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湖北省鄂州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积累与运用（共 25 分）
1.下列各组词语的字形及加点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瞬
簇
勾
物竟
．间（xùn）
．新（cù）
．当（gòu）
．天择（jìng）
B.诘
文彩
晨曦
怏
．责（jié）
．（cǎi）
．（xī）
．怏不乐（yāng）
C.殷
．红（yān）
D.屏嶂
．（zhàng）

狼藉
．（jí）
瘠
．薄（jí）

枯涸
．（hé）
倒坍
．（tān）

即物起兴
．（xìng）
锲
．而不舍（qì）

解析：此题考查对字音的理解识记能力。A.“瞬间”应读作“shùn jiān”，“物竟天择”应
为“物竞天择”；B.“怏怏不乐”应读作“yàng yàng bù lè”； D.“屏嶂”应为“屏障”，
“锲而不舍”应读作“qiè ér bù shě”
。
答案：C
2.下列各句中，加点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语文课上，王老师将《智取生辰纲》里面的故事讲得惟妙惟肖
．．．．，同学们都沉浸在其中。
B.六月的洋澜湖畔，花红柳绿，碧波荡漾，人们在这里或漫步，或跳舞，或垂钓，怡然自得
．．．．，
其乐融融。
C.桂林的山有的像雄狮，有的像大象，有的像猛虎，山形奇特，真是巧夺天工
．．．．。
D.关于如何举办好今年端午节赛龙舟活动，刚才大家都提了很好的建议，最后我来谈几点想
法，就算抛砖引玉
．．．．吧！
解析：本题考查成语的使用。A.使用不当，惟妙惟肖：描写或模仿的非常逼真。句中指的是
故事，用该成语使用不当。B.使用正确，怡然自得：怡然：安适愉快的样子。形容高兴而满
足的样子。C.使用不当，巧夺天工：夺：胜过。人工的精巧胜过天然。形容技艺十分巧妙。
桂林的山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作品，所以使用该成语不恰当。D.使用不当，抛砖引玉：抛出砖
去，引回玉来.比喻用自己不成熟的意见或作品引出别人更好的意见或好作品.句中我的想法
是在最后讲的，所以该成语使用不当。
答案：B
3.下列各项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通过“一师一优课”活动的开展，使我市教师的教学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B.2016 年鄂州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的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在广大人民
群众的热情参与下，已经阶段性取得了成果。
C.为了防止溺水事件不再发生，学校规定夏季午休时间学生必须进教室午睡。
D.高速公路上的团雾，往往与重特大交通事故相伴发生，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解析：本题考查病句辨析及修改。A.成分残缺，缺少主语应该把“通过”或“使”去掉；B.
语序不当，应该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C.否定不当，“防止”和“不再”表示肯定语义，
所以应该去掉“不再”。
答案：D
4.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近半年来，梅葆玖、陈忠实、杨绛…………等大师的离去，无不使我们每个人心中充满了
悲痛之情。

