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 2011 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衢州卷)
语文试题
一、语文知识积累与运用(21 分)
1、读下面这段文字，根据拼音写出汉字。(3 分)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shěn (1) 定，“中国丹霞”被列入《世界自然
遗产名录》。衢州江郎山群峰 cāng (2) 莽，林木叠翠，是我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其“三爿石”以陡峭的悬崖、直立的孤峰、红色的砂砾岩等罕见的地貌特征，被 yù (3) 为
“神州丹霞第一奇峰”。
2、根据语境，依次填写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2 分)
①在一片_______中，我伏在岩石上，恐惧和疲乏使我全身麻木，不能动弹。
②最使我吃惊的是，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
____________。
③秋风起了，他的叶子，由浓绿到绯红，秋阳下他又有一番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
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_________和怡悦。
A、宁静
寂静
肃静
B、寂静
宁静
肃静
C、寂静
肃静
宁静
D、肃静
寂静
宁静
3、读下面这段话，按要求答题。(2 分)
①衢州“创业文化周”活动旨在弘扬创业文化，鼓励全市青年把握时代潮流，顺应历史
机遇，积极投身到自主创业的火热实践中来。②本次活动倡导敢为人先的理念，燃起创业的
激情；倡导善于学习的风气，增长创业的才干；用锐意进取的精神来开拓创业的局面。
(1)第①句画线处有语病，请改正。(1 分)
(2)第②句语句不连贯，请修改画线句子，使之连贯。(1 分)
4、古诗文名句默写。((1)至(3)题必做，(4)(5)两题选做一题
．．．．)(5 分)
(1)__________________，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
(2)感时花溅泪，_______________。(杜甫《春望》)
(3)天时不如地利，_______________。(《<孟子>两章》)
(4)请写出古诗文中表现山间美景的句子。(写出连续两句)
(5)请写出古诗文中带“雨”字的句子。(写出连续两句)
5、阅读名著选段，完成下列题目。(3 分)
【甲】也许，我可以通过想象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最想看到什么，来对我前面所说
的作一个最好的说明。在我展开想象的同时，请你也考虑一下，假如只给你三天光明，你将
怎样使用你的眼睛。想想看，当第三天的黑夜来临，往后太阳将再也不会在你面前升起了，
如此珍贵的三天你将怎样度过？你最想把目光停留在哪里？
【乙】贝多芬是一股自然力。自然界强大的本原力量和其他力量碰撞的结果，便产生了
荷马史诗般壮观的现象……一个穷困潦倒、残废而孤独、生而痛苦、世界从未给予他欢乐的
人，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他用自己的苦难锻造欢乐。他以一句充满豪情的话概括了
他的一生，这句话今天已经成了一切勇敢者的座右铭：唯其痛苦，才有欢乐。
【丙】凶猛的暴风雪像狂人似的袭击着薄薄的帐篷，死神正在悄悄地走来，就在这样的
时刻，斯科特海军上校回想起了与自己有关的一切。因为只有在这种从未被人声冲破过的极
度寂静之中，他才会悲壮地意识到自己对祖国、对全人类的亲密情谊。
选段中的三个人物凭借他们顽强的意志同厄运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成为人类天空中闪耀的恒
星。甲段中的“我”是 (1) (写出人名)，乙段选自名著《 (2) 》，丙段的作者是 (3) 。
6、综合性学习。(6 分)

