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知识积累及运用
1.下列划线字的注音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亘古（gèn）
干涸（hé）
追溯（sù）
潜心贯注（qiǎn）
B.绮丽（qǐ）
藩篱（fán） 亵渎（xiè） 风雪载途（zài）
C.剽悍（piāo） 谀词（yú）
蓦然（mò）
龙吟凤哕（huì）
D.诘责（jié）
胆怯（qiè） 嘈杂（cāo） 大庭广众（tíng）
解析：本题考查对字音的掌握情况。C 项正确。其他各项错误的应更正为：A 项中“潜”应
读 qián。B 项中“藩”应读 fān。D 项中“嘈”应读 cáo。
答案：C
2.下列词语书写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狩猎
璀粲
不可救药
戛然而止
B.琐屑
狼藉
锋芒毕露
黯然失色
C.哽咽
逃窜
不容质疑
红装素裹
D.窒息
萧索
相得益彰
融汇贯通
解析：本题考查对字形的掌握情况。B 项正确，其他各项书写错误的词语应更正为：A：璀
粲——璀璨。C：不容质疑——不容置疑。D：融汇贯通——融会贯通。
答案：B
3.下列各句中划线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五四”演讲赛场上，选手们信心十足，夸夸其谈，精彩的表现令观众由衷地赞叹。
B.当代中学生无时无刻都要拥有自己的远大志向，敢于向困难挑战。
C.多么宁静的世界哟，万籁俱寂，没有百鸟啾啾，没有树叶沙沙……
D.在“语文主题阅读”活动中，同学们煞费心机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
解析：本题考对具体语境中成语运用正误的辨析能力。C 项运用恰当。其他各项的错误之处
分别为：A 项夸夸其谈：形容说话浮夸不切实际，含贬义，与语境不符。B 项无时无刻：没
有时刻。常与否定词连用，指时时刻刻、随时的意思，与语境不符。D 项煞费心机：为达到
某个目的费尽心思，多含贬义，形容学习不合适。
答案：C
4.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2 分）
A.央视《朗读者》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是因为其节目新颖、文化内涵丰富的缘故。
B.“关爱生命，杜绝校园欺凌”的主题班会，有效地增强了中学生自我保护。
C.电影《厉害了！我的国》生动的展示了我国科技领域取得的重大发现，这些都是专家们研
发探索和首次尝试的结果。
D.“上海合作组织”的倡议得到各成员国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交流
领域不断扩大。
解析：这是对病句辨析和修改的考查。病句的类型主要有：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
或赘余、结构混乱、表意不明、不合逻辑、前后矛盾。辨析病句，一般来说，一看语法通不
通，二看意思对不对，三看修辞妥不妥。要想快速而准确地辨析病句，除了平时多阅读，增
强语感外，还应该掌握一定的方法，如语感审读法、枝干梳理法、逻辑分析法。

答案：D
5.下列句子中结尾应使用叹号的一项是（）
（2 分）
A.我要拿点颜色出来给那些放出狗来到处乱跑的人看看____
B.云就像是天气的“招牌”
；天上挂什么云，就将出现什么样的天气____
C.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____
D.“嗨，慢着，
”我软弱地哀求道，
“我没法”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标点的正确使用与修改能力。根据句子意思和人物的语气特点可以知道
C 项句尾应该用叹号。
答案：C
6.请把下面应用文补写完整。（2 分）
6 月 5 日光明中学校团委组织“翰墨飘香”书法大赛，团支书张华负责通知参赛选手当
日下午三点到美术童参赛。根据通知的写作要求，请你代她将下面的通知补写完整。
通知
_______：
今天下午学校举行“翰墨飘香”书法大赛，请参赛选手_____。
光明中学校团委
6月5日
解析：本题考查对通知格式的掌握。通知的格式，包括标题、称呼、正文、落款。①标题：
写在第一行正中。②称呼：写被通知者的姓名或职称或单位名称。在第二行顶格写。③正文：
另起一行，空两格写正文。④落款：分两行写在正文右下方，一行署名，一行写日期。根据
题目要求，补充称呼，补全通知内容即可。
答案：
（1）参赛选手：或同学们：（2）下午三点到美术室参赛
7.下列关于文学常识及文化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老舍，原名舒庆春，北京人。他的小说《骆驼样子》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力车夫的故事。他
的散文《济南的冬天》表达了对秀美山水的热爱之情。
B.古时女子年满十五岁，把头发绾起来，戴上簪子，称为及笄；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
示已经成人，因还未达到壮年，叫做弱冠。
C.古代文人常用字、号（谥号）
、籍贯、官职等命名著作，如《范文正公集》
《柳河东集》
《王
右丞集》分别用了谥号、籍贯、官职来命名。
D.莫泊桑是法国作家。他被称为短篇小说巨匠，代表作有《项链》
《包法利夫人》。
