西蜀子云亭（6）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8.综合性学习（3 分）
“5.25”的谐音为“我爱我”
，5 月 25 日这一天，虎台中学团学联面向全校同学开展以

“珍惜生命，关爱自己”为主题的原创征文活动，呼唤大家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
提高自身心理素质，请你拟写一份征文启事，征稿时间截止到 5 月 28 日，征文体裁、字数
不限。联系人是团学联组织部长李明。
解析：这是对应用文写作的考查。
答案：
征稿启事
为呼唤全体同学关注自己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提高心理素质，校团学联将举办“珍惜
生命，关爱自己”为主题的原创征文活动。
1.稿件要求：体裁、字数不限，不得抄袭。
2.截稿时间：5 月 28 日。
3.联系人：团学联组织部长李明。
虎台中学团学联
2018.5.25
二、口语交际（共 3 分）
9.班级响应团委号召，组织了手拉手互助小组，你了解到同伴小涛的爸爸妈妈一直在外地打
工，他十分孤独。你该怎样劝说他摆脱烦恼？
解析：这是对语言表达能力的考查。
答案：表述语言具有人文关怀、温情提醒的特点即可。
三、古诗文阅读（共 12 分）
（一）阅读《过零丁洋》
，回答问题。
（3 分）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0.请从修辞的角度赏析颔联。（2 分）
解析：这是对诗歌鉴赏能力的考查。
答案：运用对偶、比喻，把国家命运与个人不幸联系在一起，形象地写出了南宋危在旦夕的
政治形势和自己漂泊无依的命运。
11.尾联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1 分）
解析：鉴赏诗歌情感。
答案：表明诗人以死明志，舍生取义的决心，体现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二）阅读《陈涉世家》选段，回答问题。（9 分）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
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
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
“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
苏。扶苏以数谏敌，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
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
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
“足下事皆成，有
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
王”
，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
中，夜篝火，狐鸣呼曰：
“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 欲亡，忿恚慰，令辱之，以激怒其众。
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

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
侯将相宁有种乎！
”徒属皆曰：
“敬受命。”
12.请用“/”标出下列句子的停顿。
（断一处）
（1 分）
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
解析：要根据意义来划分停顿，不要把词义划破。可先根据语境，把句子翻译一下，分析句
子有几层意思，哪地方应该停顿，再在原话上划分节奏。
答案：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
13.解释下列句子中划线的字。
