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江苏省南京市中考真题语文
1.用正楷字或行楷字抄写下面的名言。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道题考查学生的汉字临摹书写能力。首先要了解正楷或行楷的字体特点，再书
写文字，注意字迹要清晰。
答案：略
2.根据拼音写汉字，给加点字注拼音。
生命的长河是无止
．jìn（ ）的，春天，堤（ ）上繁花如锦幛，秋天，银线似的蛛丝在
牛角上挂着，……多么美丽，多么安 xiáng（ ）
，岁 月静静的流淌。
止 jìng（ ）
堤（ ）上
安 xiáng（ ）
解析：本题考查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的能力。读懂上下文，结合语境的意
思，填写正确的字形。
答案：境
dī 详
3.用诗文原句填空。
少壮不努力，___________。（汉乐府《长歌行》
）
海日生残夜，___________。（王湾《次北固山下》）
黄鹤一去不复返，___________。
（崔颢《黄鹤楼》）
___________，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其一）》）
___________，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谁道人生无再少，___________（苏轼《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
___________，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朱自清《春》
）
唐果同学爱用古诗句劝解别人，梦凡抱怨身处闹市难得清静，唐果就用___________劝
她，宁馨要转学到海南省，临行前依依不舍，唐果就用________________劝她。（依次用陶
渊明《饮酒（其五）
》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诗句填空）
解析：本题考查名句名篇的背诵、默写，不出现错别字。
答案：老大徒伤悲
江春入旧年
白云千载空悠悠
长风破浪会有时
沉舟侧畔千帆过
门前流水尚能西
一年之计在于春
心远地自偏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4.下列作者课文及其出处搭配有误的一项是（ ）
A.司马迁——陈涉世家——史记
B.吴敬梓——范进中举——儒林外史
C.鲁迅——社戏——朝花夕拾
D.纪博伦——浪之歌——泪与笑

解析：C 项，鲁迅——社戏——呐喊。
答案：C
5.从备选词语中选择填空。
漫步语文世界，才能欣赏欣赏到一幅幅理想的生活画卷，这里，
（ ）有重山那边波涛
喧嚣的大海，
（ ）有夹岸桃花引路的世外桃源，
（ ）生活的理想如此光明美好，我们就
没有理由不为之努力奋斗。
（备选词语：只有，不仅，况且，可是，而且，既然）
解析：本题考查关联词的运用，弄清楚关联词的固定搭配以及常用的用法，结合句子的
关系去选择答案。
答案：不仅
而且 既然
6.托物言志是文人常用的方法，如《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青莲而不妖”
，便
是托“莲”言志，请从“青山”
“白云”“旭日”中任选一个用托物言志的方法造句。
我选：_________
造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首先要选取较熟悉的词，确定一个中心，根据具
体要求，展开联想作答。语意要通顺，语句要简洁。
答案：
（示例）白云
看那天上的白云来去自由，无欲无求，闲适惬意，令人生羡。
7.下面三段文字引发了你什么感想，请用一句话写下来。
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
之一滴，大生命中之一叶。
（冰心《谈生命》）
在宇宙中一定存在着远比我们的智慧要高的多的生物，因为我们的太阳系只有约 50 亿
年的历史，就演化出了有智慧的生物，而宇宙至少已经 200 亿年的历史了。
（严春友《敬畏生命》）
一到月球表面，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奥尔德林从登月舱取
出电视摄像机安装在月球的表面，他们又安装了一台太阳风测定装置，用来检测宇宙射线，
还安装了用来精确测定月球和地球之间距离的激光仪。
（朱长超《月亮上的足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仔细阅读材料，抓住核心内容，写出自己的看法，表达要通顺简洁。
答案：宇宙广阔无边，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去探索。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月食
【明】顾炎武
李鲈习西洋之学，述其言曰：
“月本无光，借日之照以为光曜。至望日，与地，日为
．一
线，月见地不见日，不得
“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时，当在
．借光，以是
．以无光也。”或曰：
日没后，乃日尚未沉，而出地之月已食矣。东月初升，西日未没，人两见之，则地固未尝遮
日月也，何以云见地不见日乎？”答曰：
“于所见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尝出地也。
何以验之？今试以一文钱置虚器①中，前之却之②，不见钱形矣，却贮水令满而钱见，则知
所见者非钱也。乃钱之影也。日将落时，东方苍苍凉凉，海气升腾，犹夫
．水然，其映而升之
亦月影也。如必以东方之月为真月。则是以水面之钱为真钱也，然乎？否乎？又如渔者见鱼