解析：本题考查文学常识的把握。D 项表述不正确，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长
篇小说。
答案：D
8.古诗文默写。
（10 分）
（1）烽火连三月，________。
（杜甫《春望》）
（2）_________，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登飞来峄》
）
（3）
《次北固山下》一诗中表现时序交替，暗示时光流逝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
（王湾《次北固山下》
）
（4）《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直接刻画少年孙权英雄形象的句子是：________，
_______。
（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5）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中认为，一个人经过磨难砥砺的益处是：________，
_______。
（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
（6）我们学过的课内外古诗文中，不少句子体现了送别的主题。请写出连续的两句：
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这是对名篇名句默写的考查。
答案：
（1）家书抵万金（2）不畏浮云遮望眼（3）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4）年少万兜
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5）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6）示例：“海内存知己，天涯
若比邻”
；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等。
名著阅读。
（6 分）
9.关于名著《海底两万里》
，下列描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尼摩是个不明国籍的神秘人物，他会说多国语言。他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设计并建造
了超乎人们想象的“鹦鹉螺”号潜艇。
B．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主要讲述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跟随尼摩船长乘坐诺第留斯号
潜艇，在海底做了两万里环球旅行的故事。
C．凡尔纳没有到过海底，却把海底的景色写得如此生动，使读者如临其境。
D．
“鹦鹉螺”号潜艇从太平洋出发，尼摩他们经历了很多险情。曾在印度洋遭遇巨型章鱼，
在红海又击儒艮，在大西洋肉搏鲨鱼等。
解析：本题考查对《海底两万里》的阅读理解。D 项错误，应该为：在印度洋肉搏鲨鱼，在
大西洋遭遇巨型章鱼。
答案：D
10.请列举一部有冒险经历的名著并写出作者，简要概述其中一个能体现这种经历的故事情
节。
（
《海底两万里》除外）
（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辨析名著故事情节的能力。
答案：示例 1：名著；
《格列佛游记》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或斯威夫特故事情节：利立浦
特王宫女官因看传奇小说时睡着了，导致皇后寝宫失火，水源不在近处，吊桶太小，虽然那
些人一桶桶地供应给格列佛，可是火势太猛无济于事，情急之下，他急中生智，撒了一大泡
尿，不到三分钟火就熄灭了。
示例 2：名著：
《鲁宾逊漂流记》或《鲁滨孙漂流记》作者：笛福
故事情节：鲁滨逊看见一个即将被食人部落吃掉的土著人，正在拼命逃跑，他急忙跑下梯子，
拿起枪，翻过山顶，走近路追击，打死食人部落中一个追赶的野人，救下了土著人，给他取
名为星期五。
二、口语交际（5 分）
九年（1）班将开展“走进湿地，善待生命”主题研学活动，班委会决定全班同学周日
走进丹顶鹤的故乡——扎龙自然保护区。小明怕影响学习，不想参加此次活动。
11.假如你是班长，打算怎样劝说小明参加此次活动？（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口语交际能力。劝告是一种常见的口语交际形式。你首先要明白你劝告的目
的是什么，然后再用委婉的话说出来。切忌生硬命令式或讽刺谩骂式。做好此题的关键点在
于明确交流双方的身份，注意用语的礼貌，表达意思要清晰不含混。围绕“走进湿地，善待
生命”主题研学活动可以增长课外知识，对学习有益来劝说小明即可。
答案：示例：小明，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这次活动不仅开拓视野，增长课外知识，还能锻

炼实践能力，对我们的学习是有益的，这是班级集体活动，我们一起参加活动，好吗？
12.经过劝说，小明同意参加活动，小明会怎么回答你？（2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表达要简明、连贯、得体。同时语言要符合语境，所谓“语境”包括说
话的对象（称谓、语气）
，场合（时间、地点、氛围）
，目的（说什么、怎么说）以及说话人