5 月 16 日“绿色中国行——走进衢州”大型公益宣传活动在衢州市举行，为此，班级也开
展了“我为绿色衢州添色彩”的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请你参加并完成以下任务。
活动一：班级读报活动中英子同学搜集了以下三则新闻，读完后请你用一句话概括成一
则新闻摘要。(2 分)
新闻 1：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了“地球一小时”活动，通过熄灯一小时等实际行动引领
低碳生活，推进节能减排。该活动在全球 128 个国家的 4600 多座城市同步进行。
新闻 2：5 月 16 日由中国绿化基金会、绿色中国杂志社、衢州市委、市政府等单位主办
的大型公益活动“绿色中国行”来到衢州。朱军、何晴、刘劲等明星在西区鹿鸣公园参加了
植树造林活动，拉开了“绿色中国行——走进衢州”大型公益活动的序幕。
新闻 3：5 月 17 日由共青团衢州市委、中国少年先锋队衢州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保
护地球·绿色行动”活动，在西区市政广场进行，通过义卖环保作品、爱心捐赠、现场书画
等方式，向市民倡导低碳生活。
新闻摘要：__________________
活动二：学校发出倡议，号召学生及家长共同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请你为此拟一
则宣传标语。(2 分)
宣传标语：_________________
活动三：假如你被评为“绿色小卫士”，请你写一则获奖感言在班会上发言。(60 字内)(2
分)
获奖感言：___________________
二、现代文阅读(26 分)
(一)(14 分)
对门送来绿豆糕
郭震海
“门铃响呢。”在厨房忙着做晚饭的媳妇喊着。
“嘿嘿，嘿嘿嘿……”老郭依然在跟着电视乐。
“你聋了，门铃响呢！”老郭媳妇提高了嗓门。老郭这才趿拉着拖鞋来到门口，他没有
急着开门，先眯着一只眼通过“猫儿眼”观望，看到的是一张被放大变了形的脸。
“是谁啊？怎么不开呢？”老郭媳妇从厨房里出来。“不熟悉！”老郭说。
“什么眼神，这不是对门的老张媳妇吗！”老郭媳妇“瞄”了几眼伸手开了门。对门的
老张媳妇站在门口，手里端着满满的一碗绿豆糕。
这是个新建的小区，住户搬进来不到一年，平时各干其事互不往来。老郭媳妇和老张媳
妇搭上话时间不长，知道她是自己的对门邻里，来自乡下，在城里买的房子，除此以外也就
只是几句寒暄。
“都在家啊，孩子他乡下爷爷送来几碗绿豆糕，送你家一碗尝尝鲜。”老张媳妇说。
“太客气了，你们自个儿留着吃吧！我们怎么能吃你家的绿豆糕呢！”老郭媳妇说。
“这有啥不能的，咱们是对门嘛。”老张媳妇说着硬往老郭媳妇手里塞。一个门里一个
门外，两人推让了几下，老郭媳妇最终没有推过老张媳妇，将绿豆糕留下了。
关上门后，老郭说：“好端端的对门怎么送咱一碗绿豆糕呢？”“是啊！”老郭媳妇听
了老郭的话后，一时间也犯起了嘀咕，好端端的对门怎么就送来一碗绿豆糕呢？她想着，拿
起一块绿豆糕凑到鼻子边闻，一股麻油的浓香灌了她一鼻孔。
“我估摸着她送绿豆糕来一定有送绿豆糕的意思，好端端的怎么就送咱家一碗呢？”老
郭说。
“啥意思呢？不会是知道你在教育局工作，想让你给他儿子转学校吧？”老郭媳妇说。
“说不准，要不就是想通过咱们找老爷子办什么事，可老爷子早从公路局退休了啊。会
[来源:学科网]

[来源:学科网 ZXXK]