（2 分）
（1）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 ）
（2）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 ）
（3）会天大雨（ ）
（4）固以怪之矣（ ）
解析：这是对文言文实词含义理解的考查。
答案：
（1）逃走（2）私自，偷着（3）适逢，恰巧遇到（4）本来
14.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2 分）
（1）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
（2）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的能力。疏通全文，在全文语境中大致了解句子的意
思，翻译要要做到三点，原意不能改变，关键字词要译准确，句子要通顺。
答案：
（1）扶苏因为屡次劝谏的原因，皇上派他在外面带兵。
（2）即使（我们）没有被处以
斩首（而得以存活）
，守备时死去的人也有十分之六七。
15.陈涉起义的直接原因是_______，根本原因是_______。
（用原文回答）
。
（2 分）
解析：这是对内容理解的考查。
答案：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天下苦秦久矣
16.选段中“且壮土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句，表现了陈涉_______
的性格特点和_______的才能。
（2 分）
解析：这是对人物性格分析的考查。
答案：具有反抗精神
宣传鼓动
四、现代文阅读（共 30 分）
（一）阅读《化隆塔加——“布达拉式”的建筑风格》，回答问题。
（15 分）
①他们自称是一千多年前吐蕃军队的后裔。当年，先祖阿米仁青加作为吐蕃大将，绕道
今新疆地区，赶着 500 峰骆驼，浩浩荡荡开到现在的塔加地区驻守。从此，扎根这里生儿育
女，繁衍生息。据说，阿米仁青加生有三个儿子，分别是今天化隆回族自治县塔加乡塔加、
白加拉卡和尕洞的祖先。这个美丽传说似乎也印证了史书所记载的，“今天生活在化隆境内
的藏族，应为古羌人各部与吐蕃人相互融合、相互同化，逐渐成为具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
心理素质的藏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
”塔加藏族村，一个白云深处的百年藏庄，经历百年的
庄廓，处处可见历史斑驳的印记。
②塔加村是现在为数不多的，保存相对完整的传统村落之一。塔加原为一个自然村，现
在划为两个行政村。村庄依山而建，呈梯状递升，民居错落有致，选址讲究，当地人称之为

“布达拉式”的建筑风格。村庄内有藏传佛教寺院、嘛呢康建筑以及大量民居建筑，巷道众
多，多以石板、石子铺就。远观整个村庄呈扇形环山而居，庄廓形状有圆有方，依地势而建，
格局紧凑。从底下看层层而上，节节攀升，其型颇为壮观，是典型的藏区山地建筑群。村里
有一棵近三百年的古树，三条河流，泉眼数十处。最为著名的是名为“霞曲”和“宙曲”的
两处泉眼。
③塔加村保存相对完好的民居有近 20 座，据说有的已经过了数百年，村民门口雕刻的
“马头兴旺”的拴马桩十分精细，似乎可见当年门庭若市的热闹景象。塔加民居的院墙为全
石墙，底部约宽 1.5 米至 2 米，宽底窄顶，高一般为 4 米至 5 米。墙内房屋为二层木楼，呈
四合院式，俯瞰像内地天井，上层住人，下层为牲畜圈和杂用房。传统房屋窗户较小，这与
当地历史上的早期防御功能有关，楼顶为平顶，供瞭望、晾晒东西。如今也有村民对房屋进
行了改造，对传统民居窗户狭小、采光性能欠佳的缺陷做了修整，将窗户放大，把“锅台连
炕”的位置从房屋最里面移至靠窗位置，这种大胆的改造，不但保持了传统建筑模式，而且
很好地解决了房间的采光问题。二楼四面都是回廊，回廊栏杆和墙裙雕刻花鸟，图案精美，
雕工精细。
④“塔加干木奏”是塔加村人引以为豪的一项石砌技艺，意为不用泥或者沙，直接干砌
房屋外墙。村民说，所谓“一石九面”，无论石块大小、形状各异，均可顺手而砌，一气呵
成。内外墙最后的建筑工序就是糊泥巴，并将墙面磨平。塔加地区的院墙通常撒有白灰，据
