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河南省中考真题语文
一、积累与运用（共 28 分）
1.下列词语中划线的字，每对读音都不同的一项是（ ）
（2 分）
A.狼藉／慰藉
伺候／伺机而动
日薄西山／薄利多销
B.悖论／蓬勃
催眠 ／摧枯拉朽 巍然屹立／迄今为止
C.包扎／扎实
巷道／街头巷尾
哄堂大笑／一哄而起
D.咳嗽／洗漱
晦涩／诲人不倦
负隅顽抗／无独有偶
解析：C 项划线字的读音分别是：zā／zhā；hàng／xiàng；hōng／hòng。
答案：C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2 分）
A.枢纽
荧光屏
人才辈出
通情达礼
B.决窍
狙击手
一筹莫展
矢志不渝
C.懈怠
流水账
相辅相承
粗制滥造
D.庇护
挖墙脚
仗义执言
变本加厉
解析：A“礼”为“理”；B“决”为“诀”
；C“承”为“成”。
答案：D
3.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2 分）
在中国人眼里，人生有四件大事——衣、食、住、行 。把衣放在首位，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①古人常言“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②而它的起点“修身”当然不能缺少对身体的包装行为
③即必须首先从外表上塑造出具有儒家风范的形象
④因为在礼仪之邦，衣是脸面、包装，是身份的体现
⑤这是士人儒生的人生信念与行为准则
A.①②⑤④③
B.③⑤④①②
C.④①⑤②③
D.④①③②⑤
解析：解答此类题，首先要阅读各个句子，准确判断它们共同表达的中心意思，再分析各句
之间的关系，有时也可利用总写分写的写作顺序以及句式特点，注意其中的关联词、次序语、
衔接语。本题根据衣、食、住、行来排列句子即可。
答案：C
4.古诗文默写。
（8 分）
（1）________________，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
（2）峰回路转，________________，醉翁亭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3）李商隐在《夜雨寄北》中想象与友人团聚，秉烛夜谈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
（ 4 ） 风 雅 是 一 种 生 活 情 调 ， 也 是 一 种 精 神 追 求 。 陶 渊 明 的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
《饮酒》
）
，一束花，一抹山，这种随意自然是风雅；李白的“举杯邀
明月，对影成三人”
，一杯酒，一轮月，这种潇洒浪漫是风雅；刘禹锡的“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陋室铭》
）
，一架琴，一卷经，这种恬静淡泊也是风雅。
解析：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
答案：
（1）长风破浪会有时 （2）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 （3）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
夜雨时 （4）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可以）调素琴 阅金经
5.名著阅读。
（4 分）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丰满的，优缺点并存。请从下面人物中任选一个，结合作
品中的具体情节，分析他的优点和缺点。
①猪八戒（
《西游记》
）
②武松（
《水浒》）
③米开朗琪罗（《名人传》）
解析：注意本题的要求，一是要结合“具体情节”，二是要“分析他的优点和缺点”，所以解
答本题要简述所选人物的故事情节，然后概括他们的“优点和缺点”。
答案：①“猪八戒”示例：优点是能随机应变。孙悟空赌 气不跟他回去救师父，他揣摩孙