自己的身份。小明同意参加活动，要写出对班长劝说的话的回应，以及自己的想法。
答案：示例：班长，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以前对于研学活动认识的不够深刻，现在我明白活
动的意义了，我愿意参加此次活动。
三、阅读理解与分析（35 分）
阅读下列文言文，回答后面小题。
（11 分）
【甲】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
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
命》曰：
“学学半。
”其此之谓乎？（选自《虽有嘉肴》）
【乙】任末①年十四，学无常师，负笈②不远险阻。每言：
“人若不学，则何以成？”
或依林木之下，编茅为庵③，削荆④为笔，刻树枝为墨。夜则映星望月，暗则缕麻蒿⑤以自
照。观书有会意者，题其衣裳，以记其事。门徒悦其勤学，常以净衣易之。临终诫曰：“夫
人好学，虽死犹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
”（选自《拾遗记》，有删改）
【注释】①任末：人名。②笈：书箱。③庵：茅草小屋。④荆：灌木名。⑤麻蒿：植物
名，点燃后可照明。
13.解释下面句子中划线的字。
（2 分）
（1）不知其旨也 旨：_________
（2）负笈不远险阻 负：_________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点是文言实词的理解。
答案：旨：甘美。 负：背。
14.把下面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 分）
（1）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2）人若不学，则何以成？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文言句子的翻译。
答案：
（1）所以，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教人之后才知道自己有不懂的地方。
（2）人
如果不学习，那么凭什么成功呢？
15.下面句子中朗读断句不正确的一项是（）
（1 分）
A.不知／其旨也
B.观书有会／意者
C.然后／能自反也
D.常／以净衣易之
解析：本题考查断句能力。一般来说，主谓之间应该有停顿，领起全句的语气词后应该有停
顿，几个连动的成分之间也应该有停顿。所以划分句子节奏时，除了要考虑句子的意思，还
要考虑句子的结构。B 项朗读断句不正确，应改为：观书/有会意者。
答案：B
16.对以上两段选文相关知识的分析与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2 分）
A.【甲】文选自《札记•学记》
。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教育、教学活动的论著。

B.【甲】文开头以“嘉肴”与“至道”做类比，指出了学习的重要性，之后推出中心观点。
最后又引用《兑命》中的话加以佐证。
C.【甲】文主要用了议论的表达方式，【乙】文用了记叙和描写的表达方式。
D.【甲】文告诉我们教和学的关系。
【乙】文强调了学习方法的重要性。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D 项理解分析错误，乙文强调了学习贵在勤奋。
答案：D
17.结合【甲】
【乙】两文中的内容，谈谈你在自主互助学习中的启示？（2 分）
解析：启示类是文言文阅读中的开放性试题，考查阅读的个性体验和独特感受。解答这类试
题，一是首先读懂文章，弄懂文章的主题、内容和情感等，以此作基础；二是要清楚回答的
范围，明确题目的要求；三是要善于联系生活实际；四是要善于延伸、善于归纳总结。
答案：示例：在自主学习中，我克服困难，勤奋学习，发挥自己学习的优势，为小组增光添
彩。在互助学习中，我在教别人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我们人家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阅读《新的发电形式》一文，回答后面小题。
（7 分）
①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非常关心的两件大事。目前，大部分国家的
电力生产以利用矿物燃料的火力发电为主。但是，用这种方式发电，效率很低，大量的热能
被浪费掉，并且还带来严重的硫污染和热污染。于是一些科学家为了开发更多的新能源，已
把研究课题转向人类自身的生物能这一领域，利用人体生物能发电现已初见成效。
②人体中存在着一些化学物质，它们之间在发生反应时会产生化学能量。像新陈代谢过
程中，葡萄糖和氧分子的反应就有能量释放出来。若稍加利用，这种能量就可以转化为电能。
根据这一原理，科学家开始了人体生物电池的研究。
③据专家介绍，人体生物电池的电极是由两根长 2 厘米、直径约 1/7000 纳米的碳纤维
制成，在每根碳纤维的外层还涂有一种聚合物，此外还有一种作为催化剂的葡萄糖氧化酶，
聚合物的作用是将碳纤维与葡萄糖氧化酶连接成一个电路，而葡萄糖氧化酶则是用来加速葡
萄糖与氧分子的化学反应。这种人体生物电池在 37℃、pH 为 7．2 的环境下工作，这很接近
人体血液的温度和酸碱度，它产生的动力可以驱动一个监控糖尿病的小型传感器。
④人体生物能发电还有其他形式。当一个人坐着或站立时，就会持续产生重力势能。此