当地人说每年 10 月 25 日前就要往墙面撒白灰，其意在为纪念宗喀巴大师，这也成为村子独
特的风景线。
⑤塔加人世居此地，他们认为这里的每一座高山，每一眼清泉都是造物主的馈赠，因此，
千百年来，他们从不滥用和破坏自然万物。就在今天，我们有幸目睹传统民居带给大家的视
觉冲击，这其中既有落后贫瘠的无奈选择，更有这片土地的人们对传统的爱护和坚守，在这
里，人与自然始终处在和谐的状态中。
⑥塔加的民居虽然独具特色，但其濒危度依然严峻，以石板堆砌为主的房屋墙体，因建
筑主体结构较差，原木梁柱等构件倾斜有裂缝，局部有坍塌的危险。村民辛苦劳作改善生活
质量，改造家园的愿望无可厚非，政府要做的就是正确认识传统村落的存在价值，找到保护
传统和改善民生的平衡点，尽力传承底蕴深厚的村落文化。
⑦塔加，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在现代文明不断冲击的今天，这里依然恬静而神
秘。
17.请你概括说明塔加民居的特点是什么。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和整合文章信息，概括文章内容的能力。
答案：①藏式风格，格局紧凑；②时代久远，保存相对完整；③设计合理，外观精美；④选
料独特，保护自然。
18.文章以先祖阿米仁青加的传说开头有什么作用？（2 分）
解析：理解说明文中举例说明的作用。
答案：以传说开头为化隆境内的藏族来源找寻依据，说明塔加村的历史悠久的特点，吸引读
者阅读兴趣，从而引出下文对塔加民居的介绍。
19.指出文中画线句子运用的说明方法并分析其作用。
（4 分）
（1）
“塔加民居的院墙为全石墙，底部约宽 1.5 米至 2 米，宽底窄顶，高一般为 4 米至 5
米。
”
（2）
“传统房屋窗户较小，这与当地历史上的早期防御功能有关，楼顶为平顶，供瞭望、晾
晒东西。如今也有村民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对传统民居窗户狭小、采光性能欠佳的缺陷做了

修整，将窗户放大。
”
解析：这是说明方法及其作用的考查。
答案：
（1）列数字，以具体的数据来说明塔加民居的体积大小，给人以直观的印象，使说明
更准确。
（2）作比较，将现代塔加房屋窗户与传统房屋窗户相比较，突出强调了改造后的窗户的优
点：保持传统的同时解决了房间的采光问题，说明民居设计更加合理。
20.请以“塔加村保存相对完好的民居有近 20 座，据说有的已经过了数百年”一句为例具体
说明本文怎样体现语言的准确性。（3 分）
解析：这是对说明文语言特色的考查。
答案：
“相对”意为“相比较而言”
，指与其他民居相比较，并非完好无损，依据事实说话不
绝对。
“近”表范围（或表限定）
，指这样的民居还不到 20 座，
“据说”是根据传言，并非有
史料可依。__“数百年”说明没有具体准确的时间记载，这些限定性词语以客观的说明使说
明内容的表述更加严谨，从而体现出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21.请结合本文内容及下面几则材料说一说你对我国传统村落探究的结果。
（2 分）
材料一 “十年间减少了 90 万个自然村，相当于每一天消失近百个村落。
”中国村落
的数量锐减，吸附其上的民间文化迅速消失，保护传统村落迫在眉睫，这已成为学者、专家
的共识。
材料二 中国传统村落已正式列入国家历史文化保护战略。在中央政府对于传统村落
保护一系列政策法规的指导下，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日益得到重视。
材料三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习近平在去年 12 月召开的中
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了这个令人思乡的“乡愁”。
探究结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答案：中国传统村落有着独有的历史文化特色，但是被破坏得较为严重，濒临消失，国家关
注并加强了对传统村落的保护，让其得以传承。
（二）阅读《云南的歌会》
，回答问题。（15 分）
①云南本是个诗歌的家乡，路南和迤西歌舞早著名全国。这一回却更加丰富了我的见闻。