悟空的心理，编出黄袍怪侮辱孙悟空的话，成功激怒孙悟空去救师父。缺点是他好吃懒做。
途经五庄观，听说有人参果，马上挑唆孙悟空去偷；途经平顶山，孙悟空派他去巡山，他却
钻到草丛里睡大觉。②“武松”示例：既有行侠仗义的优点，又有粗暴蛮横的缺点。他夜走
蜈蚣岭，见道人霸占民女，便拔刀杀了道人，救下民女；他从蜈蚣岭下来，到了酒店，想喝
酒吃肉，店家说是别的酒客的，不卖给他，他大怒，暴打店家。③“米开朗琪罗”示例：优
点是敢于挑战，意志坚强。教皇让他为教堂画天顶画，对壁画技术一窍不通的他毅然接受挑
战，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史诗般的西斯廷作品。缺点是不善合作。受命建造圣罗朗
察教堂，他不善与人合作，导致工人罢工，连运石料的船也找不到，工程被迫搁浅。
6.请给下面的新闻材料拟写标题，并简述理由。（3 分）
××网 2016 年 4 月 22 日讯 4 月 24 日是首个中国航天日。为迎接首个航天日，航天专
家在国家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作专题报告，总结了中国载人航天、火箭发射、深空探测等方面
的航天成就，强调了中国进入太空的能力目前已经达到航天大国的水平，并指出“十二五”
期间，中国每年的航天发射数量稳居世界前三，尤其值得所有中国人自豪的是，近 20 年中
国长征火箭的发 射成功率居全球之最。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运用能力。
答案：示例一：首个中国航天日前夕，专家总结中国航天辉煌成就
因为它点明了时间的
特殊性，从整体上概括了新闻的核心内容。示例二：近 20 年中国长征火箭发射成功率居全
球之最
因为它突出了中国航天的这一成就，激发中国人的自豪感，给人印象深刻，有吸
引力。
7.根据要求，回答下面问题。
（共 7 分）
据调查，近两年来，中学生对数字化阅读的兴趣明显提高。数字化阅读是一种阅读方式，与
传统纸质媒介阅读不同，它是借助网络、手机、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等数字媒介进行的。
（1）用简洁的语言从下面两个图表中，归纳出三条主要信息。
（3 分）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答案：①我国国民数字化阅读使用率逐年增长。②数字媒介阅读时长超过纸质媒介
阅读
时长。③手机阅读时长增长最快。
（2）结合下面材料的内容，写一段话来表达你对数字化阅读的思考。要求：①观点明确，
理由充分。②采用总分的结构方式。③不少于 50 字。（4 分）
某校八年级的李明同学最近喜欢上了数字化阅读，他常用课余的零碎时间来浏览新闻，
了解科技知识，偶尔也读读名著，看看喜欢的微博，常与同学交流阅读心得，很受大家欢迎。
赵亮同学最近也喜欢上了数字化阅读，他热衷明星八卦，沉迷网络小说，对繁杂的信息不加
分辨地接受，现在上课总走神，也不爱跟同学交流了。
解析：联系上一题解答的，结合所示材料内容，分析“数字化阅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说明解决的办法。
答案：示例一：数字化阅读有利也有弊。它有利于人们方便快捷地获取大量信息，开阔视野，
满足兴趣爱好。但它信息繁杂，其中的不良信息对中学生健康成长不利。示例二：我们要合
理使用数字化阅读。既要用它来获取丰富的信息，开阔视野，满足兴趣爱好；又要注意分辨，
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诱惑，不要影响学习和生活。
二、现代文阅读。（共 28 分）
（一）阅读下文，完成问题。
（共 16 分）
母亲养蜗牛
父亲去世后，母亲来北京跟我住。我忙于写作，实在抽不出空陪她。母亲被寂寞所困的
情形，令人感到凄楚。
楼上人家赠予母亲几只小蜗牛。那几个小东西，只有小指甲的一半儿大，粉红色，半透
明，可爱极了。
母亲非常喜欢这几个小生命，将它们安置在一个漂亮的茶叶盒儿里，还预先垫了潮湿的
细沙。母亲似乎又有了需精心照料和养育的儿女了。她经常将那小铁盒儿放在窗台上，盒盖
儿敞开一半，让那些小东西晒晒太阳。并且很久很久地守着，怕它们爬到盒子外边爬丢了。