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心稍下于鱼，乃能得鱼，其浮于水面者。鱼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
在水，视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则月之受隔于地，又何疑哉。
8.解释句中加点的字体。
①与地，日为
．一线 _____________
②不得
_____________
．借光
③以是
．以无光也 _____________
④犹
_____________
．夫水然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中字词的理解，首先要理解句子，再理解字词，注意特殊用法。
答案：成为
能
这
好像
9.用现代汉语翻译句子
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视之若曲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的翻译能力，结合上下文内容理解句子的含义，翻译的时候，
关键字词要翻译准确。
答案：船工撑船，高一半在水里，看它像弯曲一样。
10.用自己的话解说月影形成的原因，并从甲乙两图选一幅辅助说明。

我选_____图，解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首先要疏通上文文意，再选择一幅自己比较明白的图来说明。
答案：
（示例）选图甲，东方海气升腾，把正处于月食状态的月亮的影子投映在空中。
11.请说说，李鲈用问答的方式讲述西洋之学中月食道理的好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问答方式一是可以使回答有针对性，再就是引起读者的思考和趣味。
答案：用问答的方式既可以增强趣味性，引起读者的注意与思考，又可以说明事理的思
路更清晰。
（二）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各题。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鲁智深在五台山寺中，不觉搅了四五个月。时遇初冬天气，智深久静思动。当日晴明得
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系了鸦青绦，换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门来。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
坐在鹅项懒凳上，寻思道：
“干鸟么！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离口，如今教洒家做了和尚，
饿得干瘪了。赵员外这几日又不使人送些东西来与洒家吃，口中淡出鸟来。这早晚怎地得些
酒来吃也好。
”正想酒哩，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付担桶，唱上山来，上面盖着桶盖。

那汉子手里拿着一个旋子，唱着上来，唱道：
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
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鲁智深观见那汉子挑担桶上来，坐在亭子上，看这汉子也来亭子上，歇下担桶。智深道：
“兀那汉子，你那桶里甚么东西？”那汉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钱一桶？”那汉子
道：
“和尚，你真个也是作耍？”智深道：
“洒家和你耍甚么？”那汉子道：
“我这酒挑上去，
只卖与寺内火工道人、直厅、轿夫、老郎们做生活的吃。本寺长老已有法旨：但卖与和尚们
吃了，我们都被长老责罚，追了本钱，赶出屋去。我们现关着本寺的本钱，现住着本寺的屋
宇，如何敢卖与你吃？”智深道：
“真个不卖？”那汉子道：
“杀了我也不卖！
”智深道：
“洒
家也不杀你，只要问你买酒吃。
”那汉子见不是头，挑了担桶便走。智深赶下亭子来，双手
拿住匾担，只一脚，交裆踢着，那汉子双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
两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旋子，开了桶盖，只顾舀冷酒吃。无移时，两大桶酒吃了一
桶。智深道：
“汉子，明日来寺里讨钱。”那汉子方才疼止，又怕寺里长老得知，坏了衣饭，
忍气吞声，那里敢讨钱？把酒分做两半桶挑了，拿了旋子，飞也似下山去了。
只说鲁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来。下得亭子，松树根边又坐了半歇，酒越涌上
来。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来，把两只袖子缠在腰里，露出脊背上花绣来，扇着两个膀子上山
来。但见：头重脚轻，眼红面赤；前合后仰，东倒西歪。踉踉跄跄上山来，似当风之鹤；摆
摆摇摇回寺去，如出水之蛇。指定天宫，叫骂天蓬元帅；踏开地府，要拿催命判官 。裸形
赤体醉魔君，放火杀人花和尚。鲁达看看来到山门下，两个门子远远望见，拿着竹篦来到山
门下，拦住鲁智深便喝道：
“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噇得烂醉了上山来？你须不瞎，也见库局
里贴的晓示：但凡和尚破戒吃酒，决打四十竹篦，赶出寺去，如门子纵容醉的僧人入寺，也
吃十下。你快下山去，饶你几下竹篦。”
鲁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来旧性未改，睁起双眼骂道：“直娘贼！你两个要打洒家，俺
便和你厮打。
”门子见势头不好，一个飞也似入来报监 寺，一个虚拖竹篦拦他。智深用手隔
过，揸开五指，去那门子脸上只一掌，打得踉踉跄跄；却待挣扎，智深再复一拳，打倒在山
门下，只是叫苦。智深道：
“洒家饶你这厮。”踉踉跄跄，攧入寺里来。监寺听得门子报说，
叫起老郎、火工、直厅、轿夫，三二十人，各执白木棍棒，从西廊下抢出来，却好迎着智深。
智深望见大吼了一声，却似嘴边起个霹雳，大踏步抢入来。众人初时不知他是军官出身，次
后见他行得凶了，慌 忙都退入藏殿里去，便把亮槅关上。智深抢入阶来，一拳一脚，打开
亮槅，三二十人都赶得没路，夺条棒从藏殿里打将出来。
监寺慌忙报知长老，长老听得，急引了三五个侍者直来廊下，喝道：“智深不得无礼！”
智深虽然酒醉，却认得是长老，撇了棒，向前来打个问讯，指着廊下对长老道：“智深吃了
两碗酒，又不曾撩拨他们，他众人又引人来打洒家。
”长老道：
“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
说。
”鲁智深道：
“俺不看长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几个秃驴！”长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禅床上，
扑地便倒了，齁齁地睡了。
12.在空格内依次填写一个动词。概括文中鲁智深与酒的几件事。
想酒～_______酒～_______酒～_______酒
解析：文章第一段写鲁知深想到了喝酒，第二段写鲁智深想买酒遭到了拒绝，便开始抢
酒；第三至五段，主要写他喝酒后回寺大闹寺院，即可概括出答案。
答案：买 抢 闹
13.文中汉子的唱词有哪些作用？
解析：结合前文情节我们知道，鲁智深曾经作过提辖，这个唱词则触发了鲁智深的英雄
豪情，刺激了他的酒瘾，从而引发了下面的情节。

