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 2010 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语文试题
根据扫描版手工录入，严格校订。
一（30 分）
1、 下列加点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归咎
阔绰
人迹罕
．（jiù）
．（chuò）
．至（hǎn）
B、蹒
阴晦
．跚（pán）
．（huì）
C、拮据
倜傥
．（jū）
．（dǎng）
D、悲怆
猝
．（cāng）
．然（cù）

忍俊不禁
．（jìn）
义愤填膺
．（yīng）
颔
．首低眉（hàn）

2、下列词语没有别字的一项是（3 分）
A、毕竟
物竞天择 致敬 闲情逸志
B、慰籍
杯盘狼藉 逍遥 销声匿迹
C、遐迩
冥思暇想 儒雅 妇孺皆知
D、贻误
心旷神怡 丘陵 盛气凌人
3、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近期，我国南方地区遭受暴雨袭击，国家气象局加强了对天气的实时监控
．．和趋
势分析。
B、大凡有所成就的人，在成绩面前，也会经常鞭策
．．自己，不断提升自身水平和能
力。
C、近年来，杭州钱江新城面貌焕然一新，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鹤立鸡群
．．．．，蔚为
壮观。
D、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需要积累语言、深入理解，这种寻章摘句
．．．．的方法值得大
力提倡。
4、填入下面横线上的句子，排列恰当的一项是（3 分）
饱赏着多姿多彩的芙蓉花，我不禁联
从大门通向公园深处，尽植芙蓉。
想到：芙蓉花傲霜而开，体现的正是她敢于抗争的勇气；而不吝美艳，彰显的则是她
无私奉献的精神。
① 远远望去，似绿云接天，如彩练当空。
② 置身花丛，但见“大红芙蓉”花大质丽，灼灼照人，时而薄雾笼罩，若隐若现，犹
如戴上面纱的少女，别有一番情致。
③ 只见坡上坡下，花连花，树挨树，层层叠叠，红绿交替，使人彷佛身临千年前那遍
植芙蓉、高下相照的古“锦城”。
④ 当秋阳普照，寒霜下的“醉芙蓉”闪闪烁烁，似朗星点点，色泽由白色渐渐变成粉
红，进而转为大红，奇趣无穷。
A、③①②④B、④③①②C、①③②④D、②④①③
5、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都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在美妙的旋律中，大屏幕上一一闪现出世博会 159 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电灯、
磁悬浮列车、航天器……这一刻，“一切源于世博会”的理念得以彰显。
B、走进语言现场，应该开口说，主动发言、敏捷应对；应该用心听，在倾听中迅
速捕捉有效信息、在倾听中准确把握声音内容。
C、文章要做到观点鲜明，必须对所论及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弄清楚问题涉及哪
[来源:学科网]

些因素？关键在哪里？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现这个问题的？
D、在我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无数风流人物。陈涉仰天质问“王侯将相宁
有种乎？”揭竿而起；诸葛亮“未出茅庐而天下三分”，成为智慧的化身。
6、补写 出下列名句上句或下句。（只选做三小题）（3 分）
①采菊东篱下，
。
②
，随风直到夜郎西。
③沉舟侧畔千帆过，
。
，其不善者而改之。
④
7、用上恰当的关联词语，将下列三个短语组合成一个复句。（句序合理，语意贯通；
可以删去和调换词语，但不得改变原意）（3 分）
①不能乐观地看待人生中的挫折和失意，就会陷入迷茫、困惑的境地。
②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挫折与失意在所难免。
③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拥有一份对人生的乐观态度。

8、下面这段文字有三句话，各有一处语病，请加以修改。（3 分）
①为了给百姓创立更为优良的就医环境，卫生部准备在全国推广“先诊疗后结算”的
服务模式。②所谓“先诊 疗后结算”，是指患者在门诊诊疗时，先交纳押金，统一待本
次所有诊疗结束后再去结账。③实施“先诊疗后结算”的服务模式，患者就诊时间可
节省大约 20%以上。

9、用一句话概括下面这则新闻的主要内容，不超过 20 个字。（3 分）
杭州的建筑工地每年有 1000 多个，如果把这些工地的围墙适当“美容”一下，他
将成为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为进一步打造“国内最清洁城市”，今后，杭州新开工的
建筑工地的围墙都要美化。
现在不少城市的墙绘主要是广告，而杭州的墙绘则比较有江南特色，有些还融入
了地域文化。有关部门要要求杭州建筑工地的墙绘今后消除盈利性广告，逐步走向公
益化，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杭州的文化特质。

]

10、阅读下面的文字，在横线上补写一段话，要求语意明确，语言得体。
（3 分）
在熙熙攘攘的汽车售票大厅的一角，一位 60 岁左右的男子似乎无视大厅里的禁烟
标志，正在一边吸烟，一边等人。此时，一位年轻的控烟志愿者，走上前去对这位吸
烟的男子说：“
”
二（30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1‐18 题。
（一）