B.“都到齐了吗？同学们。
”老师说，
“到齐了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
C.“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岳飞的这句诗词激励着我们青少年学生珍惜时光，努
力学习，发奋有为。
D.十三、四岁的胡适沿着崎岖艰险的小路走进上海，飘到美国，回到北京，他博览群书，学
贯中西，成为国人敬仰的国学大师。
解析：此题考查标点符号的种类，掌握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作用及书写位置，着重掌握冒
号、分号、破折号、引号、问号的用法及标号与点号的连用；能给现代文、文言文加标点；
对错、漏标点能加以改正或补出，做到书写规范，使用正确。A.应该去掉省略号；B.项都到
齐了吗后面应该用逗号，同学们后面用问号；D.十三四岁是估计，中间不能用顿号。
答案：C
5.下列有关文学常识和名著阅读的表述，有错误的一项是（
）
A.《乡愁》
《故乡》
《春》
《威尼斯商人》四篇课文，从文学体裁上来分类，依次属于诗歌、
小说、散文、戏剧。
B.20 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写作的《名人传》，叙述了贝多芬、米
开朗琪罗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充满苦难和坎坷的一生，赞美了他们的高尚品格和顽强奋斗的
精神。
C.我国戏曲剧中人物由生、旦、净、丑等不同行当来充任.我国古代的年龄也有特定的称谓：
总角和垂髫代指童年，及笄指女子十五岁，弱冠指男子二十岁。
D.吴敬梓笔下的范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作为读书人，虽然他们最终的命运不同，但这两
个人物形象都能反映出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
解析：本题考查文学常识，解答时需要认真阅读题干，回顾所学完成选择。B.《名人传》叙
述了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的坎坷一生。
答案：B
6.将下列句子组成语段，顺序排列正确的一项是（
）
①这些关于算盘计算功能之外的引申，把算盘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历史文化之中。
②在北京东岳庙的瞻岱门内两侧各挂着一副大算盘，左右批有“毫厘不爽，乘除分明”，以
示赏善罚恶，公正严明。
③在民间，常会听到“金算盘”
“铁算盘”之类的比喻，形容的也多是“算进不算出”的精
明。
④自古以来，算盘都是用来算账的，因此也被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
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
⑤比如，它被当作象征富贵的吉祥物，为人们所推崇。
⑥除了与钱财相关的象征意义以外，算盘也常被用来象征出入平衡，分毫不差。
A.④⑤③⑥②①
B.④①⑤③⑥②
C.③②①⑥④⑤
D.③⑥④②⑤①
解析：该题主要考查同学们的句子排序能力。通读语段，可以看出讲的是算盘除记算功能以
外的引申意义及中国历史文化之中的影响.就可判定④为总起句，应放在首位；也可排除 CD；
比较①②，可看出①是总结性的句子，应放在最后，排除 B；故选 A。
答案：A

7.（6 分）
（2016•鄂州）根据提示，用作品原句填空。
（1）子曰：
“三军可夺帅也，______________。
”（
《＜论语＞十二章》）
（2）______________，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滁州西涧》
）
（3）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诗经＞两首》）
（4）______________，欲语泪先流。
（李清照《武陵春》）
（5）古代仁人志士都有超越个人忧乐的博大襟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担当，范仲淹《岳
阳楼记》中的名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就体现了这种襟怀和担当。
（6）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笔力千钧，描绘洞庭湖壮观景象的句子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为连续性默写和情境默写的综合，答题时注意题目提供的前后句即可。书写时注
意字迹清楚，不要出现多字、少字、错别字的情况。
答案：
（1）匹夫不可夺志也 （2）春潮带雨晚来急（3）寤寐求之（4）物是人非事事休（5）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8.（7 分）
（2016•鄂州）综合性学习。
在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为了进一步激发同学们的阅读热情，学校准备
开展以“我爱读书，营造书香校园”为主题的活动。请你根据要求，完成下列任务。
（1）请你为学校的这次主题活动设计几种活动形式。
活动形式一：举办“我与名著之间的故事”交流会（示例）
活动形式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动形式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同学们设计活动的能力。所设计的活动一定要围绕主题，有可操作性。可以
举行读书报告会，也可以举行征文比赛。
答案：示例：举行读书报告会；举行“我爱读书”征文比赛；办一期介绍名著的黑板报等
（2）如表是某同学搜集到的本校学生阅读的情况，请根据相关数据，用简洁的语言写出你
的发现。
某中学学生阅读情况调查表