时，若能采用特制的重力转换器就能将这种能转换成电能。美国有一家公司将发电装置埋在
行人拥挤的公共场所，外面是一排踏板。当行人从板上走过时，体重压在板上，使与踏板相
连的摇杆向另一个方向运动，从而带动中心轴旋转，使与之相连的发电机启动。
⑤除此，人体生物能中的热能也可被利用。人每天都要散发大量的热能，而且是通过辐
射传播出去。一般一个 50 千克重的成年人一昼夜所散发的热量约为 2500 千卡，利用人体的
热能制成的温差电池，可以将人体的热能转换成电能。这种温差电池做得很精致，只要被在
衣服口袋里就能工作。它可以起到电源的作用，给助听嚣、微型发电机等供电。
⑥人体能源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没有污染。如此神奇的能源是我们每个人
都具有的，充分利用它，使会为我们的社会节约更多的能源。
（有删改）
18.选文介绍了哪几种利用人体生物能发电的形式？（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筛选信息的能力。
答案：利用化学能发电；利用重力势能发电；利用热能发电。
19.体会第②段中划线词“一些”的表达效果。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说明文语言准确性的理解。
答案：
“一些”的意思是一部分，在数量上加以限制，在这里突出强调了人体中存在着一部

分化学物质，而并非全部。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20.选文第⑤段中的画线句子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2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说明方法及其作用。
答案：列数字，通过具体的数字准确说明了利用人体的热能制成的温差电池，可以将人体的
热能转化成电能的特点。使说明更有说服力。
阅读《低头见花》一文，回答后面小题。
（9 分）
①有些东西，只有低下头来，才会发现它的存在，或者它的美丽。就如尘埃之中，那些
被忽略的闪光之球，又似回首时，眷恋着的，总是那些不经意间走过的寻常点滴。
②在夏日的山岭间攀爬，至顶，四望都是起伏峰峦，长风浩荡，单调的苍凉与沧桑漫卷
心头。只是一低头的刹那，见谷间丛丛簇簇的灿烂，那些幽幽的花儿，就在这样不期然的时
刻，与我的目光猝然相连。于是，高处的寂寞与孤独消于无形，那些年年开且落的幽谷之花，
把一种心绪点亮，把一种感动暗放。
③有的人，在境界上，或者在道路上，远超众人，于是有了高处不胜寒的喟叹。其实那
只是一种性情上的缺失，他们过多地注目于自身的高度，从而错过了许多开在尘埃里的花。
可那些在低处默默的东西，却是无比的宽容，它们就在那里，我们只要低下头，就会与美好
相遇，它们就会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心境。
④有一年去一个大草原的深处，碧草连天，极远极淡处，天之蓝与草之缘交融于一处。
驰心骋怀间，为无边的绿而震撼，也为其无涯而感到怅然。此情此境之中，极想看到一点别
的色彩，来缓冲那种万里的单一。同行的旅伴却惊喜地叫：
“看，脚下的草里有花！
”于是都
低下头，那些狭长的草叶间，生长着一种不知名的小花，没有指甲大，黄白两色，此时却是
如此地装点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
⑤而更多的人，更像那些深谷之中或草叶之下的小小花朵，终其一生的平凡，就连那花
儿也是毫不张扬，湮没于芸芸众生之中。可是，我们却很少有人抱怨，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好
抱怨的，只要能努力开出自己的花，即使再小再索淡，也是芬芳美丽的一朵。也会在某个时
间，落入别人惊喜的眼中。如此，就足够了。就算无人用温柔的目光把那些花儿轻抚，只要
绽放过，就是无悔。
⑥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朵花儿，每一个生命也都是一个赏花者。我们在行走的匆匆里，不
忘时常低下头去看那些花朵的美丽，同时也努力让自己的生命芬芳四溢，期待在某天，映亮
一双落寞的眼睛。
⑦相互洇染，相互温暖。我们与那些花儿的距离，我们与那些美好的距离，其实只隔着
一低头的空间，只隔着一低头的瞬间。
21.阅读全文，谈谈文题“低头见花”的含义。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标题的理解。
答案：表层含义是指作者在草原上低头看见小花，深层含义是指我们要关注生活中那些毫不
张扬、易被忽略的平凡的人或生命，欣赏他们身上的美好的品质，体会其中的幸福与暖意。
22.结合语境，品析第④段“装点”一词的表达效果。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关键词语的含义的理解。
答案：
“装点”本义是装饰点缀。在句中的意思是指在无边的单一的绿色映衬下，突然看见
无名花的美丽，给我们所带来的惊喜和心灵上的触动。表达了对小花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23.结合全文，谈谈你对第⑥段画线句子的理解。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原文内容的理解。
答案：每个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让自己的生命芬芳四溢，同时也要学会欣赏别人所绽放的