元宵前后和阳春三月，是父亲最忙碌最苦累也最欢快的日子。
在这段时日里，母亲帮着父亲煮大锅大锅、鲜鲜嫩嫩的鲤鱼招待那些买鱼苗的客
人。酒足饭饱之后，父亲才根据买主对鱼的尺寸、数额，心花怒放地开价出售鱼苗。

在一阵友好的、不太经意的讨价还价后，父亲便依依不舍地将精心喂大的各种鱼苗卖
给这些鱼客。此刻，只见父亲满脸的欢悦将往日的辛劳困倦镀得铮亮。待来家里求购
的客人逐渐稀少后，父亲只好一个一个地方去赶鱼市，这些小镇集市，最近的也离我
家有十余里，远则三四十里。父亲鸡叫头遍就起床放水干池，将鱼捉进鱼盆里，然后
打着手电筒，顶着寒雾冷露去赶集。两只比米筛还要大的鱼盆将干瘦细小的父亲夹在
中间，仿佛不是父亲挑着它们，而是他们拥着父亲在行进。待到池里的鱼苗卖完，我
家屋角落里早就积了一大堆已磨成草筋的烂草鞋……
接下来，父亲又要着手为幼苗培植而忙碌不休。父亲精心修整好鱼池，买回鱼苗
后，父亲就开始像喂养婴儿般悉心照料。父亲每天一大早就下到池里，用一只木耙将
宁静的池水搅动，然后泼洒肥水，早中晚三次。这些幼鱼在父亲精细料理与守候中逐
渐地长到寸许两寸粗细。待布谷鸟在我的家乡山野不知疲倦的婉转啼鸣时，父亲便浴
着三月的阳光和布谷鸟清丽的音韵悠然地端坐于屋前的枣园里，用一只精致的小碗将
脚盆里的小鱼按照鱼种分门别类地舀进一只只鱼盆里。然后，父亲挑着鱼盆在暖融融
的阳光下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在父亲拖着悠长的声调沿村叫卖时，布谷鸟的叫声也
在春光里此起彼伏。
我没有想到，那年秋天，父亲那如同阳春三月布谷鸟鸣唱般的叫卖声，竟然成了
他撒在我家乡那些村庄里的一曲绝唱。父亲去世的两个月前，我回去看望过我的父母。
母亲告诉我，早几天，父亲去给姑奶奶做生日，穿着我的皮鞋，显 得特别高兴。我很
纳闷，我没有什么皮鞋留在家里啊。母亲就从父亲的床底下拿出一双棕色的皮鞋。看
到这双皮鞋，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这是我早已丢弃的一双皱巴巴的皮鞋，父
亲竟从屋外捡回来，还喜滋滋地穿着去给姑奶奶做生日，那么炫耀！那么得意！顿时，
泪眼中的这双皮鞋，一下子化作了两块大石头，紧紧地压在我的心坎上。这时我才想
起，父亲一生赚了那么多的钱，对到我家来买鱼苗的所有人都是那么大方，那么舍得
花钱招待，却从没想过要给自己买双皮鞋。
离家那天，父亲一直 送我，送到他非常热爱的鱼池边还不愿转身。我看见养了大
半辈子鱼的父亲倒映在水中的朦胧身影瘦小得就像一条鱼影。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
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父亲的背影。那一次，父亲站在鱼池边，和我说着他已经说了很
多遍的话， 要我多写信回来，要我好好工作，要我冷了多穿衣……可现在我想听父亲
那些重复啰嗦的话却再也听不到了。
父亲离我而去了，我好想再读读父亲，读读父亲在生命的轮回路上是沧桑依旧还
是宁静如莲。父亲走进了另一片水泽，父亲站在那片水泽的边缘或许正凝望着一条向
他走近的鱼。我彷佛觉得，父亲一定化作一条水中游动的鱼，只要这世上还有一滴水，
父亲就永远活在水里。
11、题目“父亲是一条鱼”的含义是什么？请根据文意简要回答。
（3 分）

12、分析下列句子所蕴含的思想情感。（4 分）
①顿时，泪眼中的这双皮鞋，一下子化作了两块大石头，紧紧地压在我的心坎上。
②父亲一直送我，送到他非常热爱的鱼池边还不愿转身。我看见养了大半辈子鱼