是什么呢？”老郭看看绿豆糕，仿佛答案就写在这香气扑鼻的绿豆糕上。
“那咋整，送回去？”“你这不是废话吗，都收下了怎么好意思送回去呢！”
“咋整？”老郭媳妇又拿起绿豆糕凑到鼻子边闻，一股麻油的浓香又灌
．了她一鼻孔。
第二天，老郭媳妇开门准备上班的时候，刚好对门的老张媳妇也开门往外走。
“早啊！”老张媳妇说。
“你也早啊！”老郭媳妇眼睛红红的好像没有睡好。
“昨晚的绿豆糕好吃吗？”
老张媳妇一句话问得老郭媳妇犯了一下愣。
老张媳妇接着笑笑说：“那绿豆糕是乡下的麻油炸的，孩子他爷爷每年都送来，十月初
一在乡下家家户户都吃绿豆糕，是一种习惯。”
“是吗！”老郭媳妇支吾着，接着她回头问：“你家没啥事吧？有事你就说啊，别不好
意思开口，咱们是对门嘛！”
“没有啥事啊，”老张媳妇说，“有事我们肯定会说的。”
“真没有？”老郭媳妇说着就盯着老张媳妇的眼睛。
“真没有啊！”老张媳妇被老郭媳妇看得很不自在。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有事你就说，别不好意思开口。”老郭媳妇说着就走了。
老张媳妇望着老郭媳妇远去的背影，愣了。“有啥事呢？”老张媳妇独自嘀咕，因为她
不明白。
(选自《新中国 60 年文学大系·小小说精选》，有删改)
7、小说的情节围绕一碗绿豆糕展开，请简要概括这个故事的内容。(50 字内)(4 分)
8、根据小说对老郭媳妇的言行描写，举例分析这个人物形象。(3 分)
9、联系上下文，品味画线句中的加点词语，指出其表达效果。(3 分)
10、小说着意交代老张媳妇以及做绿豆糕送绿豆糕的习俗都来自乡下，你认为有没有必要？
简述理由。(3 分)
(二)(12 分)
①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近年来，我们的食品安全环境日趋严峻，随着毒奶粉、染
色馒头等事件的不断出现，人们不禁要问，食品添加剂安全吗？
②食品添加剂是指经国家批准的，因防腐保鲜、提高加工工艺等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
学合成物或天然物质。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将其分为防腐剂、凝固剂、品质改
良剂、增味剂、营养强化剂等 22 类 1500 多种。当人类的食品进入工业化生产之后，除了极
．
[来源:学科网 ZXXK]

少数
．．的天然野生食品外，几乎
．．没有什么是不含添加成分的。目前，近 97%的食品中使用了各
类添加剂。可以说，食品添加剂已成为现代食品工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物质。
③食品添加剂对食品的防腐保鲜效果十分明显。根据食品安全要求，每克食品的细菌总
数不能超过 8 万个。假如不用防腐剂，即使在 0——4℃的低温环境中，肉制品保存到第五
天，细菌总数也将超过每克 10 万个。而防腐剂能遏制肉制品中的肉毒梭状芽孢杆菌的大量
繁殖，有效延长肉制品的保持期。
④食品添加剂不但能防腐保鲜，还能改善食品的外观和口味。食品的酸、甜、鲜通常不
是食品天然拥有的口味，往往是由添加剂“调”出来的。食品的诱人口感，如面条有弹性，
点心酥脆，大多也是添加剂的功劳。
⑤现在，人们又发现不少食品添加剂还具有防病抗病的功能。如腐乳红曲是由大米发酵
而来的，能够降低血脂，它既是色素又是功能性添加剂；从甘草里面提取的甜味剂，能改善
肝功能；从玉米芯里面提取的木糖醇具有护肝、防龋齿的作用。除此以外，食品添加剂还能
够调整食物的营养结构，如在面粉里面添加钙粉、维生素等，能使面粉的营养更加全面。
⑥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离不开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也直接影响食品安全。例如，

摄入过多的膨松剂或防腐剂，轻则会引起流口水、腹泻、心跳加快等症状，重则会对胃、肝、
肾造成严重危害。为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各国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如我国的食品
卫生标准就明确规定，山梨酸钾可以作为食品防腐剂，但必须严格控制添加比例，它的许可
添加量为 0.5%以内。在美国，苯甲酸钠只允许在化妆品中使用，并且浓度必须在 0.1%——
0.2%范围内。世界卫生组织也规定了一个“ADI”值，即依照人体体重，一种无健康危害的
食品添加剂的每日允许摄入量的估计值。例如：糖精钠的 ADI 值为 5 毫克/公斤，即糖精钠
每日允许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5 毫克。
⑦必须指出的是，一直受到人们谴责的苏丹红、三聚氰胺等都不是食品添加剂，而是非
法添加物。这样的非法添加物常见的还有块黄、硼酸、硫氰酸钠、蛋白精、酸性橙等。一般
来说，不违规不超量不超范围的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是安全的。
(选自《科学画报》有删改)
【链接材料】
某食品配料表
原料

