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浙江省温州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积累（18 分）
1.读下面文字，根据拼音写出相应的汉字。（4 分）
鲁迅箴言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jiàn）
（1）_____踏出来的。从只有（jīng）
（2）_____
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gǒu）
（3）_____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
是放（zòng）
（4）_____。
解析：这是对汉字书写的考查。
答案：践 荆 苟 纵
2.古诗文名句积累。
（11 分，第（1）-（5）题每空 1 分，第（6）题 3 分）
（1）深林人不知，__________。
（2）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__________。
（3）子曰：
“__________，小人喻于利”
。
（4）__________，奉命于危难之间。
（5）王维的诗诗中有画例如《使至塞上》中“__________，__________”一联，构图有面
有点线条简洁明快靓相既苍茫辽远，
又给人以亲切温暖质感。吴均《山中杂诗》中“__________，
__________”
。也极具画面感。即在大处勾勒，又在细处绘景，从极远处写到眼前，又从眼
前写到天空，层次丰富，意境幽远。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并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
答案：
（1）明月来相照（2）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3）君子喻于义（4）受任于败军之际（5）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
（6）下列诗句与“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倡导的理想人格不相符的一项是（）
（3 分）
A.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B.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C.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D.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解析：这是对名言警句的考查。
答案：C
3.瓯越文学社组织大家去江心屿采风，同学们围绕以下几句诗议论纷纷。下列说法错误的一
项是（）
（3 分）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谢灵运）
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孟浩然）
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李白）
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杜甫）
A.孟浩然、李白、杜甫都写过有关江心屿的诗，江心屿真不愧为“诗之岛”
。
B.江心屿成为诗人的书写对象是从唐朝开始的。它的诗歌文化真是历史久远。
C.谢灵运在永嘉期间写了很多山水诗。永嘉山水成就了谢灵运，使他成为山水诗鼻祖。
D.澄鲜阁名称就出自谢灵运诗句。温州还有一些古迹与他有关，如池上楼等。

解析：这是对文学知识识记的考查。
答案：B
二、阅读
（一）相约《小王子》
（3 分）
4.循着小王子星际之旅的足迹，可以探寻他领悟爱的历程。结合阅读积累，给下列三处分别
选择相应的一项。
（3 分）
（1）遇到一座玫瑰花园——（2）遇见狐狸，理解“驯养”——（3）告别“我”，要离开地
球
（ ）
（ ）
（ ）
A.这就好比花儿一样。要是你喜欢一朵花儿，而她在一颗星星上。那你夜里看着天空，就会
觉得很美。所有的星星都像开满了花儿。
B.我还以为自己拥有的是独一无二的一朵花儿呢，可我有的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朵玫瑰花罢了。
C.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见的。正是我为我的玫瑰花费的时间，才使我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
我必须对我的玫瑰负责……
解析：这是一道考查名著阅读的题型。
答案：
（1）B（2）C（3）A
（二）跟着名家读鲁迅（35 分）
阅读下面《鲁迅入门读本》的“前言”和“目录”
，完成各题。
前言
（1）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总是以本民族的经典作家来教育国民和后代。那么，中国有哪
些最基本的、源泉性的民族文化经典呢？比较一致的意见，至少应有五大经典：
《论语》、
《庄
子》
、唐诗、
《红楼梦》
、鲁迅著作。鲁迅是和孔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
并肩而立的民族文化的高峰，以他们所创造的文化经典，作为每一个中国国民精神发展的“底
子”
，这是一项民族精神建设的基本工程。
（2）作为集中了“20 世纪中国经验”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与我们又是最为贴近的，
许多人读鲁迅的文章，都会感到他仿佛就是针对当下中国的问题在发言，而又具有历史的高
度和深度；鲁迅是活在现实中国的，每一个愿意并在思考和关注社会、人生、文学问题，具
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和国民，都能够和他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鲁迅入门读本》
鲁迅原著钱理群编选导读
（3）
“鲁迅与青年”本身就是一个讲不完的话题。鲁迅无论在其生前还是去世后都对一
代又一代的青年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这绝非偶然。这首先是因为鲁迅是一个“真的人”，
【A】
他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一切真实。鲁迅恰恰是在人们因为缺乏勇气和智
慧而停止思考时，把思想的探索进行到底，从不顾忌将会引出什么可怕的结论。这里所表现
的，正是一种年轻人所向往的大智大勇的大丈夫气概。鲁迅追求“真”的彻底性更表现在，
【B】他从不向读者（包括年轻人）隐瞒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与失误。
他敢于面对自身的局限，
更无情地批判自己。他从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绝充当“导师”，
他将真实的自我袒露在青年面前，和他们一起探讨与寻路，青年人可以向他倾诉一切，讨论、
争辩一切，他是青年人的朋友。能够结识这样一位“真人”——本真、真诚、真率的智者，
应该是人生之一大幸。
（4）鲁迅同时是一位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大师，他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又融入古语、
外来语、方言，将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又极具个性与创造性。阅读鲁迅作品，
不仅能够得到精神的启迪以至震撼，还能得到语言的熏陶与美的享受。尽管初读时会有些困