的父亲倒映在水中的朦胧身影瘦小得就像一条鱼影。

13、第三段中写阳春三月的布谷鸟，其作用是什么？（3 分）

14、请对“父亲”这一人物形象作赏析。（6 分）

（二）
把冰山搬到干旱地区
水是生命之源，但它在地球上的分布极不均匀。许多地方水源缺乏，一毛不长，
无人生息；而地球上的淡水上的淡水有 4/5 冰冻在南极和北极的冰冠之中。是否能够
把蕴藏着丰富水源的冰山“搬”到干旱地区，使那里也变成五谷丰登的肥沃良田呢?
科学家认为，用现有的技术力量可以搬动的最大限度是长 7 千米、宽 1.5 千米的
冰山。用一艘超级油轮大小的拖船，可以拖着这么大的一座冰山每日航行 20 千米左右，
花 6 个月到 1 年时间，便可以把它从南极或北极地区拖到靠近非洲的撒哈拉沙漠、美
国加利福尼亚的犬玛沙漠或澳大利亚的干旱地区。
冰山在拖行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冰融化掉，尤其是经过热带海域时更在所难免。
或许人们会对此担忧。但是，科学家认为，冰山上的冰，融化的速度不会像人们所见
到的小冰山那样快。因为冰山越大，从表面部分化掉的冰，对整个冰山来说，所占的
比例就越小。
把冰山拖到陆地的近海以后，怎样才能把冰山融化的淡水送到干旱的陆地上去呢?
科学家回答说，当冰山到达目的地以后，只要把它停放在岸边，让它在海中慢慢地自
然融化就可以了。你可能会想，冰山融化的水都融入海水里了，把它拖来了不是白费
劲吗？其实，淡水的密度比有盐分的海水小，冰山的冰融化以后的淡水，会很自然地
浮在海水上面，就像油总是浮在水面上一样。因此，人们只要用抽水机把海面上的那
层淡水抽上岸，就可以去灌溉田地，去供给人和牲畜饮用。
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看，人类肯定能把冰山搬到干旱的地方去，这点不用怀疑。
不过科学家们在关心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拿整个南极来说，它每年的产冰量大约是
1200 立方千米。巨大的冰山是从围绕在南极洲边缘的陆缘冰和冰川分离出来的，然后
随着风和海潮的推动向北漂移，沿途逐渐融化。也就是说，即使人们不把冰山搬走，
这些分离出来的冰山也会自然地在海洋的漂移过程中渐渐融化，人们如果将它搬走，
并不太影响南极原来的气候。科学家主张，在搬走冰山的同时，似乎更应该看到在搬
走冰山过程中会带来的益处，那就是搬走冰山所引起的水的上涌，会给海水的表面带
来更多的营养物，因而可以使水质变好。这也必然会增加鱼的产量以及食鱼动物的数
量。
15、第一段文字在文中的作用是什么？（3 分）

16、指出下列说法的错误，并简述理由。（4 分）
①文中将“冰山上的冰”的融化速度与“人们所见到得小冰山”的融化速度作比
较，是为了说明冰山上的冰融化速度虽慢，但融化不可避免的。
②文中把“冰山的冰融化以后的淡水，会自然地浮在海水上面”比作“油总是浮
在水面上”，其根本目的在于说明淡水的密度比有盐分的海水小。

17、文中出现的“科学家认为”“科学家回答”“科学家关心”“科学家主张”这些
文字，具有怎样的表达作用？（3 分）

18、本文围绕“把冰山搬到干旱地区”这一话题，具体说明了哪几方面的内容？请分
点简要回答。（4 分）

三、（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9-22 题。
秦有尊卢沙者，善夸谈。秦人笑之，尊卢沙曰：“勿予笑也，吾将说楚以王国之术。”
翩翩然南。
①
至楚境，关吏絷 之。尊卢沙曰：“慎勿禁我，我来为楚王师。”关吏送诸朝。大夫
置之馆，问曰：“先生不鄙夷敝邑②，不远千里，将康我楚邦。姑闻师楚之意何如？”尊
卢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进于上卿瑕③。瑕客之，问之如大夫。尊卢
沙愈怒，欲辞去。瑕恐获罪于王，亟言之。
王趣④见，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见，长揖不拜，呼楚王谓曰：“楚国东有吴越，
西有秦，北有齐与晋，皆虎视不瞑。臣近道出晋郊，闻晋约诸侯图楚，为坛而盟 曰：‘不
祸楚国，无相见也！’王尚得奠枕⑤而寝耶？”楚王起问计。尊卢沙指天曰：“使尊卢沙为
⑥
卿，楚不强者，有如日 ！”王曰：“然敢问何先？”尊卢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
曰：“然。”即命为卿。
居三月，无异者。已而晋侯帅诸侯之师至。王恐甚，召尊卢沙却之。尊卢沙瞠目
视，不对。迫之言，乃曰：“晋师锐甚，为王上计，莫若割地与之平⑦耳。”王怒，囚之
三年，劓⑧而纵之。
【注】①絷（zhī）：拘捕。②敝邑：自己国家的谦称。③上卿瑕：一个名字叫瑕的高
级官员。④趣：催促。⑤奠枕：稳稳地安放枕头。⑥有如日：古代发誓用语⑦平：讲
和。⑧劓（yì）：割鼻。
19、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解释错误的一项是（3 分）
A、姑闻师
B、闻晋约诸侯图
．楚之意（当……老师）
．楚（考虑）
C、居
D、劓而纵
．三月，无异者（过了）
．之（释放）
20、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意思相同的两项是（4 分）
A、吾将说楚以
醒能述以
．王国之术
．文者
[来源:学科网 ZXXK]

