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九年级中考模拟试题语文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按要求回答问题。（3 分）
世间的一切事物，其运动轨迹都是波浪形的。
山脉的起伏是一条曲线。河流的下跌与上冲是一条曲线。春、夏、秋、冬的气温升降是
一条曲线。月亮的圆缺是一条曲线。鸟儿的飞翔路线是一条曲线。音乐的流动是一条曲线。
股市的涨跌是一条曲线。心律的跳动是一条曲线。人一天心情的好坏，是一条曲线。
一个生命从出生、长大，到全盛阶段，再到衰老、大限来临，是一条曲线。
爱情从初恋，到热恋，到感情走向平稳温和期，或者走向低谷也是一条曲线。
曲线运动的魅力在于，当你处在人生高峰的时候，也许跌势已经在悄悄蕴酿。当你处在
人生低谷的时候，也许升势已经在渐渐展开。要知道，世上没有绝对的直线，世上没有静止
不动的事物。
我的朋友，当你身处困顿时刻，祸不单行，百忧攻心，看不见一丝希望的时候，要明白，
你正处在人生曲线的低点。只要你耐住性子，沉住气，（
）
，人生的曲线必然会悄悄向上
运动，生机会在你实在撑不住了的时候悄然闪现……
1.请在后面的横线上写出划线字“悄”字的读音：____（1 分）
解析：这是对多音字的考查。
答案：qiǎo
2.选段画线的句子中有一个错别字，请找出并改正：____改为____（1 分）
解析：这是对同音字字形的考查。
答案：蕴 酝
3.填入选段括号内的成语，不恰当的一项是（）（1 分）
A.锲而不舍
B.豁然开朗
C.坚持不懈
D.持之以恒
解析：这是对成语运用的考查。
答案：B
4.下面两个句子各有一处语病，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将改正的句子写在原句的下面。（2
分）
（1）在“鸟巢”体育场的设计和建造上，充分体现出人类非凡的智慧。
（2）思想教育能引导青年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
解析：这是对病句辨析和修改的考查。（1）成分残缺；（2）词语搭配不当。
答案：
（1）
“鸟巢”体育场的设计和建造，充分体现出人类非凡的智慧。
（2）思想教育能引
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5.下面各项中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2 分）
A.《愚公移山》选自《列子》
，课文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和坚强毅
力，也说明了要克服困难就必须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奋斗的道理。
B.韩非子，战国时期思想家，法家的代表人物。

C.《格列佛游记》讲述了医生格列佛航海的经历，他经历了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慧骃
等国家，通过一系列见闻来讽刺了当时俄国的种种社会弊端。
D.李逵、武松、鲁智深是三个坚决反对宋江被朝廷招安的人。
解析：此题是对文学常识识记的考查。
答案：C
走近名著。
（4 分）
某中学进行“阅读课外名著”的知识竞赛，假设你是参赛选手，下面是你抽到的题目：
6.题目一：根据下面提示回答问题。
（2 分）
A.他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
B.他们一家人曾经给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带来巨大的麻烦。
C.他的妻子曾经因为儿子的事情将假扇借给孙悟空，差点让孙悟空眼睛失明。
请写出这部小说中“他”的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牛魔王
7.题目二：请说出《巨人三传》是由《贝多芬传》、
《米开朗琪罗传》和另外哪部传记所组成
的？作者是谁？（2 分）
传记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托尔斯泰传 罗曼·罗兰
解析：这是一道考查名著阅读的题型。名著导读着重考查对中外文学名著的了解情况和阅读
状态。因此，解答文学名著题必须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之上，不仅要“博闻强记”，还要有自
己的独到见解。
8.诗文填空。
（12 分）
（1）采菊东篱下，_____________。
（
《饮酒》）
（2）_____________，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3）海日生残夜，_____________。
（
《次北固山下》
）
（4）_____________，风烟望五津。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5）予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_____________。
（《爱莲说》
）
（6）_____________，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
（7）径流之大，_____________，不辩牛马。（
《秋水》）
（8）浊酒一杯家万里，_____________。（
《渔家傲》
）
（9）文天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诗句表现了他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激
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谱写着民族“正气歌”。（
《过零丁洋》
）
（ 10） 龚自珍 在《 己亥杂 诗》 中表达 自己虽 辞官 回家 但仍愿 意为国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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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见南山 （2）安得广厦千万间 （3）江春入旧年 （4）城阙辅三秦 （5）
濯清涟而不妖 （6）先天下之忧而忧 （7）两涘渚崖之间 （8）燕然未勒归无计 （9）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10）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9.对《天净沙·秋思》赏析有误的一项是（）
（2 分）
天静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A.“枯藤老树昏鸦”渲染了一种暗淡凄凉的气氛，暮鸦归巢，使游子动了思乡之情。
B.“小桥流水人家”描写了诗人记忆中的故乡的幽美、恬静的景象，而今身在异乡，越发感
到孤独。
C.“古道西风瘦马”一句描写了伫立于寒风之中诗人孤独、寂寥的形象。由马的“瘦”可以
联想到诗人的疲惫、困乏。
D.“断肠人在天涯”一句直接抒发了诗人的感受，在前几句“景”的渲染下，诗人的思乡之
情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解析：这是对诗歌鉴赏能力的考查。
答案：B
综合探究。
（5 分）
国务院办公厅 1 月 8 日发出“限塑令”，规定从 6 月 1 日起，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
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将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学校就此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请你也参
与这一活动。
10.【活动一：搜集资料】某小组从网上搜索到这样一幅漫画，请你说出这幅漫画运用的表
现手法及主旨。
（2 分）