解析：本题考查同学们提取信息的能力。作答时，认真观察表格，根据表格的题目，表中的
文字和汉字，即可作答。

答案：示例：这所中学喜欢阅读的学生人数逐年增长（或不喜欢阅读的学生越来越少）；喜
欢网络阅读的学生人数增长最快（喜欢阅读纸质书籍的学生人数增长缓慢）
。
（3）现在的中学生，更喜欢方便快捷的网络阅读，较少能沉浸书中，去领悟文字的魅力。
如果你的好朋友小明平时也只喜欢在手机、电脑上阅读，很少阅读纸质书籍，你将如何劝说
他更多地阅读纸质书籍呢？
解析：本题考查同学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作答时，一定要观点明确，说理有力，理由充分，
语言通顺，据此可作答。
答案：示例：小明，在手机、电脑上阅读虽然更快捷、更方便，但长期采用这种阅读方式会
使我们的心态浮躁，对我们的眼睛伤害也很大.阅读纸质书籍，能使我们沉浸于优美的文字
之中，放飞想象，陶冶情操.我们何不更多地阅读纸质书籍呢？
二、阅读（共 45 分）
（5 分）
（2016•鄂州）阅读下面的诗词，完成下列各题。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辛弃疾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9.“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一句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什么表达效果？
解析：本题考查诗歌中修辞手法的运用，作答时要结合诗句理解。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
雳弦惊”的意思是：战马像的卢马一样跑得飞快，弓箭像惊雷一样，震耳离弦此处采用比喻
的修辞手法，将战马比喻成的卢马，将弓箭比喻成惊雷，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战场上的惊险与
激烈。
答案：比喻，形象生动地描写出惊险激烈的战斗场面。
10.请结合词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来解析这首词表达了作
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解析：本题考查句意理解、赏析，解答时明确诗句的意思，理解诗歌的意境及作者的情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的意思是：
（我）一心想替君主完成收
复国家失地的大业，取得世代相传的美名。可怜已成了白发人！诗人这一生要为抗金复国建
立功业，这表现了作者奋发有为的积极思想。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反映了作者的理想与
现实的矛盾。
答案；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两句表现了词人想要收复国土、建功立业的
雄心壮志；
“可怜白发生”一句表现了词人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阅读下面两篇短文，完成下列各题。
（14 分）
甲：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
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
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
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
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乙：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①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
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②。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③；其旁，出堡坞④，
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
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⑤，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⑥，而列是夷狄
⑦，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⑧，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
慰夫贤而辱于此者。
”或曰：
“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⑨。”是二
者，余未信之。
注释：①黄茅岭：在湖南零陵县城西面。②垠：边界，尽头。③睥睨（pìnì）
：即“埤
堄”
，城上有孔的矮墙。梁欐（lì）
：屋的正梁。④堡坞（bǎowù）
：村落外边，土筑的小城堡，
用以守卫。⑤箭：小竹子.⑥中州：中原，指现在的黄河中下游一带。⑦夷狄：古代汉族统
治阶级对中原以外少数民族的侮辱性称呼，这里指偏远地区。⑧伎：同“技”
，即技巧，指
小石城山的奇景。⑨楚之南：湖南一带是古代楚国的南部。
11.请用“/”给文中划线的句子断句（限断两处）
。
其 气 之 灵 不 为 伟 人 而 独 为 是 物 故 楚 之 南 少 人 而 多 石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断句的能力。
“故”表示总结上文，放在句首，其前断句；
“其 气 之 灵”
单独成句，突出主语，其后断句，句子断句为：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
人而多石。句子翻译为：这地方山川钟灵之气，不孕育伟人，而唯独凝聚成这奇山胜景，所
以楚地的南部少出人才而多产奇峰怪石。
答案：其 气 之 灵/不 为 伟 人 而 独 为 是 物/故 楚 之 南 少 人 而 多 石
12.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
①其岸势犬牙
．．差互
②以其境过清
．，不可久居
③益
．奇而坚
④或
“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
”
．曰：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能力。①两岸的地势像狗的牙齿那样相互交错。犬牙：像
狗牙那样。②因为这里的环境太凄清，不可长久停留。清：凄清。③更显得形状奇特质地坚
硬。益：更加。④有人说：
“造物者之所以这样安排是用这佳胜景色来安慰那些被贬逐在此
地的贤人的。
”或：有的人。
答案：①像狗牙那样 ②凄清 ③更加 ④有的人
13.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①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
②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理解并翻译句子的能力。①可，大约、许，用在数词后表示约数，相当
于同样用法的“来”
。句子翻译为：小石潭中的鱼大约有一百来条，都好像在空中游动，什
么依靠也没有。②自：从；径：一直；逾：越过.句子翻译为：从西山路口一直往北（走），
越过黄茅岭下来。
答案：①小石潭中的鱼大约有一百来条，都好像在空中游动，什么依靠也没有。
②从西山路口一直往北（走）
，越过黄茅岭下来。
14.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投以
先帝不以
．小石
．臣卑鄙
B.是固劳而
．无用