它们爱吃菜心儿，母亲便将蔬菜最嫩的部分细细剁碎，撒在盒儿内。
母亲日渐一日地对它们有了特殊的感 情。那种感情，是与小生命的一种无言的心灵交
流。有时，为了讨母亲欢心，我也停止写作，与母亲共同观赏。
八岁的儿子也对它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奶奶，它们能长多大啊 ？”
“能长到你的拳头那么大呢！
”
“奶奶，你吃过蜗牛吗？”

“吃？……”
“奶奶，我想吃蜗牛！我还想喝蜗牛汤！我同学就吃过，说可好吃了！
”
“可……它们现在还小啊……”
“我等它们长大了再吃。不，我要等它们生出小蜗牛以后再吃，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有蜗
牛吃了。奶奶你说是不是？”
母亲愕然。
我阻止他：
“不许存这份念头！不许再跟奶奶说这种话！”儿子眨巴眨巴眼睛，受了天大
委屈似的，一副要哭的模样。
母亲便说：
“好，好，等它们长大了，奶奶一定做给你吃。
”
从此，母亲观看那些小生命的时候，儿子肯定也凑过去观看。
先是，儿子问它们为什么还没长大，而母亲肯定地回答——它们分明已经长大了。
后来是，儿子确定地说，它们已经长大了，不是长大了一些，而是长大了许多。而母亲
总是摇头——根本就没长。
然而，不管母亲和儿子怎么想，怎么说，那些小生命的确是一天天长大着。壳儿开始变
黑变硬了，它们的头和柔软的身躯，从背着的“房屋”内探出时，憨态可掬，很有妙趣了。
母亲将它们移入一个大一些的更漂亮的盒子。
“奶奶，它们就是长大了吧？它们再长大一倍，就该吃它们了吧？”
“不行。得长到和你拳头一般儿大。你不是说要等它们生出小蜗牛之后再吃吗？”
“奶奶，我不想等了，现在就要吃，只吃一次，尝尝什么味儿就行了。
”
母亲默不作答。
我认为有必要和儿子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了。趁母亲不在家，我将儿子拉至跟前，对
他讲奶奶一生多么地不容易；讲自爷爷去世后，奶奶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讲那些小蜗牛对于
奶奶的意义……儿子低下头说：
“爸爸，我明白了，如果我吃了蜗牛，便是吃了奶奶的那一
点儿欢悦。
”从此，儿子再不盼着吃蜗牛了。
一天晚饭时，母亲端上一盆儿汤，对儿子说：“你不是要喝蜗牛汤吗？我给你做了，快
喝吧。
”我狠狠瞪儿子一眼。儿子辩白：“不是我让奶奶做的！
”母亲朝我使了个眼色。我困
惑地慢呷一口，鲜极了！但那不是蜗牛汤，而是蛤蜊汤。
其实母亲是把那些能够独立生活的蜗牛放了，放于楼下花园里的一棵老树 下。她依然
每日将菜蔬之最鲜嫩的部分，细细剁碎，撒于那棵树下……
一天，母亲说：
“我又看到它们了！它们好像认识我似的，往我手上爬。”我望着母亲，
见母亲满面异彩。那一刻，我觉得老人们心灵深处情感交流的渴望，令我肃然，令我震颤，
令我沉思……”
（作者：梁晓声。有删改）
8.“母亲养蜗牛”的故事可谓波澜起伏。请将相关情节填写在下面横线处。
（4 分）
（1）①________，波澜顿起。
（2）蜗牛逐渐长大，母亲刚将蜗牛移入新居，儿子却说现在就要吃蜗牛。波澜再起。
（3）②________，波澜又起。
解析：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答案：①蜗牛尚小，母亲精心照料，儿子却说要吃蜗牛。②蜗牛长大了，儿子已放弃吃蜗牛
的念头，母亲却突然端出一盆“蜗牛汤”
。
9.结合具体内容，说说第三自然段在文中的作用。
（4 分）
解析：文段的作用，一般要从内容和结构两方面来解析。阅读所示文段，了解其中所写母亲
对蜗牛精心照料的内容，从表现母亲对蜗牛的情感以及对下文有关情节作铺垫两方面来分析

解答。
答案：①突出了母亲对蜗牛照料的精心，表现母亲对蜗牛的喜爱或突出蜗牛对于母亲的特殊
意义。②为下文写母亲舍不得这些蜗牛被吃掉等情节作铺垫。
10.细读文中画横线的句子，任选一个角度分析作者是怎样表现人物心理的。
（4 分）
解析：本题是考查人物描写这个知识点。首先要了解描写人物的四种方法，根据划线句子内
容来判断是哪一种描写方法，再从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来分析描写的作用。