美丽。
24.结合文中的语句，从下面的链接材料中任选一人，写出此人低头所见之“花”的深刻内
涵。
（3 分）
【链接材料】
A 杨绎：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
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幺，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
上不安。
（选自《老王》
）
B．梁启超：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
“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
自然会发生。
”
（选自《敬业与乐业》
）
解析：本题考查思维的拓展能力。
答案：示例 1：从文中的“相互洇染，相互温暖。
”一句可以看出杨绛曾经给予过老王帮助，
老王不忘情谊，临终前还送她香油鸡蛋，这种行为体现生活在社会底层、穷苦卑微的老王那
份朴实的真情。可见杨绎低头所见之“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理解、关爱。
示例 2：从文中的“只要能努力开出自己的花，即使再小再素淡，也是芬芳美丽的一朵。
”
可以看出有的人虽然职业很普通很平凡，但是只要脚踏实地勤恳敬业，就能把事情做好，体
会其中的乐趣。可见梁启超低头所见之“花”是指在敬业中发现乐趣，体现人生的价值。
阅读《中国文学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一文，回答后面小题。
（8 分）
中国文学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
①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
它不但对个人品行的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意志的锻造，起到价值
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
②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要从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入手。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
经》
，既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更有“智者歌其思”富于其间。所思的重要内容之
一，就是运用文学的手段，塑造当时社会朴实的理想人格。如《诗经》涉及玉的篇目多达三
十余首，以玉之高洁。比附人品之典范。人品之如玉，不惟高贵，更体现为不容玷污，拒绝
同流合污。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将这种文学手段进一步升华；真正高尚之人格，恰似莲
花，出淤泥而不染。这种人格，经得起各种挫折和磨难，在任何威逼利诱前都永不变节。这
种文学实践及其对民族精神的构建，既是上古到当代的中国文学中的艺术要素，更是融入文
学活动全过程的经纬线。
③中华文明史上的典范人物，其品行无不与文学构建的要旨相契相合。像“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的刘禹锡、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他们千百年来之所以
为后人景，就在于人格的高尚与坚定：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怎样的威胁和谤惑，他们心
中的信念绝不动摇，自身节操稳如磐石。
④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更体现在对民族意志的锻造上。民族意志是众多个体精神品
格的凝聚。历史上，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时，总能升华坚韧的民族意志，可歌可泣的人物
与事迹不计其数，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视野与思维，足以在高度肯定历史人物的同时，
对其当代意义予以重新阐释。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评价历史人
物与事件的角度，转为对天下苍生是否真正脱离苦难、是否能够安居乐业的关注和思考。这
些文学作品都是在锻造民族精神，通过感召广大民众，化育普通百姓，为熔铸民族意志打下
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⑤中华民族的精神构建，已绵延数千年。文学在新世纪履行构建使命时，更为我们的民
族精神注入新内涵。既要弘扬传统文学之精华，又要符合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
地位。我们要让文学顺应潮流，大展身手，勇挑民族精神构建使命的重担。
（有删改）
25.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中心论点的把握。此文的开头“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这句就道出了中心论点。