潭西南而
．望

C.吾疑造物者之
．有无久矣
D.是
．二者，余未信之

环而攻之
．而不胜
是
．日更定矣

解析：本题考查一词多义。A.把一块小石子丢进去.以：介词，用，把/先帝不因为我身份低
微，目光短浅.以：因为。B.这简直是白耗力气而毫无用处。而：表转折/向小石潭的西南方
望去。而：表修饰。C.我怀疑造物者的有无已很久了。之：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四
面包围起来攻打它，却不能取胜。之：代词，它。D.这二种说法，我都不信。是：这/这一
天晚上八点左右。是：这。
答案：D
15.这两篇短文都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被贬到湖南永州而写的作品，在《小石潭记》中，作
者借小石潭周围清幽冷寂的氛围，表达了_______的感情；在《小石城山记》中，作者借小
石城山景色奇秀却在荒远之地，抒发了自己_______的不平之气。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作者情感的能力。根据题目中的信息及“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
邃”
，可以看出作者的凄苦孤寂之情；第二空注意题目中的语境“小石城山景色奇秀却在荒
远之地”
，景色美却无人欣赏，再注意题目中“借”，因而这里就可以概括为：抒发了自己有
才能却无法施展的不平之气。
答案：凄苦孤寂；有才能却无法施展

（2016•鄂州）阅读下面短文，完成下列各题。
（11 分）
假如人生没有磨难
贺铭华
①到过农村的人常发现这样一种农事现象：农民们对刚出土的青苗要进行碾压。开始人
们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认为对柔嫩的幼苗采取如此高压手段，似乎近于残酷。后来有经验的
老农告诉我们，碾压青苗恰恰是为了能让青苗长得更好！刚出土的青苗头重根浅，耐不住风
吹雨打，必须施以重压才能扎稳根须，夯实基础。根扎得稳，苗才长得壮。
②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生下来就掉进福堆里，左拥右抱，百般呵护，不经受种种
磨砺，不遭受些许苦难，这种环境能培养出栋梁之材吗？显然不能！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
以这样说：磨难是人生最好的礼物！
③假如人生没有磨难，人类就不会进化，社会也不会向前发展.人类长期生活在一顺百
顺、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那么既淘汰不了劣者，也筛选不出强者。假如当初就如此，人体的
各种功能必将全面退化，最后可能倒退回原始状态.真的那样，人类也许现在还同猿猴们称
兄道弟，与野兽们同林为伍！
④假如人生没有磨难，人类就可能会成为愚不可及的白痴蠢蛋。富贵温柔真如同一把无
形利剑，它削去了人的铮铮铁骨、坚强意志、奋斗精神和冲天豪气，将猛虎变为猫咪，将雄
狮变为绵羊，将雄鹰变为麻雀，将龙种变为跳蚤……古语说：
“富贵不过三代”，又说“从来
纨绔少伟男”
。清代八旗子弟的历史悲剧就是明鉴。
⑤假如人生没有磨难，人类就会丧失很多优秀品质.胆识、进取、意志和坚韧等一串串
闪光的字眼便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甚至可能会从字典中删除，黯然“下岗”。然而，现实中，
正是这些千古不朽的社会理念在支撑着人生的框架，在构建着人生的坐标，在书写着人生的
底蕴，在指引着人生的航向……
⑥所以，假如人生没有磨难，其本身就是一种灾难。
⑦磨难乃人类的良师。它令人振作，催人奋进，教人警醒，激人超越。正是磨难本身使
人产生了对于环境的种种“适应性”
，诱发了人的种种潜智潜能.环境需要听力，人便提高了
耳朵的听觉功能；环境需要视力，人便提高了眼睛的视觉功能；环境需要思维，人便促使大