地球的困惑图/冯印澄新华社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这类题的答题步骤：第一步：审读画面，观察画面的构成要素。审读漫画的过程就是
对漫画中人、景、物等信息点的认知过程，是对画面信息的初步感知阶段。第二步：合理想
象，丰富画面信息。想象补充画面信息主要是借助漫画提供的情境，丰富画面内容，是对画
面信息的深入感知过程。第三步：类比联想，探究画面寓意。类比联想是在审读、想象的基
础上，将画面信息跟现实生活相联系，深入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在类比中明晓漫画寓意的
过程。
答案：这幅漫画运用夸张手法，突出表现“白色污染”对地球的危害。
11.【活动二：开展调查】
“限塑令”生效首日，他们对某超市使用塑料购物袋及无纺布袋销
售情况进行了调查，数据如下，请读表后答题。（3 分）

①调查表反映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 分）

②这个调查结果说明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分）
解析：这是对信息筛选和归纳概括能力的考查。
答案：①“限塑令”执行后，塑料袋使用量大幅下降，无纺布袋销售量上升。②“限塑令”
得到了有效执行。
二、阅读理解（60 分）
（一）阅读下面选文，然后回答问题。（17 分）
【甲】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
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
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
“野语有之曰：
‘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
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
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选自《庄于·秋水》
）
12.解释下列划线字的意思。
（3 分）
①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 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东面而行，不见水端
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这是对文言实词含义理解的考查。
答案：①同“辨”
，分辨。 ②尽头 ③长久
13.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2 分）
“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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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的道理很多，就认为没有谁比得上自己，说的就是我啊。
14.将本段文字划分层次，并归纳层意。（3 分）
解析：这是对内容理解的考查。
答案：第一层：
（开头到“为尽在己”
。
）：写黄河的壮阔以及河伯的欣然自喜；第二层（余下
部分）
：写北海的广阔以及河伯的自叹不如。
阅读下面选文，然后回答问题。
【乙】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①之上。庄子曰：“鲦鱼②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
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
“我非子固不知子
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③，子曰‘当安知鱼乐’云者，
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注释】①濠梁：桥的名称。②鲦（tiáo）：白鱼。③请循其本：还是让我们顺着先前的话
来说。
15.用“//”给下列句子断句。
（3 分）
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
解析：文言断句的题目，首先注意一些常见的标志性的虚词，注意结构的对称，这是基础，
其次注意断句题大多集中在对人称的转换和在句中充当的成分的考核，还要注意一个事件不
要强行断开，不然句子就会支离破碎，相反两个事件句子再短，也要断开。
答案：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