比例

添加剂

比例

小麦粉

83%

山梨酸钾

0.7%

鸡蛋

10%

硫氰酸钠

0.2%

白砂糖

腐乳红曲
6%
0.1%
11、食品添加剂在现代食品工业中有哪些功能？请简要概括。(4 分)
12、联系上下文，请简要说说下面句子中加点词语的作用。(3 分)
除了极少数
．．．的天然野生食品外，几乎
．．没有什么是不含添加成分的。
13、作者在第③段中列举了一系列数字，请分析它们的作用。(2 分)
14、阅读链接材料，请你根据本文有关食品添加剂的知识，判定这一食品能否安全食用？说
说你的理由(3 分)
三、古诗文阅读(20 分)
阅读下面古诗文，完成 15~23 小题。
(一)(4 分)
十五夜望月
(唐)王建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15、本诗前两句写景，不带一个“月”字，我们却可以从_________一词中看出月色的空明
皎洁，这两句诗描写出景物_________的特点。(2 分)
16、本诗体现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2 分)
(二)(9 分)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
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者，将军岂愿
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
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
出？”
17、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3 分)
(1)先主器
(2)将军宜枉驾顾
(3)欲信
．之
．之
．大义于天下
[来源:学科网 ZXX K]

18、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好为
武陵人捕鱼为
B、因
未若柳絮因
．《梁之父》
．业
．屏人曰
．风起
C、每自比于
受地于
D、而
学而
．管仲、乐毅
．先王
．智术浅短
．不思则罔
19、用现代汉语写出下面句子的意思。(2 分)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20、刘备说自己“智术浅短”，你怎么看？结合选文内容说说你的看法和理由。(2 分)
(三)(7 分)
①
卢君出牧衢州，有一士投贽 。公阅其文，十篇，皆公所制也。密语曰：“非秀才之文。”
②
③
④
对曰：“某 苦心忧课 ，非假手也。”公曰：“此某所为文。兼 能暗诵否？”客词穷，吐
实曰：“得此文，无名姓，不知是员外撰述。”惶惶欲去。公曰：“此虽某所制，亦不示人，
秀才但有之。”
比去，问其所之。曰：“汴州梁尚书也，是某亲丈人，须住旬日。”公曰：“大梁尚书
⑤
乃亲表，与君若是内亲，即与君合是至亲。此说，想又妄耳。”其人战灼 ，若无所容。公
曰：“不必如此。前时恶文及大梁亲表，一时奉献！”
【注释】①投贽(zhì)：投递求见的名贴，这里指秀才把文章递进去，求得提
拔的意思。②某：自称，相当于“我”。③课：功课，学业。④兼：这里可译作“也”。
⑤战灼：哆嗦，打战。
21、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3 分)
(1)非假
(2)客词穷
(3)秀才但
．手也
．
．有之
22、用现代汉语写出下面句子的意思。(2 分)
比去，问其所之。
23、选文中秀才是一个怎样的人？(2 分 )
四、写作(50 分)
24、根据要求作文。(50 分)
罗丹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请用你的慧眼去发现美，用
你的心灵去感悟美，用你的妙笔去描绘美。
请以“最美”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文体自选。
②文章不少于 600 字(诗歌不少于 16 行)。
③文中不要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等。
[来源:学|科|网]