脑日益聪睿精进。
⑧磨难实乃人类文明成果的孵化器、催生剂和奠基石.关于磨难，司马迁曾深有感慨地
说：
“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
语》
。
”此真乃千古良言，历久弥珍！我们甚至还可以将司马迁的名句续写下来：太史公受辱
而作《史记》
，杜甫流落乃成《三吏》
《三别》，吴敬梓落第方有《儒林外史》，曹雪芹困顿而
著《红楼梦》
。中国历史上这些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无一不是因作者饱受磨难而成。假如
当初这些文化先贤没有遭受如此磨难，恐怕人类就不会有这些文化精品出现了！
⑨有人说过，人的脸型就是一个“苦”字，天生就该受尽各种苦难。此言似乎不谬。想
想人的一生，在自己的哭声中临世，在亲人的哭声中辞世，中间百十年的生涯，无时无刻不
在与艰难、困苦、疾病、灾祸打交道.然而正是由于人类历尽磨难而甘之如饴，才将我们的
生命演绎得如此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如诗如画，如梦如歌……
⑩因此，我们对于人生中的各种磨难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知道“阳光总在风雨后”
“吹尽黄沙始见金”
。我们向磨难要勇气，要智慧，要韧性，要成功！只要是人生中不可摆
脱的磨难，尽管来吧！早些来吧！我们昂首挺胸地站立着！绝不胆怯！绝不屈服！
（选自《时文选粹》第九辑）
16.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分析概括议论文的主要观点。中心论点是作者发表主要的集中的观
点。中心论点通常在标题或文首或文尾的位置，联系全文找到作者概括性（提领或总结）的
表达主要观点的“议论句”
，即是论点，首先看标题，再看文首文尾。本文开头用农事现象
谈到人生，引出中心论点“磨难是人生最好的礼物”
。
答案：磨难是人生最好的礼物！
17.请按照“提出问题——解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用“‖”将文章划分为三个部
分。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议论文的结构，这篇议论文首先用用农事现象谈到人生，引出中心论点
“磨难是人生最好的礼物”
，接着具体阐述了假如人生没有磨难的危害，然后阐述了磨难带
给人的好处，最后总结全文，深化论点。所以结构是：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答案：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18.第①段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语段的作用，需要从内容和结构方面进行解析，内容上就是记叙或
议论了什么，结构上的作用取决于位置，本段在文章开头，所以往往是引出中心论点的作用，
因为这段讲述的是农事现象，所以还可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答案：引出论点；是对论点的一个有力证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19.文章第④段中画横线的句子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辨析论证方法及其作用。解答此类题需要正确辨别论证方法，然后
根据各种论证方法的答题格式，具体解析，进行解答。因为划线句把“富贵温柔”比作“一
把无形利剑”
，所以是比喻论证，然后结合句子具体内容利用比喻论证作用答题模式解答即
可。
答案：比喻论证；把“富贵温柔”比作“一把无形利剑”，形象生动地论述了富贵温柔对人
的危害，从反面有力地证明了论点。
20.第⑧段说“磨难实乃人类文明成果的孵化器、催生剂和奠基石”
，请你举一个事例加以论
证。
（不能以文中出现的人物举例）
解析：本题是开放性试题，考查了同学们平时积累的能力，按照要求，找出能够体现磨难促
进了人的成功的事例，用“人+事”的模式解答即可。