16.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4 分）
①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
②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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鯈鱼从容自得的游动，这是鱼的快乐。②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道鱼的快乐？
17.在这场辩论中，究竟谁是胜利者？为什么？（2 分）
解析：这是对内容理解的考查。
答案：示例：从逻辑上看，惠子是胜利者。庄子是靠曲解惠子的意思，才能在争论中得以维
持自己最初的判断，而这种做法显然是有悖于逻辑判断规则的，所以说是惠子胜利者。但是
从辩论本身看，又是庄子胜利了。
（二）阅读下面选文，然后回答问题。（23 分）
你要一双鞋子给你一双袜子
李丹崖
圣诞节前夕，已经晚上 11 点多了，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稀疏了许多，偶尔还有匆匆忙
忙往家赶的人，穿行在霓虹灯俯视下浓浓的节日氛围里。新的一年又要来了！
“感谢上帝，今天的生意真不错！
”忙碌了一天的史密斯夫妇送走了最后一位来鞋店里
购物的顾客后由衷地感叹道。透过通明的灯火，可以清晰地看到夫妻二人眉宇间那锁不住的
激动与喜悦。
是该打烊的时间了，史密斯夫人开始熟练地做着店内的清扫工作，史密斯先生则走向门
口，准备去搬早晨卸下的门板。他突然在一个盛放着各式鞋子的玻璃橱前停了下来——透过
玻璃，他发现了一双孩子的眼睛。
史密斯先生急忙走过去看个仔细：这是一个捡煤屑的穷小子，约摸八九岁光景，衣衫褴
褛且很单薄，冻得通红的脚上穿着一双极不合适的大鞋子，满是煤灰的鞋子上早已“千疮百
孔”
。他看到史密斯先生走近了自己，目光便从橱子里做工精美的鞋子上移开，盯着这位鞋
店老板，眼睛里饱含着一种莫名的希冀。
史密斯先生俯下身来和蔼地搭讪道：“圣诞快乐，我亲爱的孩子，请问我能帮你什么忙
吗？”
男孩并不做声，眼睛又开始转向橱子里擦拭锃亮的鞋子，好半天才应道：
“我在乞求上
帝赐给我一双合适的鞋子，先生，您能帮我把这个愿望转告给他吗？我会感谢您的！”
正在收拾东西的史密斯夫人这时也走了过来，她先是把这个孩子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
把丈夫拉到一边说：
“这孩子蛮可怜的，还是答应他的要求吧？”史密斯先生却摇了摇头，
不以为然地说：
“不，他需要的不是一双鞋子，亲爱的，请你把橱子里最好的棉袜拿来一双，
然后再端来一盆温水，好吗？”史密斯夫人满脸疑惑地走开了。
史密斯先生很快回到孩子身边，告诉男孩说：“恭喜你，孩子，我已经把你的想法告诉
了上帝，马上就会有答案了。
”孩子的脸上这时开始漾起兴奋的笑窝。
水端来了，史密斯先生搬了张小凳子示意孩子坐下，然后脱去男孩脚上那双布满尘垢的
鞋子，他把男孩冻得发紫的双脚放进温水里，揉搓着，并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真对不
起，你要一双鞋子的要求，上帝没有答应你，他讲，不能给你一双鞋子，而应当给你一双袜
子。
”男孩脸上的笑容突然僵住了，失望的眼神充满不解。
史密斯先生急忙补充说：
“别急，孩子，你听我把话说明白，我们每个人都会对心中的