答案：中国文学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或第①段首句。
26.分析本文第②段与第④段不能调换的原因。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选文结构的把握，解答此题的关键是结合上下文，明确这样安排结构的原
因。
答案：②段和④段的内容与①段“它不仅对个人品行的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
对我们民族意志的锻造，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的句子相照应；②段从论述个人
品行的养成和提高入手，④段从对民族意志的锻造上阐述，二者是递进关系，不可调换。
27.文中第②段画横线句子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2 分）
解析：这是对论证方法及其作用的考查。
答案：举例论证，具体论证了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构建要从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入手的道理，
进而论证中心论点，使论证充分，更有说服力。
28.结合本文，按第③段画线的句式，补写一个事实论据。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补充论据的能力，解答此题的关键是结合论点来补充，补充的论据要有说服
力。列举名人事例首先要看清题目要求，即结合其作品，仿照第③段画波浪线的句式，选择
我们熟知和喜欢的人物，从作品中挑选一句能代表人物精神的名言来写即可。
答案：示例：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辛弃疾等。
四、写作表达（50 分）
29.细品香茗，享受一苦、二甜、三回甘的茶趣；细品六月，欣赏夏日的浓墨重彩；细品唐
诗宋词，感叹古韵的典雅；细品身边小事，感悟生活的真谛……
请在“细品_________”的横线处填上恰当的词语，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诗歌、戏剧除外，文体不限，文体要鲜明。
（2）表达真情实感，不得套写、抄袭。
（3）文章中不得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人名。
（4）字数不少于 600 字。
解析：本题是一篇命题作文，注意以下几点：认真审题，明确题意这是写好命题作文最关键
的一步；明确中心，选好材料：在弄清题目的要求后，就要认真回忆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材料，
哪些事是自己最熟悉的，最有新意的，确定好中心来选取、组织材料；列好提纲，确定详略。
以“细品”为题，补充的内容是写作的重点，要着重运用心理描写，增强文章的感染力，根
据提示补写题目，结合具体事例，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结尾可以议论抒情，升华一下文章
的主题。
答案：范文：
细品父爱的美丽

父爱同母爱一样的无私，他不求回报；父爱是一种默默无闻，寓于无形之中的一种感情，
只有用心的人才能体会。
我们给父亲的定义都是严厉，可曾想过严厉背后流露的是慈爱？在我懂事以来，跟我相
处时间最长的就是妈妈，觉得爸爸对我关心很少，可自从听了他们的谈话才知道原来爸爸是
关心我的。还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暑假没作业，我们也就解放了天性，一个暑假玩的不亦乐
乎，三五成群的出去玩。就在这一天，我刚刚和同学吃完饭，正准备去散散步，“叮铃铃，
叮铃铃……”电话响了，我接听爸爸的电话，只听见爸爸严肃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这么
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家，一天只知道玩，不知道安安心心在家看会书，非要跑出去吗，快点
给我回来！
”说完便气愤地挂了电话。过了一会，我才缓过神来，我一想到爸爸会火冒三丈
的样子就害怕，连忙给同学打了声招呼就朝家走去。走到家门口，我小心翼翼的打开门，轻
轻地换下鞋子，蹑手蹑脚向卧室走去，刚刚走近，就听见爸爸妈妈交谈的声音：“你不能轻
言细语地跟她说吗，偏要大声吼。
”
妈妈说道。爸爸叹了口气说：
“在家里我必须是一个严父的形象，我也想跟她轻言细语
的说，可坏人总要人来当呀，你看哪次不是我叫你监督她的作业，在下雨时叫你去接她，天
冷时叫你提醒她添加衣物……”听到这儿，我的眼泪已经不受控制地在眼眶里打转了，我伸
出手擦干眼泪，推开门，跟爸妈说了一声我回来了，便转身进房间。我想了很久，爸爸对我
的关爱我从来都不知道，他还一直充当着严父这个角色，直到这一刻我感觉我被浓浓的父爱
围绕着。
如果把母爱比做是一枝盛开的百合，在每个角落中散发着它迷人的芳香，那么父爱就是
一株茉莉，它在某个角落中默默地吐着它那清新的芬芳，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它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