答案：示例一：举世闻名的贝多芬 35 岁时双耳完全失聪，但他能战胜人生中的磨难，最终
完成了《命运》
《英雄》
《月光曲》等世界著名的音乐作品。
示例二：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磨难中留下了旷世巨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阅读下面短文，完成下列各题。 （15 分）
对一只蝴蝶的关怀
李汉荣
①初夏的一个上午，我去河边散步，看见河湾的岸边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神情紧张专注，
好像在讨论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轻轻走近他们，才看见他们正在营救一只在水面上盘旋挣扎
着的花蝴蝶。那蝴蝶也许翅膀受伤了，跌入水中又使翅膀过于沉重而无法飞行。小男孩将一
枝柳条伸向水面，但柳条太短，小女孩又折了一枝柳条，解下自己的红头绳将两根柳条接起
来，终于够着那只蝴蝶了，然而它仍然不配合，不知道赶快爬上这小小“生命线”。小女孩
急忙摘下头上的蝴蝶形发卡，系在柳条的一端，让小男孩投向水面的蝴蝶附近，示意它：这
是你的同伴来搭救你了，你不认识我们，你总该认识你的同伴吧。果然，那弱小的蝴蝶扇动
几下翅膀，缓缓地挨近这一只“蝴蝶”，缓缓地爬上这只“蝴蝶”结实的翅膀，小男孩慢慢
地将柳条移向岸边，蝴蝶终于上岸了，两个孩子快乐得又说又笑起来。
②我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然而，两个孩子又商量起了这只蝴蝶今后的生活。他们小心
地把蝴蝶放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正开放着的一丛野蔷薇花上，让它一边晒太阳，一边汲取花蜜。
但是，他们仍觉得这种安排不到家，他们担心贪嘴的鸟啄食了这需要安静疗养的可怜蝴蝶，
就采了几片树叶搭起一个简易的绿色“避难所”，将蝴蝶护在里面。他们相信，待它安静休
息一些时候，伤口愈合，体力恢复，它就能重新飞舞在春天的原野上。
③今天上午我本来是不准备出门的，想待在家里读书或写作。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还是出
门了。多亏我走出了门，在书本之外，我读到了春天最纯洁、最生动的情节。在我小小的文
字之外、在生硬的键盘之外，两个孩子和那只蝴蝶、那片水湾，组合成真正满含温情和诗意
的意象.在我的思路之外，孩子们的思路才真正通向春天深处，通向万物深处，通向心灵深
处.
④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了许多。首先我觉得我的善心比孩子们淡漠得多也少得多，或许
我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利益、脸面、尊严，而对其他生命和生灵的生存处境及他（它）
们所受到的伤害，并不是太关心，即使关心，也不是感同身受和倾力相助，即使关心了，也
并非完全不求回报。总之，我觉得，仅就善良、纯洁这些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而言，我们不
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日俱减。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人性中的“水土流失”也会
逐渐加剧，而流失的，恰恰是善良、纯洁这些人性的好水土，内心的河流渐渐变得混浊，泥
沙俱下。细想来，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人性的好水土流失了，纯真情怀少了，实用理性多
了，率真少了，算计多了，在这一多一少的增减过程里，人们的情感和心灵，就渐渐出现轻
度或重度的“荒漠化”了。由这样荒漠化的人组成的人群和社会，岂不是大沙漠
．．．？那时不时
呼啸着扑面而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的，莫不是人性和人心的沙尘暴
．．．？
⑤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们是这个早晨的天使。他们对一只蝴蝶的同情、对事物的爱，
是真正出自善良的天性和纯洁的内心。除了爱，他们没有别的动机，爱在爱中满足了。不求
回报的爱，才是大爱、真爱。不求回报的爱，也许才会获得事物本身乃至整个大自然更丰厚
的回报。
（选自《读者》2016 年第 3 期，有删改）
21.文章中小男孩和小女孩对一只蝴蝶的关怀体现在三件事上，请用简洁的语言进行概括。
①______→②______→③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概括文章内容的能力。文章第一段中记叙小男孩、小女孩用柳条营救花蝴蝶；

第二段前半部分记叙孩子们帮助蝴蝶晒太阳、汲取花蜜；后半部分记叙孩子们搭建“避难所”
保护蝴蝶。
答案：①用柳条营救花蝴蝶；②帮助蝴蝶晒太阳、汲取花蜜；③搭建“避难所”保护蝴蝶。
22.文章第①段中画横线的句子运用了哪些描写方法？有什么作用？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文章刻画人物方法及作用的能力。这一段话运用了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
表现了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机智、善良、纯真。
答案：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作用：表现了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机智、善良、纯真。
23.文章第④段主要运用了什么表达方式？有什么作用？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文章表达方式及其作用的能力。表达方式分为记叙、议论、说明、描写
和抒情五种.第四段是作者的思考，属于议论；通过作者的思考，赞美了小男孩和小女孩的
善良与纯真，揭露了美好的人性日益流失的社会现状，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答案：议论；作用：赞美了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善良与纯真，揭露了美好的人性日益流失的社
会现状，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24.文章第④段结尾处加点的两个词语“大沙漠”
“沙尘暴”的含义各是什么？请列举一个日
常生活中体现“人性和人心的沙尘暴”的事例。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文中词语含义的能力。根据句子词语所在的语境“人们的情感和心灵，
就渐渐出现轻度或重度的“荒漠化”了。由这样荒漠化的人组成的人群和社会，岂不是大沙
漠？那时不时呼啸着扑面而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的，莫不是人性和人心的沙尘暴？”可
知“大沙漠”指的是丧失美好人性，自私、冷漠的人群和社会；“沙尘暴”指的是人们丧失
美好人性，自私、冷漠的行为。
答案：
“大沙漠”指的是 丧失美好人性，自私、冷漠的人群和社会；“沙尘暴”指的是人们
丧失美好人性，自私、冷漠的行为。
事例：如，公交车上没有人给老人、孕妇让座；老人摔倒在地无人搀扶……
25.读了这篇文章后，小男孩和小女孩对一只蝴蝶的关怀，以及这件事带给作者的深思等内
容，给了你怎样的启示？
解析：本题考查归纳文章主旨的能力。本文记叙了小男孩和小女孩对一只蝴蝶的关怀以及“我”
由此受到的启发，告诉我们要关爱弱小的生命，爱护生存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与人
相处的过程中，多一点关爱，少一点淡漠，多一点善良，少一点算计。
答案：示例：关爱弱小的生命，爱护生存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
多一点关爱，少一点淡漠，多一点善良，少一点算计。
三、写作（50 分）
26.请以“那一幕，让我”为题目，写一篇作文。
提示：横线上可以填“难以忘怀”
“懊悔不已”
“难过”“感动”等词语。
要求：
①先将题目补充完整；
②文体自选；
③不少于 600 字；
④文中不得出现可能泄漏考生信息的地名、校名、人名等。
解析：这是一篇半命题作文，本作文题目是“那一幕，让我”，写作时应采用第一人称，题
目难度不大。本作文题目是“那一幕，让我”
，在写作时要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那一幕”
，
这应该写一个给“我”留下较大震撼的场面；一是“我”，就是我的所思所为，写作文时，
这两方面的内容都要有所兼顾。
答案：范文：

