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四川省广安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选择题（请将下面各小题符合要求的选项填涂在答题卡上。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下列词语划线字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坍塌（tān）
嗔怒（chēng）
朴刀（pō）
强聒不舍（guō）
B.慰藉（jiè）
憔悴（cuì）
稽首（jī）
忧心忡仲（zhōng）
C.孪生（1uán）
寒噤（jìn）
罗布泊（bó） 即物起兴（xìng）
D.进溅（bèng）
蹒跚（pán shān） 熹微（xī）
面面相觑（qù）
解析：这是对汉字读音识记的考查。
答案：D
2.下列词语书写无误的一项是（
）
A.笨拙 题纲 甘败下风 铤而走险
B.粗旷 吞噬 怨天尤人 谈笑风生
C.伎俩 玷污 虎视眈眈 仗义执言
D.颠覆 针砭 前扑后继 惟妙惟肖
解析：这是对汉字字形识记的考查。
答案：C
3.下列各句中划线的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A.在观众震耳欲聋的助威声中，苏炳添首当其冲，率先跑过终点，夺得 2017 国际田联百米
大战的冠军。
B.在市运会开幕式上，我校表演的戏曲广播体操粉墨登场，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C.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
D.在广安市“我为家乡发展作贡献”征文比赛中，我们只有异想天开，才能创作出独特的艺
术作品。
解析：此题考查词语的积累与理解能力，平时要有一定的词语或成语的积累，做题时还要会
根据句子的意思，理解词语或成语的意思。要想正确的运用成语，必须准确理解成语的意义，
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词义的范围、词义的轻重、感情色彩等。
答案：C
4.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A.目前，国内几大主流媒体对爆款手游《王者荣罐》中人物的设定罔顾历史，过度创新的行
为，纷纷发文批评
B.学校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开展“三进校园”等多项实践活动，学生非常受欢迎。
C.是否选择对社会对未来负责的低碳生活方式，是衡量现代人良好素质的重要标准。
D.针对最近发生在校园里的一些违法案件、教育部要求地方有关部门.对侵犯少年儿童权益、
损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要从严查处并依法打击。
解析：这是对病句辨析和修改的考查。
答案：A
5.下列句子标点符号使用符合规范的一项是（）
A.是微信转账？还是支付宝付款？他拿不定主意。

B.“诗有什么作用？”台湾美学家蒋勋说，“我常常觉得诗只是在最哀伤最绝望的时刻让你
有面对生命的平静。”
C.东六宫大都作为古代艺术品的陈列馆，展出宫内收藏的青铜器、绘画、陶瓷……等。
D.2017 年 8 月 23 日至 27 日，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创新创业创造，迎接
智能社会》为主题。
解析：这是对标点符号运用的考查。
答案：B
6.下列说法不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A.《诗经》又称“诗三百”，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共
305 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B.韩麦尔、奥楚蔑洛夫、于勒这三个人物分别出自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俄国作家
契诃夫的《变色龙》法国作家莫泊桑的《我的叔叙于勒》
。
C.戏剧是通过矛盾冲突来展开情节和塑造人物的。按照表现形式戏剧可分为悲剧、喜剧、正
剧等。
D.《谈生命》作者冰心，原名谢婉莹、其作品《繁星》《春水》是在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
集》的影响下写成的，主要歌颂母爱、盖真、大自然。
解析：这是对文学常识识记的考查。
答案：C
7.填在横线上的句子排列顺序最恰当的一项是（）
一个真正的读者应具备基本的判断力和鉴赏力、能够辨识一水书的优劣，本能的拒斥劣
书，倾心好书____________。一旦你的灵魂足够丰富米深刻、你就会发现、你已经上升到了
一种高度，不能容忍那些贫乏和浅薄的书了。
①当然，灵魂的品质是可以不断提高的、读好书也是高的途径、二者之间有一种良性循环的
关系。
②只要坚持这个标准，灵魂的品质对书的判断力就自然会同步得到提高。
③这种能力部分地来自阅读经验，但更多地源自一个人灵魂的品质。
④重要的是一开始就给自己确立一个标准、每读一本书、一定要在精神上有收获、能够开启
你的心智。
A.①③④②
B.②①④③
C.②④③①
D.③①④②
解析：做本题时注意上下的过渡和衔接，语言要简明、连贯、得体。具体方法是紧紧抓住“序”
字做文章，先确定中心句；然后再梳理各句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关键词的一定要抓关键词；
最后逐句推敲，看整段是否符合一定的顺序。
答案：D
阅读下面短文，完成各题。
（6 分）
农业 3.0 时代
所谓农业 3.0 时代，是相对农业 1.0、2.0 时代而言。农业 1.0 时代对应于传统农业社
会，其特征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自给自足，技术水平较低，耕作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对
风调雨顺、地力水源等自然因素依赖度高。农业 20 时代开启于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其特