答案：示例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对话）表现人物心理。从儿子的话语中，表现出儿子想吃
蜗牛的急切心理；从母亲看似矛盾的话语中，表现出母亲为蜗牛长大感到的自豪和舍不得蜗
牛被吃掉的心理。示例二：用人物说话的语气变化表现人物心理。儿子先疑惑后确定的语气
变化，表现了他想吃蜗牛的急切心理。母亲先肯定后否定的语气变化，显示了她为蜗牛长大
感到的自豪和舍不得蜗牛被吃掉的心理。示例三：选取能突出人物心理的词语表现人物心理。
写母亲时，先用“肯定”
“分明”来突出她看到蜗牛长大时的自豪，后用“总是”
“根本”表
现她舍不得蜗牛被吃掉的心理。写儿子时，用“确定”
“已经”
“许多”突出他想要吃蜗牛的
急切心理。
11.本文的主题是什么？请写出两个方面，并结合具体内容简要分析。（4 分）
解析：理解文章的主旨，即了解作者表达的主要思想，可以通过作者叙述和描写的文字来理
解来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可以抓住文中作者发表感慨的语言句来理解，这些语句可在文题、
文首、文尾处寻找，如本文的文尾处“觉得老人们心灵深处情感交流的渴望”
，根据作者总
结评述性的句子来理解概括文章的主旨。
答案：①表现老人们对情感交流的渴望，希望引起人们关注。文章开头点出母亲寂寞；中间
写母亲精心照料蜗牛，和蜗牛进行心灵的交流；结尾提醒人们给予关注。②表现浓浓的亲情。
母亲爱孙儿，虽然舍不得蜗牛，却从未回绝孙儿吃蜗牛的请求，最后用巧妙的办法满足了孙
儿的要求。孙儿爱奶奶，当明白自己的要求会剥 夺奶奶的欢乐时，就再也不提吃蜗牛了。
“我”爱母亲，能体察到母亲的寂寞和欢乐，常停止写作陪母亲观赏蜗牛，并说服儿子不再
想要吃蜗牛。③表现对小生命的爱。母亲像呵护儿女一样养蜗牛，舍不得伤害蜗牛，最后将
能独立生活的蜗牛放生并继续照料它们。
（二）阅读下文，完成问题。
（共 12 分）
人体器官有可能自愈吗
①自愈，顾名思义是自己愈合之意。自愈能力是人 体修复自身缺损、维持生命健康的
能力。有些自愈能力是人体原本就具有的，依靠遗传而获得。而科学家所要追求的是，在人
体器官出现病变时，以科学手段遏制病变，使器官自己恢复到正常状态。
②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小白鼠身上发现 了一种可快速修复组织的特殊基因。就因
为携带了这一基因，本来会长出肿瘤的小白鼠摆脱了“宿命”，不仅没有患上癌症，反而生
长迅速，体格健壮。这一发现令科学家们大为振奋。在此之前，这种特殊的基因被认为通常
只能在发育的胚胎中起作用，在成年生物体中则会丧失活性。
③“激活”衰老的细胞，重启它们的生长机能，这样的研究并非刚刚出现。在此之前，
这个领域最重大的突破就是培育出诱导多功能干细胞。但新发现的这种特殊基因则更加强大，
它在成年生物体中也能增强组织的修复能力。如果把生病的人体比作一台感染病毒的电脑，
诱导多功能干细胞所起的作用就像磁盘格式化，即将所有的数据全部清空，一切从生命最初
发育的阶段开始；而新发现的这种特殊基因则像杀毒软件，清除病毒但不丢失已有数据，保
持电脑的健康运行。这就是说，已经成年的生物体，也能以此来修复自身组织器官的损伤。
④这种特殊的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的身体是通过基因调节来认知自己正处
于哪个生长阶段的，这种特殊基因类似于一个调节器，它可以让体内的基因误以为机体正处

于更年轻的状态，从而使衰老或病变的组织器官的生长机能再次被激活，完成自身修复。
⑤除此之外，科学家还从人体神经系统调节方面进行了器 官自愈的研究。他们研制出
了一种微型植入器，把它植入人体，让它来监控并促进器官自愈。
⑥人体的各个器官都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在神经系统的调节控制下，相互作用，密切
配合，从而使人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实现正常的生命活动。微型植入器正是利用了这
一原理，在被植入人体后，它会监控人体器官的健康状况，一旦探测到一个器官受到病毒感
染、出现损伤或者变得衰弱时，它便刺激神经系统，通过人体的神经系统调节使这个器官自
己恢复健康，再度正常工作。
⑦虽然这一研究目前还处在实验阶段，但展现了诱人的前景。许多难以治疗的疾病可以