语文试题参考答案
一、语文知识积累与运用(21 分)
1、(1)审
(2)苍
(3)誉
2、C

3、(1)改为“鼓励全市青年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历史机遇”，或“鼓励全市青年顺应时代潮
流，抓住历史机遇”。
(2)改为“倡导锐意进取的精神，开拓创业的局面。”
4、(1)无可奈何花落去
(2)恨别鸟惊心
(3)地利不如人和
(4)例：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
(5)例：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5、(1)海伦·凯勒(或海伦)
(2)《名人传》
(3)茨威格
6、新闻摘要示例：各地都十分重视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开展各种活动倡导低碳生活。
宣传标语示例：地球一小时，节能一辈子。
让绿色成为地球最美的颜色。
获奖感言示例：我很高兴，感谢大家给我的鼓励，今后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当好环保小
卫士，并带动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绿色。
二、现代文阅读(26 分)
(一)(14 分)
7、答案示例一：收到对门送来的绿豆糕，老郭夫妇猜测她的用意，其实，老张媳妇只是为
了让他们尝尝绿豆糕的味道(或许只是乡下的一种习惯)。
示例二：对门送来一碗绿豆糕，老郭夫妇以为她有什么事，第二天老张媳妇告诉他
们真的没有什么事。
示例三：老张媳妇按乡下的风俗给对门送去一碗绿豆糕，结果老郭夫妇以为她有什
么事，这让老张媳妇很不明白。
8、答案示例：老郭媳妇认为来自乡下的老张媳妇送绿豆糕一定是有求于她，很世俗很势利；
她为了一碗绿豆糕一晚上睡不好，担心自己被人利用，谨小慎微；她不相信老张媳
妇真的没事，多疑猜忌；她明明担心老张媳妇会给她带来麻烦却口是心非假装热情，
虚伪不真诚。
9、答案示例：“灌”字形象生动地写出了绿豆糕麻油香味的浓郁，又暗示了绿豆糕代表的
老张媳妇淳朴真诚的邻里情谊所带来的强烈冲击。
10、答案示例一：有必要，作者这样着意交代人、物、风俗都来自乡下显然别有深意，是为
了说明乡下人待人真诚，乡下的民风淳朴，以此和以老郭夫妇为代表的城里人的自
私世俗形成对比。
示例二：有必要，作者这样是为了说明老张媳妇这样的乡下人没有沾染上城里人的
世俗势利，他们仍保持着淳朴的民风民俗。
示例三：没必要，因为城里也有友好和谐的邻里关系，人与人的隔膜根源不在于城
乡的差别。
(二)(12 分)
11、防腐保鲜功能，改善食品外观和口味的功能，防病抗病功能，调整食物营养结构的功能。
12、答案示例一：“极少数”是说明不含添加剂的食品很少，“几乎”说明含添加剂的食品
很多，它们准确说明食品添加剂在现代食品工业中使用广泛(或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
品工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物质)。
示例二：“极少数”和“几乎”都起了限定作用，准确说明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
工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物质。
13、第③段中数字是为了准确说明食品添加剂的防腐保鲜效果十分明显。
14、答案示例：该食品不能安全食用。理由 1：该食品添加剂中的硫氰酸钠是非法添加物，
超出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理由 2：山梨酸钾的添加量超出 0.5%的规定标准。

三、古诗文阅读(20 分)
(一)(4 分)
15、地白(白)
凄清(第二回答“清冷、寂静、凄凉”等也可)
16、抒发了诗人因思念家乡、思念亲人而孤独寂寞的思想感情。(答出思念家乡、亲人即可)
(二)(9 分)
17、(1)器重、重视
(2)拜访、看望
(3)通“伸”，伸张
18、D
19、因此刘备就去拜访诸葛亮，总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
20、答案示例：刘备并不是一个“智术浅短”的人 (这是他自谦的说法)，从“欲信大义于
天下”中看出(刘备志向远大)；从“三顾茅庐”中看出(他求贤若渴)；从“志犹未已”
中看出(他有恒心有毅力)。
(三)(7 分)
21、(1)借、假借
(2)尽、完
(3)只、只管
22、等到(秀才)要离开(的时候)，(卢君)问他要到哪里去。
23、秀才是一个弄虚作假(虚荣浅薄，不学无术，不知悔改，爱吹牛)的人。
四、写作(50 分)
24、略 书写(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