B、大夫置之
．馆
C、瑕恐获罪于
．王

辍耕之
．垄上
皆以美于
．徐公

D、使尊卢沙为
是以众议举宠为
．卿
．督
21、用现代汉语写出下列句子的意思。（4 分）
①瑕客之，问之如大夫。
②为王上计，莫若割地与之平耳。
22、尊卢沙的“善夸谈”具体表现在哪里？你怎样看待这类人？（4 分）

23、阅读下面这首古诗，完成（1）（2）两小题。（5 分）
同儿辈赋未开海棠
元好问
枝间新绿一重重， 小蕾深藏数点红。
爱惜芳心莫轻吐， 且教桃李闹春风。
（1）一、二两句写出了“海棠树”怎样的特点？
（2）“借花说理”是这首诗的一大特色，请就此做赏析。

四、（40 分）
24、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40 分）
宋濂少时家贫嗜学，历尽艰辛，终于学业有成；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在被排挤、
嘲笑、打击中不绝望不沉沦，最后变成了美丽的天鹅；海伦·凯勒，一个在无光、无
声的黑暗世界里摸索的少女，以惊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正由
于生命里程中有困境，我们变得更坚强；正由于成长道路上无捷径，我们走得更坚实。
请以“成长路上无捷径”为题目，写一篇 600 字到 800 字的文章。立意自定，文
体自选。文中不得出现你所在学校的校名，以及教职工、同学和本人的真实姓名。
语文参考答案
一、（30 分，每小题 3 分）
1、A、2、D3、B4、C5、A
6、①悠然见南山②我寄愁心与明月③病树前头万木春④折其善者而从之
7、示例：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挫折与失意在所难免，（如果）不能乐观的看待人生
中的挫折和失意，就会陷入迷茫、困惑的境地，
（所以）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拥有
一份对人生的乐观态度。
8、①“创立”改为“创设”或“创造”②将“统一”放到“结账”前③删去“以上”，
或删去“大约”
9、示例：杭州建筑工地围墙要美化得有文化味
10、示例：大伯，这里是公共场所，是禁止吸烟的，请你不要再这里吸烟。
二、（30 分）
11、父亲大半辈子精心养鱼，对鱼怀有深厚感情；父亲如同游动的鱼一样，永远活在
儿子的心中。
12、①通过把一双儿子丢弃的皮鞋比作两块大石头压在心坎上，表达了作为儿子的“我”
因父亲终身未买一双皮鞋穿而产生的心酸、愧疚之情。②写父亲一直送“我”，表达了
深厚的父子之情；将瘦小的父亲比作鱼影，流露出儿子因父亲的瘦弱而产生的伤感之
情。
13、衬托欢快愉悦的气氛；突出父亲的勤劳品质。
14、写父亲养鱼卖鱼，表现其勤劳；写父亲热情招待鱼客，表现其朴实、好客；写父
亲穿我丢弃的皮鞋，表现其节俭；写父亲送我、叮嘱我，表现对儿子的关爱。
15、说明了把冰山搬到干旱地区的必要性，引出了说明的话题（内容）
。
16、①这一比较不是为 了说明冰山上的冰融化速度虽慢，却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为了
说明不用担忧冰山在拖行过程中的融化问题。②根本目的不是说明淡水的密度比有盐
分的海水小，而是为了说明不用担心冰山融化的淡水会融入海水里，使搬运白费劲。
17、说明所写的内容是经过科学分析和论证的，从而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内容的可

信度。
18、怎样用现有的技术力量搬运冰山；怎样看待冰山拖行过程中的融化问题；怎样把
冰山融化的淡水送到干旱的陆地；将冰山搬走，是否会影响南极原来的气候；在搬走
冰山过程中会带来哪些益处。
三、（20 分）
19、B
20、AD
21、①瑕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也像大夫那样地问他。
②（我）认为大王最好的办法，不如割地与晋国讲和。
22、表现：自以为是，要做楚王的老师；发誓能使楚国强大。
看待：没有真才实学，只靠欺世盗名，最终必将自食其果。
23、（1）枝叶繁茂，新叶翠微；含苞未放。（2）将春风 中不轻易开放的海棠与争相绽
放的桃李作对比，说明了做人不要轻浮，不要炫耀，而要注重蕴积，保持成稳。
四（40 分）
24、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