难，但坚持读下去，自会有自己的发现和感悟，而且常读常新。流连于鲁迅所构建的汉语精
神家园，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5）正是出于这样两大基本信念：相信鲁迅其人其作品的魅力，相信当代中国有理想、
有追求的青年，他们的心是和鲁迅相通的，我们将这本《鲁迅入门读本》奉献于诸位面前。
（6）现在，请打开本书，走进鲁迅的世界。
钱理群
2012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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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阅读“前言”
，下列不是钱理群选编《鲁迅入门读本》意图的是（）（3 分）
A.用鲁迅作品为青年的精神发展打“底子”。
B.希望青年借助鲁迅作品更好地认识现实问题。
C.告诫青年不要把鲁迅当做人生导师。
D.引领青年走进鲁迅所构建的汉语精神家园。
解析：这是对信息筛选和概括的考查。
答案：C
6.从下列备选作品中任选一篇，在第（3）段【A】
【B】中选择一处，结合阅读体会，参考示
例，完成阅读笔记。
（4 分）
A.他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一切真实。
B.他从不向读者（包括年轻人）隐藏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迷惘、不足和失误。
备选作品：
《二十四孝图》
《父亲的病》
【示例】文中语句：把思想的探索进行到底，从不顾忌将会引出什么可怕的结论。
阅读笔记：
《藤野先生》中，鲁迅去日本求学，是救过的不懈探索，也是思想的不懈探
索。他写道一群中国人围观同胞被枪毙时拍掌欢呼，这段文字让我想到，冷漠麻木的过敏只
能做无用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结论真的有点“可怕”呢。
解析：这是对名著积累能力的考查。
答案：示例 1：我选择《二十四孝图》
，为 A 句作笔记。
《二十四孝图》中，鲁迅先生犀利地
写出“郭巨埋儿”等孝道故事背后的人性冷漠。让人不寒而栗。在大家想当然流传着，并昏
聩地灌输给儿童时，他语出惊人，说出了别人不想说、不愿意说、不敢说的话，让我们感受
到封建孝道的虚伪性。
示例 2：我选择《父亲的病》
，为 A 句作笔记。
《父亲的病》，是少年鲁迅的一段心路历程。
他深爱他的父亲，但他能真率地写出自己当时希望父亲快点咽气的想法。他还回忆了在父亲
临终前顺从旧习俗呼喊父亲的行为，这成了他一生的心病。这也是世俗之人不愿说、不敢说
的，鲁迅却不加掩饰地说了出来。
示例 3：我选择《二十四孝图》
，为 B 句作笔记。《二十四孝图》中的文字，读来触目惊心。
文中真实地描述了儿时鲁迅担心父亲学郭巨埋儿的心理，展现了小鲁迅内心的恐惧和迷茫。