上帝有所乞求，但是，他不可能给予我们现成的好事，就像在我们生命的果园里，每个人都
追求果实累累，但是上帝只能给我们一粒种子，只有把这粒种子播进土壤里，精心去呵护，
它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到了秋天才能收获丰硕的果实；也就像每个人都追求宝藏，但是上
帝只能给我们一把铁锹或一张藏宝图，要想获得真正的宝藏还需要我们亲自去挖掘。关键是
自己要坚信自己能办到，自信了，前途才会一片光明啊！就拿我来说吧，我在小时候也曾企
求上帝赐予我一家鞋店，可上帝只给了我一套做鞋的工具，但我始终相信拿着这套工具并好
好利用它，就能获得一切。20 多年过去了，我做过擦鞋童、学徒、修鞋匠、皮鞋设计师……
现在，我不仅拥有了这条大街上最豪华的鞋店，而且拥有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幸福的家庭。
孩子，你也是一样，只要你拿着这双袜子去寻找你梦想的鞋子，义无反顾，永不放弃，那么，
肯定有一天，你也会成功的。另外，上帝还让我特别叮嘱你：他给你的东西比任何人都丰厚，
只要你不怕失败，不怕付出！
”
脚洗好了，男孩若有所悟地从史密斯夫妇手中接过“上帝”赐予他的袜子，像是接住了
一份使命，迈出了店门。他向前走了几步，又回头望了望这家鞋店，史密斯夫妇正向他挥手：
“记住上帝的话，孩子！你会成功的，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男孩一边点着头，一边迈着
轻快的步子消失在夜的深处。
一晃 30 多年过去了，又是一个圣诞节，年逾古稀的史密斯夫妇早晨一开门，就收到了
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先生和夫人：
您还记得 30 多年前那个圣诞节前夜，那个捡煤屑的小伙子吗？他当时乞求上帝赐予他
一双鞋子，但是上帝没有给他鞋子，而是别有用心地送了他一番比黄金还贵重的话和一双袜
子。正是这样一双袜子激活了他生命的自信与不屈！这样的帮助比任何同情的施舍都重要，
给人一双袜子，让他自己去寻找梦想的鞋子，这是你们的伟大智慧。衷心地感谢你们，善良
而智慧的先生和夫人，他拿着你们给的袜子已经找到了对他而言最宝贵的鞋子，他当上了美
国的第一位共和党总统。
我就是那个穷小子。
信末的署名是：亚伯拉罕·林肯！
18.用简洁的语言概括选文的故事内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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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讲述了林肯小的时候非常贫穷，在一个圣诞的晚上史密斯夫妇给了他无私的帮助，
让他重新振作起来，积极面对生活最后成为美国总统的故事。
19.阅读全文后，梳理孩子的感情变化（每个横线限填两个字）。
（4 分）
__________——乞求__________——兴奋__________——轻松__________
解析：这是对信息筛选能力的考查。
答案：渴望；胆怯；失望；感激
20.指出下面的两句话中哪一句话更好，并说明理由。
（2 分）
A.史密斯先生急忙补充说：
“别急，孩子，你听我把话说明白。
”
B.史密斯先生补充说：
“别急，孩子，你听我把话说明白。
”
__________好：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这是对句子含义理解的考查。
答案：A 句好，
“急忙”一词形象地写出了史密斯先生怕小男孩误解而受到伤害的迫切心情，
说明史密斯先生是一个教育很得法的人。