通过神经系统调节得到更有效的治疗，微型植入器或许能从根本上改变医生诊断治疗的方式，
取代对药物治疗的依赖。
⑧科学发现让前景乐观起来，然而，要让神奇的科学之光照进现实，道路还很漫长。但
这些都不会阻碍科学前进的脚步，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体器官自愈将不只是个梦想。
（作者：胡宇齐。有删改）
12.在有关“人体器官自愈”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取得了哪些成果？（2 分）
解析：筛选信息，归纳要点。
答案：①发现了可快速修复组织的特殊基因在成年生物体中也具有活性。②研制出一种微型
植入器，让它监控并促进器官自愈。
（意思对即可）
13.第③段画线句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4 分）
解析：首先要了解说明文的常用说明方法及特征，然后根据文字信息来判断，根据文段内容
从说明了事物什么特征，说明什么问题方面来表达其作用。
答案：打比方，作比较。把生病的人体比作感染病毒的电脑，把诱导多功能干细 胞所起的
作用比作磁盘格式化，把这种特殊基因比作杀毒软件，并将两者进行比 较，生动形 象地
说明了这种基因作用更强大，能在成年生物体中增强组织器官的 修复能力。
（意思对即可。
）
14.第⑤-⑦段的说明顺序是什么？请结合内容简要分析。
（3 分）
解析：首先要了解说明顺序有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说明具体事物的一般用时间
或空间顺序，说明抽象事物如本文介绍自然现象解释原理的一般用逻辑顺序，即先摆现象，
再分析原因，解释原理。本文没有明显的时间顺序、空间顺序，即是逻辑顺序。
答案：逻辑顺序。第⑤段指出研究成果，第⑥段介绍工作原理和过程，第⑦段展望应用 前
景。
（意思对即可。
）
15.下面这则材料是否可以作为本文的例子？如果你认为可以，请指出放在哪一段中合适，
并简述理由。如果你认为不可以，请简述理由。（3 分）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手指不小心划了一道伤口，即使不用任何药物，伤口也会自动愈合。
这是血液中的血小板在起作用，它能加速凝血，让伤口无药而愈。
解析：理解文中重要语段的作用。
答案：
“可以”示例：放在第①段中合适，因为这个例子说明的是人体本身具有自愈能 力，
与第①段开头提到的依靠遗传而获得的自愈能力是一致的。
（意思对即可）。
“不可以”示例：
因为本文主要说明的是以科学手段遏制病变，使病变的器官自愈 的问题，而这则材料所讲
的是人体自身靠遗传就具有的自愈能力。
（意思对即可。）
三、古诗文阅读 （共 14 分）
阅读下面两个语段，完成问题。
（共 10 分）
（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只、

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
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
“天下无马！”
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马说》
）
（二）
《诗》曰：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孔子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虚言也。
陛下秉①四海之众，曾亡柱干②之固守于四境？殆③开之不广，取之不明，劝之不笃。
《传》
曰：
“土之美者善养禾，君之明者善养士。”中人④皆可使为君子。诏书进贤良，赦小过，无
求备，以博聚英俊⑤。
（节选自《汉书》）
注：①秉：执掌。②柱干：比喻担当重任的人。③殆：大概。④中人：中等资质的人。
⑤英俊：杰出人物。
16.下列各组句子中，划线词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2 分）
A.故虽有名马