答案：汉子的唱词进一步触发了曾为军官的鲁智深的豪情和他对当时处境的不满，更刺
激了他的酒瘾。
结合《水浒传》
，完成下面题目。
14.鲁智深在上五台山之前所做的义事是（ ）
A.拳打镇关西
B.大闹桃花村
C.火烧瓦官寺
D.大闹野猪林
解析：本题考查对名著《水浒传》内容的了解和识记。
答案：A
15.鲁智深为何被称作花和尚？
解析：本题考查对名著《水浒传》中主要人物的了解和识记。
答案：因为他出家为僧，且脊背上有花绣，也因为他喝酒吃肉打人，不守戒律。
16.与林冲和李逵相比，鲁智深的性格有什么特别之处，请举例具体分析。
解析：本题考查对名著《水浒传》中主要人物性格的分析，注意结合具体情节分析。
答案：
（示例）与林冲相比，鲁智深办事更加果断干脆。例如，林冲在被奸人高俅陷害
后一再隐忍退让，而鲁智深为解救金氏父女，直接痛打了恶人郑屠。
（三）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南京的灵谷寺里有成片的雪柳，春暖花开远远望去一片雪白，然而你走进细看就会发现
每一朵小花都是精美工巧的艺术品，雪白的花瓣，浅绿色的花蕊，玲珑剔透，姿态万千。贺
知章看到春天的万条柳丝，惊叹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我们同样可以追问，
世间万紫千红的鲜花，究竟是哪一双巧手剪裁出来的呢？
【材料二】
我们说中国是诗的国度，不纯粹是指诗歌的数 量，这样说主要指以下两层意思，一是
中国的一切文化艺术，无不渗透了诗的特点，比如汉字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有声调上的抑
扬起伏，即平上去入的不同，是从先秦到今天，我们的理论核心，真善美的原则标准是统一
的，我们的美学思想，同真和善，不可分割，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汉人诗讲究温
柔敦厚，都是与真和善紧密结合的，从上述两层意思说，中国确是诗的国度。
【材料三】
陶渊明
朱光潜
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
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正和他的事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是最
深厚的。
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渊明的生活中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
到调和静穆，他饱经忧患，极端贫穷，逼得要自己种田，他逼的要去乞食，穷还不算，他一
生很少不在病中，他的诗集满纸都是优生之跌，他的大半生中，国家兵戈扰攘，几无宁日，
他一个穷书生，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谋生，也很优，陶渊明诗篇篇有酒，他要借酒压住
心头极端的苦闷，忘去世间种种不称心的事。