这让我看清了封建孝道的虚伪与不人道。
示例 4：我选择《父亲的病》
，为 B 句作笔记。少年时期的鲁迅目睹父亲治病、去世的过程，
其间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啊。尤其是与庸医周旋的无助和痛苦，让我仿佛看见了少年鲁迅的
单薄身影。而他写父亲去世时自己内心的矛盾，凸显了痛苦的深沉。
7.《鲁迅入门读本》旨在引领青年走进鲁迅的世界。请阅读“目录”，根据本书的编排和选
择的文章篇目，探究编者怎样来达成这一目的。（6 分）
解析：这是信息筛选和概括的考查。
答案：从“目录”看出，编者不仅精心编排了全书的结构。也精心选择了相应的篇目。先通
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阿长与山海经》等篇目，让读者感受到一个富有生活味、亲近
感的鲁迅；再通过“阅读鲁迅”三个板块的作品，让读者了解到鲁迅如何看生活，看人生，
看社会，看人性，看生命，让读者走近一位真实、深刻、敢于批判的作家鲁迅。这样的编排，
由易到难，由感性到理性，符合青年读者的阅读心理，能引导青年真正走近鲁迅的世界。
阅读下面的“导读”和“选文”
，完成各题。
导读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
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聪明人”
“傻子”
“奴才”便是鲁迅所发现的三种类型形象，是社会上某一种人的标本。
选文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鲁迅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
”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
“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
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
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
”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
”他高兴了。
“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
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
时还挨皮鞭……。
”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先生！
”他流着眼泪说，
“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
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帐！
”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
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
“管他呢！
”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
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
”他恭敬而得胜
地说。
“你不错。
”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
明……。
”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选自《鲁迅全集》第二卷《野草》
开篇道出“奴才”本质。
“似乎”二字颇耐寻味。
“那人”真的傻吗？
此句可否写成“主人听到了喊声，走了出来”？
8.面对“奴才”诉苦，
“聪明人”和“傻子”分别采用了怎样的方式？请简要概括。（4 分）
解析：这是对信息筛选的考查。
答案：聪明人采取的方式是虚伪地表示同情，傻子采取的方式是用行动帮助奴才。
9.联系上下文，关注“导读”
，从用词和句式的角度品析画线句子。
（4 分）
解析：这是对句子赏析的考查。
答案：
“慢慢地”
“最后”写出主人听到了喊声但好毫不着急得样子；
“主人”一词放在最后，
突出了主人的威严，凸显了主人很是笃定的心理，说明主人深知奴才是不敢反抗的，他对“奴
才”的“奴性”是极了解的。
10.作家毕飞宇认为，闰土是鲁迅笔下众多“奴才”中的一个。结合《故乡》，比较分析闰土
和本文中“奴才”的异同（6 分）
【以下《故乡》的片段，供参考】
（1）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
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2）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
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
能烂掉……”
解析：本题考查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的能力。
答案：相同之处；他们都会诉苦，他们的诉苦源于他们艰难的生活，比如，闰土向“我”诉
苦，文中的奴才也不断地向聪明人和傻子诉苦，他们安于自己的处境，不懂也不敢改变。例
如，闰土终究恭敬地唤“我”为“老爷”
；文中的奴才发现傻子要砸墙，就惊恐不已。不同
之处；闰土只是一个麻木的奴才，他只是苦于自己的生活，将所谓的希望寄托于香炉和烛台。
而文中的奴才，为了稳做奴才，他出卖帮助他的傻子，向主人要功献媚，显得很丑恶。

11.本文中，鲁迅为何要将“那人”称为“傻子”？借助“导读”，联系全文，阐述你的理解。
（8 分）
解析：这是对内容理解的考查。
答案：正确理解文章中傻子的“傻”
，借助“导读”深入理解傻子的“不傻”，由此推导鲁迅
的写作意图，并形成自己的观点。
示例 1；从聪明人及奴才的角度来看，“那人”的确是傻的。他不计后果帮助奴才。结果却
遭到了奴才们的驱赶，并被称为“强盗”
。事实上他并不傻，他是一个真心帮助奴才的人。
“傻子”象征着那些用行动帮助他人、改变社会的真诚勇敢者。鲁迅通过这个故事，揭露了
现实的荒诞；少数的行动者正被多数的“聪明人”和“奴才”冤枉和打击。鲁迅在作品中将
这样的人称之为“傻子”
，透露着鲁迅对现实的深深悲哀和强烈批判，绝望中犹有希望。
示例 2.；
“那人”其实并不傻，他真诚热心地用行动帮助奴才，但从聪明人和奴才的角度看，
这个人不计利害地去行动，结果却遭到了驱赶，的确是一个傻子。故事中的三个形象，隐喻
了社会中的三类人，一类是可怜又可恶的“奴才”，一类是虚伪圆滑的“聪明人”，一类就是
“傻子”——要用行动改变现实的勇敢的英雄形象。鲁迅通过这个故事揭露现实的荒诞，表
现了鲁迅对“傻子”被冤枉和打击的愤怒，透露出他对现实的悲观。
（三）走进古典诗文（19 分）
阅读下面古诗，完成下题。
同州①端午
【唐】殷尧藩②
鹤发③垂肩尺许长，离家三十五端阳。
儿童见说深惊讶，却问何方是故乡。
【注释】①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②殷尧藩：浙江嘉兴人。③鹤发：白发。
12.诗中“鹤发”与“儿童”前后对应，耐人寻味。结合全诗，从这个角度揣摩诗人的情感。
（4 分）
解析：这是对字词品味能力的考查。
答案：诗人长年漂泊异乡，又缝端午，乡愁满腹。
“鹤发垂肩”，可见诗人历尽沧桑。他叙说
乡愁，但儿童未韵世事，惊讶发问“何方故乡”，更触动了诗人心中无限的苦痛。
“鹤发”与
“儿童”年龄跨度巨大，形象差异鲜明，形成对应，更让读者感受到了诗人心中的深沉愁思
和无法言说的悲凉。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各题。
柳陌
[明]祁彪佳
出寓园，由南堤达豳圃①，其北堤则丰庄所从入也。介于两堤之间，有若列屏者，得张
灵墟书曰“柳陌”
。堤旁间植桃柳，每至春日，落英缤纷②，微飔偶过，红雨满游人衣裾，
予以为不若数株垂柳，绿影依依，许渔父停桡③碧阴，听黄鹂弄舌，更不失彭泽家风④耳。
此主人⑤不字桃而字柳意也。若夫一堤之外，荇藻交横⑥，竟川含绿，涛云耸忽，烟雨霏微，
拨棹临流，无不率尔休畅矣。
（选自《古代小品文鉴赏辞典》）
【注释】①豳圃：与文中的“寓园”
“丰庄”均为地点名称。②落英缤纷：语出《桃花
源记》
，意在表现桃花纷纷飘落的美丽景象。③桡：与下文的“棹”都指船桨。④彭泽家风：
指像陶渊明归隐后那样的生活风貌。⑤主人：作者自称。⑥荇藻交横：_________。
13.为下列句中划线词选择意思相同的一项。（4 分）