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B.食不饱，力不足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
C.策之不以其道
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D.鸣之而不能通其意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解析：B 项中“足”皆为“足够”
。
答案：B
17.把语段（一）中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3 分）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 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解析：理解或翻译文中的句子。
答案：千里马吃一顿（次）有时（或许）能吃完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知道要根据它能日行
千里的本领来喂养它。
18.“也”常表示某种语气，同时暗含情感。结合语段（一）第一段的内容，说说其结尾的
“也”字暗含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
（2 分）
解析：理解文言文内容要点。
答案：对千里马被埋没的痛惜（不平）之情。
（意思对即可。）
19.根据语段（一）和语段（二）的内容，用自己的话填空。（3 分）
两个语段都在谈人才问题，都认为社会上有人才。人才怎样才能不被埋没？语段（一）用托
物寓意的写法，
强调① _________ ；
语段（二）用②_________的论证方法，强调③_________。
解析：仔细阅读两文，根据题目的提示信息，读懂内容，根据填空的要求，梳理文字，理解
有关语句，结合议论论知识作答即可。
答案：①统治者应善于发现人才②道理论证（引用论证）③统治者应采取措施，招贤纳士
阅读下面一首诗，完成问题。
（共 4 分）
己亥杂诗
龚自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眷泥更护花。
20.请描述诗歌前两句所展现的情景。
（2 分）
解析：首先根据所学所记，理解全诗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抓住所示诗句中的每一字，想象情
景，用自己的话描述出来。注意，本题不要求一字字的翻译，只要求描述诗句所表达的情境

即可。
答案：
示例：我满怀惆怅地离开京城，
夕阳西下，更增无边的离愁别绪，我举起马鞭向东
一
指，走向天涯（故乡）
。
（符合诗意即可。
）
21.从运用修辞方法的角度，赏析“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2 分）
解析：鉴赏诗歌的形象。
答案：诗人以落红自喻，以落红护花生动形象地表明自己虽然辞官，但仍会关心国家前途和
命运。
（意思对即可）
四、作文（50 分）
22.任选一题作文。
（50 分）
（1）题目：我的青春里有
要求：①先在横线上填 写合适的内容，把题目补充完整，然后作文。②除诗歌外，文体不
限。600 字左右。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
解析：
“我的青春”即指在“我”这个年龄，“我的生活”。填题很容易，注意在写作时写出
自己的真情实感。
答案：略
（2）读下面材料，然后作文。
画家费尽心力创作了一幅画，在即将完成时，不小心将一滴墨滴在画上，他沮丧极了，
想要放弃这幅画。冷静下来后，他反复变换角度看那个墨渍，随后，在墨溃上涂了几笔，墨
渍变成了一只飞鸟，与整幅画完美融合。
读了上面的材料，你有什么联想或感悟？请任选角度，自定立意，自拟题目，写一篇文
章。
要求：①除诗歌外，文体不限。600 字左右。②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
解析：仔细阅读材料，分析材料中人物的行为所包含的意义。可以叙事，也可摆事实讲道理。
按要求写作。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