但渊明由冲突达到调和，并不由于饮酒，弥补这世间缺陷的有他的极丰富的精神生活，
尤其是他的极深广的同情。渊明由任何力量不能剥夺的自由，就在“樊笼”以外，发现一个
“天空任鸟飞”的宇宙。他先是打破了现在的界限而游心于千载，发现许多可“尚友”的古
人。在诗中，他把他所敬仰的古人排起队来，向他们馨香祷祝，更可以见出他的志向。渊明
还打破了身处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与我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自徜徉自得，
如庄子所说的“鱼相与忘于江湖”
。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
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这种物我的回响交流，
有如佛家所说的“千灯相照”
，互映增辉。所以无论是微云孤岛，时雨景风，或是南阜斜川，
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触目成趣。他没有由苦闷而落到颓唐，也正因此。
渊明尽管胸襟高超，却保持着一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他在诗中表现最多的是对
子女的慈爱。他做了官，特别遣一个工人给儿子，以减轻他的劳作之苦。还关照说：“此亦
人子也，可善遇之。
”既可以见出做父母的仔细，尤可见出人道主义者的深广的同情。渊明
的伟大之处就在他有至性申请，而且不怕坦白地把它表现出来。
总之，渊明经过极端的苦闷，达到极端的和谐肃穆。他的智慧与他的情感融成一片，酿
成他的极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为人和他的诗一样，都很淳朴，却都不很简单，是一个大交
响曲，而不是一管一弦的清秒声响。
（节选自《诗论》，北京出版社 2011 年版，有删改）
17.自然景象常让中国人联想起相关的古诗句，
“材料一”中作者的经历就是一例。请你
也写一例与大家分享。
解析：根据材料一中作者由景想到一首相关的古诗句，来抒发自己内心感受的写法，写
出一段文字即可。
答案：
（示例）秋日的栖霞山，一簇簇红枫摇曳在道旁山涧。那时“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便会轻叩心扉，让人不觉沉醉。
18.“材料三”中，陶渊明中的人格体现在哪些方面？
解析：根据材料三中间三段中关于陶渊明人格的介绍进行归纳总结即可。
答案：陶渊明的人格表现在：战胜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达到调和静穆，有极深广的同情，
人与物与我一体同仁，保持一个平常人的风格等。
19.“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生活与诗从未有片刻的分离。请联系上述三则材料，
谈谈你对生活与诗的关系的理解。
解析：从三则材料中找出其所暗示的“生活与诗”之间的关系，用自己的语句表达出来，
即为你对生活与诗关系的理解。
答案：
（示例）生活中的自然风物常常能激发人的诗情；生活中的文化艺术都渗透着诗
的特点；诗与生活的理论核心紧密相联；伟大诗人的人格能带给我们人生的启示。
按要求修改下面的习作片段。
学校，礼堂，一场精彩的辩论赛正在进行。
围绕“未来智能机器人会取代人类诗人”这一辩题，正方率先发言：“以后人类诗人经
被机器人诗人所取代。机器人‘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已经出版了。（甲）这说
明机器人通过学习，可以迅速地掌握写作诗歌的能力，创作出大量合辙押韵的诗歌。”
“不可能！机器人诗人是不可能取代人类诗人的！机器人写诗，不是创作，只是套用和
拼凑已有的诗歌（乙）
”
双方队员唇枪舌剑，我完全被吸引了。是呀，人类会被机器人取代吗？我陷入了沉思……

20.文中（甲）句有两处错误，请分别改正。
__________改成_________；__________改成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病句的修改。第一处，
“掌握”与“能力”搭配不当；第二处是语意重
复，
“合辙”的意思就是“押韵”
，删去其中一个。
答案：
“能力”改为“技能” “合辙押韵”改为“押韵”
21.文中（乙）处需要补写一句，最恰当的是（ ）
A.这就像条件反射一样，训练多了也就会了。
B.这就像鹦鹉学舌一样，说得再好，也就是模仿。
C.这就像熟能生巧一样，只有多加练习才能写得好。
D.这就像邯郸学步一样，一味地模仿，以致四不像了。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的综合运用，一定要联系上下文，选项中只有 B 项的“鹦鹉学舌”
符合“机器人写诗，不是创作，只是套用和拼凑已有的诗歌”的含义。
答案：B
22.2047 年 6 月 17 日，30 年后的今天，同学们相约回初中母校聚会，要求每人发言。
请您发挥想象，以“无情岁月有味诗”为题，写一篇发言稿。不少于 600 字。不得出现真实
地校名、人名。
解析：本题属于全命题作文，要求写一篇想象类作文。从题目及要求分析，写作的主要
内容是想象自己 30 年后回到母校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感受，运用想象的写法，叙述和
抒情的表达方式，既要写出自己未来 30 年的生活经历，又要表达出对母校的热爱之情。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