②这是种生面别开的场所，对调子的来自四方，各自蹲踞在松树林子和灌木丛沟凹处，
彼此相去虽不多远，却互不见面。唱的多是情歌酬和，却有种种不同方式。或见景生情，即
物起兴，用各种丰富譬喻，比赛机智才能。或用提问题方法，等待对方答解。或互嘲互赞，
随事押韵，循环无端。也唱其他故事，贯穿古今，引经据典，当事人照例一本册，滚瓜熟，
随口而出。在场的既多内行，开口即见高低，含糊不得，所以不是高手，也不敢轻易搭腔。
那次听到一个年轻妇女一连唱败了三个对手，逼得对方哑口无言，于是轻轻地打了个吆喝，
表示胜利结束，从荆条丛中站起身子，理理发，拍拍绣花围裙上的灰土，向大家笑笑，意思
像是说，
“你们看，我唱赢了”
，显得轻松快乐，拉着同行女伴，走过江米酒担子边解口渴去
了。
③这种年轻女人在昆明附近村子中多的是。性情开朗活泼，劳动手脚勤快，生长得一张
黑中透红枣子脸，满口白白的糯米牙，穿了身毛蓝布衣裤，腰间围个钉满小银片扣花葱绿布
围裙，脚下穿双云南乡下特有的绣花透孔鞋，油光光的辫发盘在头上。不仅唱歌十分在行，
而且大年初一和同伴到各个村子里去打秋千（用马皮做成三丈来长的秋千条，悬挂在高树上）
，
蹬个十来下就可平梁，还悠游自在，若无其事！

④在昆明乡下，一年四季，早晚都可以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由呈贡赶火车进城，
照例得骑一匹老马，慢吞吞地走十里路。有时赶车不及，还得原路退回。这条路得通过些果
树林、柞木林、竹子林和几个大半年开满杂花的小山坡。马上一面欣赏土坎边的粉蓝色报春
花，在轻和微风里不住点头，总令人疑心那个蓝色竟像是有意模仿天空而成的；一面就听各
种山鸟呼朋唤侣，和身边前后三三五五赶马女孩子唱着各种本地悦耳好听的山歌。有时面前
三五步路旁边，忽然出现个花茸茸的戴胜鸟，矗起头顶花冠，瞪着个油亮亮的眼睛，好像对
于唱歌也发生了兴趣，经赶马女孩子一喝，才扑着翅膀掠地飞去。这种鸟大白天照例十分沉
默，可是每在晨光熹微中，却喜欢坐在人家屋脊上，
“郭公郭公”反复叫个不停。最有意思
的是云雀，时常从面前不远草丛中起飞，一面扶摇盘旋而上，一面不住唱歌，向碧蓝天空中
钻去。仿佛要一直钻透蓝空。伏在草丛中的云雀群，却带点鼓 励意思相互应和。直到穷目
力看不见后，忽然又像个小流星一样，用极快速度下坠到草丛中，和其他同伴会合，于是另
外几只云雀又接着起飞。赶马女孩子年纪多不过十四五岁，嗓子通常并没经过训练，有的还
发哑带沙，可是在这种环境气氛里，出口自然，不论唱什么，都充满一种淳朴本色美。
⑤大伙儿唱得最热闹的叫“金满斗会”，有一次，由村子里人发起，到时候住处院子两
楼和那道长长屋廊下，集合了乡村男女老幼百多人，六人围坐一桌，足足坐满了三十来张矮
方桌，每桌各自轮流低声唱《十二月花》
，和其他本地好听曲子。声音虽极其轻柔，合起来
却如一片松涛，在微风荡动中舒卷张弛不定，有点龙吟凤哕意味。仅是这个唱法就极其有意
思。唱和相续，一连三天才散场。来会的妇女占多数，和逢年过节差不多，一身收拾得清洁
索利，头上手中到处是银光闪闪，使人不敢认识。我以一个客人身份挨桌看去，很多人都像
面善，可叫不出名字。随后才想起这里是村子口摆小摊卖酸泡梨的，那里有城门边挑水洗衣
的，打铁箍桶的工匠，小杂货商店的管事，乡村土医生和阉鸡匠，更多的自然是赶马女孩子、
不同年龄的农民和四处飘乡赶集卖针线花样的老太婆，原来熟人真不少！集会表面说是避疫
免灾，主要作用还是传歌。由老一代把记忆中充满智慧和热情的东西，全部传给下一辈。反
复唱下去，到大家熟悉为止。因此在场年老人格外兴奋活跃，经常每桌轮流走动。主要作用
既然是在照规矩传歌，那么不问唱什么都不犯忌讳。其中最当行出色是一个吹鼓手，年纪已
过七十，牙齿早脱光了，却能十分热情整本整套地唱下去。除爱情故事，此外嘲烟鬼，骂财
主，样样在行，真像是一个“歌库”
（这种人在我们家乡则叫做歌师傅）
。小时候常听老太婆
口头语，
“十年难逢金满斗”
，意思是盛会难逢，参加后，才知道原来如此。
22.根据文意解释下列划线的词语。
（2 分）
（1）
“唱的多是情歌酬和，却有种种不同方式。或见景生情，即物起兴，用各种丰富譬喻，
比赛机智才能。
”
即物起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声音虽极其轻柔，合起来却如一片松涛，在微风荡动中舒卷张弛不定，有点龙吟凤哕
意味。