（1）予以为不若数株垂柳（）
A.卿言多务，孰若孤（
《孙权劝学》
）
B.若为佣耕，何富贵也（
《陈涉世家》
）
（2）拨棹临流（）
A.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出师表》
）
B.把酒临风（
《岳阳楼记》
）
解析：这是对一词多义的考查。
答案：
（1）A（2）B
14.文中多处借用前人佳句。参照注释②，完成注释⑥。（3 分）
解析：这是对句子仿写的考查。
答案：示例 1；语出《记承天寺夜游》，意在借交错纵横的水草表现堤外湖水的清澈。
示例 2；语出《记承天寺夜游》
，意在表现堤外水中水草纵横交错，柔美飘逸。
15.结合语境，说文解字，赏析语句，选择正确的理解。（4 分）
（1）微飔偶过，红雨满游人衣裾（）
A.“飔”为形声字，形旁为“风”
，其意为“风”。此句生动写出了风吹雨打，花瓣纷纷飘落，
洒满游人衣襟的情景。
B.“飔”为形声字，音同“思”
。
“飔”读音轻柔，传达出柔和细腻之感。此句生动表现微风
吹拂，红花如雨一般飘落，撒满游人衣襟的情景。
（2）许渔父停桡碧阴，听黄鹂弄舌（）
A.“弄”有“演奏乐器”之义，写出了黄鹂鸣叫如乐音清脆，悦耳动听，惹人喜爱。
B.“弄”有“戏耍”之义，写出了黄鹂在枝头吵吵闹闹，声音嘈杂，让人听了心生厌烦。
解析：诗歌中词语的鉴赏和分析。
答案：
（1）B（2）A
16.作者为什么将种着桃柳的那条路取名“柳陌”？结合全文，加以分析。（4 分）
解析：这是对诗歌鉴赏能力的考查。
答案：在作家看来，桃花“缤纷”不及垂柳“绿影依依”，绿树绿荫还可以让渔夫停舟小憩，
这种景象，颇有“彭泽家风”
，让作者很是自得。如此意境，轻松舒畅。作者取名“柳陌”，
正是想表现自己与陶渊明心灵相通，寄托他闲适括谈的人生志趣。

三、写作（70 分）
17.根据要求完成任务。
（10 分）
班级要制作毕业纪念册，初步选定了两种封面设计（见下图）
。请你选择其一，向同学
们陈述你的理由，让大家支持你的选择。

【封面一】
【封面二】
【要求】①注意说话目的，理由合理；②条理清晰，表达得体；③正确书写汉字，准确
使用标点，规范运用语言；④120 字左右；⑤不得透露个人信息。
解析：这是语言表达运用的考查。
答案：示例 1：选封面一。看，图中四位同学一起扔纸飞机，这代表着我们曾经的记忆，象
征着我们深厚的友谊，主题词“青春不散场”
，道出了我们的心声；无论以后我们“飞”向
哪里，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我们的青春故事，就珍藏在这美好的三年时光里，大家选封面一吧。
示例 2：选封面二。这个封面，有一辆梦想单车，构思非常有创意。我们为了“追逐梦想”
曾经彼此鼓励，共同奋斗；以后我们还会在彼此鼓励中，像鸟儿一样展翅飞翔，追逐新的梦
想。这个封面寓意着我们彼此携手，追梦未来！大家选封面二吧。
18.根据要求作文。
（60 分）
这是全民阅读的时代，这是人人使用微信朋友圈的时代。生活中，常常可见以下情景：
S 想好好读些书。回到家，S 点开了微信朋友圈……
请依据这个情景进行写作。
提示：①你可以用任何一种人称替换 S。②你可以就这个情景链接生活，叙述故事；也
可以根据这个情景展开想象，进行文学创作；还可以针对情景中反映的现象展开论述……
要求：①题目自拟，文体自选。②不少于 600 字。③不得套写、抄袭，不得透露个人信
息。
解析：这是情景作文的考查。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