那一幕，让我感动
那一幕，印在了脑海中，让我感动，令我刻骨铭心。
时光之轮飞速转动，我仿佛又回到了中考前的那个下午。
“唉，烦死了！怎么这么多题，一道都不会，好难呀，气死我了，不写了。
”我趴在窗
子边的桌子上，发出我的第 N+1 次叹息。百无聊赖的我，坐在窗边，看着外面阴沉的天，
就像是我此时的心情一样压抑，好像随时都要爆发。突然，我的眼被屋檐下的一个正在移动
的小东西吸引。
乌黑的身子，小小的贼贼的圆眼睛，六支细细的手臂，还带着许多细毛——哈，是一只
小蜘蛛，而且还是一只很丑丑的蜘蛛。我对它一点好感都没有。他正在自己吐的丝上织八卦
图呢，就像个滑稽的小丑在表演杂技。不一会儿，一个亮晶晶的网就织好了。看着这幅八卦
图，我起了搞恶作剧的心思。找来一根竹竿，轻轻地把小蜘蛛的网给捣破了。看着他落荒而
逃地样子，我没心没肺地哈哈大笑。
又过了半小时，我看到它又探头探脑地乱瞅，没看到我的身影时，快速从藏身的小缝里
溜出来。看着他他做贼似的样子，我不禁有些好笑。心想，编吧，编吧，反正还是要被我破
坏。就在我正要拿竹竿时，
“轰隆”一声，倾盆大雨浇了下来，我只好作罢。看着蜘蛛网在
雨中被砸破，我的心中竟升起一种惆怅之感，有些同情那只蜘蛛了。我感到它就像我一样倒
霉，总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击。我琢磨着，这次它应该收工了吧。让我没想到的是，雨停后不
久，我又看到了一幅极美的画面：在雨后蔚蓝的天空背景下，小蜘蛛在辛勤地工作着，一根
一根织出最美的图案，那是它用自己的坚韧谱出的动人乐章，用生命的不屈奏出的美妙音符，
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忘情地织着、舞着、唱着，格外用心。我的心被莫名的触动了。
一根根透亮莹润的蛛丝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迷人。樟树叶滴下的一颗雨珠调皮地落在蜘
蛛网上，被串成了一小串，仿佛是樟树赞扬小蜘蛛的精神而奖励给他的珍珠链儿，有种让人
心醉的美。灿烂的阳光照在“珍珠”上，晃花了我的眼。望着一旁欣赏“珍珠”的小蜘蛛，
我的心弦又被狠狠触动了一下，有种莫名的感动萦绕在心间。想起他那努力的样子和面对困
难不服输的精神，我的心中感慨万千。一只小蜘蛛都能做到不放弃，我又怎么能轻言放弃呢！
我那不服输的倔强个性终于被激发出来了。
打开窗子身外看，深吸一口雨后清新的空气，然后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彩虹！
那一幕让我感动，让我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