”
龙吟凤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这是对词语含义理解的考查。
答案：
（1）对眼前景物有所感触，临时发生兴致而歌唱。
（2）形容村民唱出的曲子十分悦耳，
非常美妙。
23.根据文章内容填写下表：（3 分）

（1）________ （2）________ （3）________
解析：这是一道考核归纳内容要点的题目，答题时根据题干的要求先筛选主要的信息，然后
对筛选的信息按照不同的角度进行整合，筛选和整合时注意区分是局部还是综合信息筛选，
然后找到具体的答题区位，摘取关键词语作答，重点注意相关段落的段首句和段尾句。
答案：
（1）写唱歌的人（2）山路漫歌 （3）山寨传歌
24.说说“这是种生面别开的场所。
”一句中的“这”指代的内容是什么？（2 分）
“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的含义。
答案：对调子的来自四方，各自蹲踞在松树林子和灌木丛沟凹处，彼此相去虽不多远，却互
不见面。
25.请依照要求赏析下列语句。（4 分）
（1）
“于是轻轻地打了个吆喝，表示胜利结束，从荆条丛中站起身子，理理发，拍拍绣花围
裙上的灰土，向大家笑笑。
”（从描写方法的角度赏析）
（2）
“土坎边的粉蓝色报春花，在轻和微风里不住点头，总令人疑心那个蓝色竟像是有意模
仿天空而成的。
”
（从修辞的角度赏析）
解析：本题考查鉴赏语句的能力。鉴赏语句的一般方法为：方法＋效果＋情感，在分析效果
时要结合具体的句子。
答案：
（1）动作描写，
“轻轻”
“理理”
“拍拍”
“笑笑”这一系列的叠词充分展现出唱歌者得
胜后的轻松快乐，表现出唱歌者 不乏质朴洒脱的自然之美。
（2）拟人，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野花的色彩及情态，用美好的自然环境烘托唱歌女孩子形象，
为赶马女孩山路漫歌创设一个动人的场景（烘托氛围）
。
26.第⑤段说“金满斗会”是最热闹的盛会，为什么？（2 分）
解析：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答案：因为参加的人员很多，场面壮观，气势宏伟；唱歌的时间长，一连三天才散场；参会
的妇女居多，打扮得漂亮；老人在场上也格外兴奋活跃。
27.“云南的歌会”蕴涵着浓郁的民间文化气息，请你依据文意写出下面对联的下联。
（2 分）
上联：对歌漫歌传歌声声入耳。
下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这是对仿写能力的考查。注意对联的要求。
答案：人美景美情美拳拳在心。
五、写作（50 分）
28.请从下面两道作文题中任选一题作文。
要求：
（1）符合题意，中心明确，情感真实，内容充实，语言通顺，卷面整洁，严禁抄袭。
（2）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3）不少于 600 字。
（4）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校名、人名。
题一：以“这一次，我是真的__________”为题目，选择一个词语填写在横线上后作文。
解析：这是一道半命题的作文。想要写好此类作文，关键是要拟一个完整、恰当的题目。在
拟题时，首先必须进行选材上的思考，然后根据所选材料再去拟定一个完整、恰当的题目。
答案：略
题二：请以“陪伴”为话题自拟题目作文。
解析：这是一道话题作文的考查。
“陪伴”这个词语可以用来指两个或多个个体在一起的随
同状态，即实指；也可以用来指两种或多种事物互相依存、共生的状态，即虚指。写作时，
既可用实指义，也可用虚指义。相比较而言，用实指义写文章更容易写具体，写出真情实感。
用虚指义写文章更容易写深刻，立意上出奇制胜。
“陪伴”的话题、内容，可取材于家庭、学校及社会。可以是陪伴别人，也可以是被别人陪
伴；这种陪伴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可以写人，还可以写物。就体裁与形式来说，
可记叙故事，写成记叙文，也可以对“陪伴”发表看法，写成议论文。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