21.选文划线的句子运用了哪两种描写方法？有什么作用？（4 分）
解析：这是对句子赏析能力的考查。
答案：外貌描写；神态描写，说明小男孩生活的贫困和对礼物的强烈渴求。
22.选文中“我”为什么要送给孩子一双袜子呢？（2 分）
解析：这是对内容理解的考查。
答案：因为我希望男孩能拿着这双袜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寻找他梦想的鞋子，袜子就像实现
成功的一粒种子，帮助男孩激发了自信，而鞋子则象征成功，而不是不劳而获。
23.阅读选文，你认为史密斯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试举例分析。
（4 分）
解析：此题考查分析故事情节。
答案：善良，有爱心；懂得教育方法，举例略。
24.选文的开头和结尾有什么特点，试分析说明。（4 分）
解析：这是对环境描写作用的考查。
答案：开头介绍故事的背景，交代特定的环境圣诞夜，预示下文送礼物和求礼物的合理性；
结尾的环境仍安排在圣诞夜，用书信交代事情的结局，照应开头，结构完整。
（三）阅读下面选文，然后回答问题。（20 分）
气温变化的利与弊
①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对环境温度升降 1℃，似乎不太关心，但是气象经济学家发
现，气温变化 1℃，不仅事关全球气候变化，还跟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息息相关。
②美国气象学家对全球平均气温变化 1℃的评价是：气温上升 1℃，经济效益也跟着上
升；气温下降 1℃，经济效益也跟着下降。世界平均气温下降 1℃，全球产值就减少 70 亿美
元。
③气温变化 1℃，对农业生产有着更惊人的影响。美国达尔奇教授认为：若全球气温比
20 世纪 70 年代平均气温下降 1℃时，玉米在全球 60%的地区增加收成 2100 万美元；棉花在
全球范围内歉收，损失约 22 亿美元；水稻 65%的地区损失 9.56 亿美元。中国气候学家张家
诚研究论述了若气温升降 1℃，对中国粮食作物的影响：据测试，气温变化 1℃，大体相当
于农作物变化一个熟级。每变化一个熟级，产量变化 10%，意即气温上升或下降 1℃，粮食
产量具有增产或减产 10%的潜力。例如，我国著名商品粮生产基地——东北地区，若当年平
均气温出现了“凉夏”
，则粮食肯定减产 200 亿至 300 亿斤。反之，若出现了“热夏”，则粮
食可多收几百亿斤。
④气温升高 1℃虽然会使农作物增产，经济有所增长，但是气温升高所带来的环境及社
会问题也着实令人担忧。
⑤联合国有关机构最新报告预测，假若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得不到有效的实施，21
世纪全球的平均气温将上升 1.8℃至 4℃。如此下去，人类总有一天会掉进自掘的“热陷阱”
里而不能自拔。
⑥专家预测：到 2030 年，中国海平面可能上升 1 厘米到 16 厘米，黄河三角洲、长江和
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风暴潮的危害也会加重。由于气温上升，导致黄河
和内陆河地区的蒸发量可能增长 15%左右，北方水资源短缺以及南方的旱涝等灾害出现频率
也会增加。
⑦德国刑侦专家也研究发现，每年 3 月犯罪率开始上升，到 7 月至 8 月可达顶峰，9 月
开始下降。统计分析：每次气温升高 1℃，犯罪率上升 15%；气温达到 37℃时，碰到红灯待

停时间长，司机间争吵的概率比气温 32℃时高出 30%以上。
⑧近年来，全球变暖问题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经过共同的努力，一定能够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25.用简洁的语言概括选文的主要内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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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利与弊。
26.选文采用了哪种说明顺序？（2 分）
解析：这是对说明顺序的考查。
答案：逻辑顺序。
27.第②段画“_____”线句子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4 分）
解析：此题是对说明方法及其作用的考查。
答案：作比较、列数字的说明方法。突出、准确地说明了气温上升或下降 1℃对经济效益产
生的影响。
28.第④段在结构上的作用是什么？（2 分）
解析：这是对句子作用的考查。
答案：过渡（承上启下）
29.下面句子出自选文第⑥段，分析其中语是如何体现说明文语言特点的。（3 分）
到 2030 年，中国海平面可能上升 1 厘米到 16 厘米，黄河三角洲、长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
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风暴潮的危害也会加重。
解析：此题考查说明文语言的特点。
答案：
“可能”表估计，推测。说明出现海平面上升 1 厘米到 16 厘米的情况几率大，体现了
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严密性、科学性。
30.气候变暖会给人类带来诸多危害，但选文也介绍了气温升高带来的好处，请你从内容或
写法的角度分析，作者这样安排的用意是什么？（4 分）
解析：这是对说明文内容理解的考查。
答案：内容：为了更全面、客观地说明气候变化带来的利弊。写法：把气温升高的利与弊进
行对比，更加突出地说明了气温升高的弊大于利。
31.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过渡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请你提出两条应对全球变暖的措施？（2
分）
解析：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
答案：措施：减排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建人工湖，植树造林，开发新能源，控制人口增长
等。
三、写作能力（60 分）
32.在下两道作文题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文。
文题一：把题目补充完整后作文。题目：因为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这是对半命题作文的考查。
答案：略。

文题二：逐渐成长的你，应告别懵懂的昨天，对生活多一份理性的思考，例如：为人的方式、
快乐的方式、欣赏的方式、沟通的方式、思维的方式、方式的转变等等。选择适当的方式会
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成就精彩人生。请以“方式”为话题，写一篇作文，题目自拟。
要求：
1.文体不限。600——800 字左右。
2.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等。
3.书写优美，字迹工整，卷面整洁。
解析：这是对话题作文的考查。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