征是工业革命的成果逐渐反哺于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工业品广泛使用，农业基础设施
全面改善，“靠天吃饭”的局面得到较大改观，农产品“量”的问题基本解决。
农业 3.0 时代则发端于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它既是对农业 2.0 时代的继承，也是
对农业 20 时代的超越；它的技术水平更高、生产效率更高，同时也更加个性化、更具丰富
性；它不仅满足“量”的需求，也能很好地满足“质”的要求。总之，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
颠覆性的农业。
农业 3.0 时代的农业样态，林林总总，琳琅满目，比较重要的就有智慧农业、绿色农业、
定制农业、品质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体验农业、休闲农业、养生农业、观光农业等
等，以及由这些农业样态交叉融合而来的新样态。
比如智慧农业，它把信息技术引入农业的生产、流通、销售、管理等环节，依托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以及智能农业装备，依托大数据，实现农业的精细化种植和智能化生产，
现农业全产业链的升级再造。
又比如绿色农业，它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民众对高品质、安全健康农产品的需
求相对接，采用农药减量、生态循环、施用有机肥等绿色生产方式，生产市场认可的绿色农
产品，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类似这样的农业样态不断兴起，“农业+”“+农业”，农业正在抛弃单纯的“地里刨
食”，告别简单粗放、整齐划一，迈向一个新时代——农业 3.0 时代。
8.选文使用的说明顺序是（）（2 分）
A.时间顺序
B.逻辑顺序
C.空间顺序
解析：这是对说明顺序的考查。
答案：B
9.选文主要使用的说明方法有（）（2 分）
A.打比方、作比较
B.列数据、打比方
C.举例子、列数据
D.分类别、作比较
解析：本题考查说明文的说明方法。
答案：D
10.下列选项表述不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选文介绍了农业 3.0 时代的含义及其样态
B.农业 1.0 时代是单纯的“地里刨食”，自给自足的传统时代；农业 2.0 时代是简单粗放、
整齐划一，广泛使用工业品的时代；农业 3.0 时代是信息化、技术化水平更高的新时代。
C.蔬菜种植基地引进的水肥一体化设备，可以感知土壤和环境的变化，根据这个变化给蔬菜
提供种植需求。这是智慧农业的一种体现。
D.删掉“农业 2.0 时代亻的基础设施全面改善，‘靠天吃饭’的局面得到较大改观。”这句
话中的“较大”一词，更能准确体现农业 1.0 到 2.0 时代的惊人变化。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原文内容的理解。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在理解原文内容的基础上，根据
题目的要求和提示的信息梳理内容，找出相关的语句，逐项进行分析即可。
答案：D

二、积累与运用（21 分）
11.诗文名句默写填空（每空 1 分，错一个字该空不得分，共 7 分）
（1）报君黄金台上意，___________。
（李贺《雁门太守行》）
（2）___________，风正一帆悬。
（王湾《次北固山下》
（3）我是你___________，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
（ 4 ）《 岳 阳 楼 记 》 中 动 静 结 合 ， 描 写 洞 庭 湖 月 夜 美 景 的 句 子 是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5）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困难与挫折常常伴随着我们，我们要用李白《行路难》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来激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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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携玉龙为君死 （2）潮平两岸阔 （3）额上熏黑的矿灯 （4）浮光跃金，静影
沉璧
（5）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古诗鉴赏（4 分）
鲁山山行
梅尧臣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12.诗人通过哪些意象描绘了鲁山什么季节的景色？（3 分）
解析：这是对诗歌内容理解和信息筛选的考查。
答案：千山、好峰、幽径、
（秋）霜、熊、树、林、鹿、（小）溪、人家、鸡鸣。
13.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1 分）
解析：鉴赏诗歌情感。
答案：表达了作者对鲁山（美景）的喜爱之情。或：表达作者沉醉鲁山（美景）的愜意。
阅读名著，完成下列各题。
（每空 1 分，共 4 分）
14.《海底两万里》中，尼摩船长的潜水艇从太平洋出发，途经澳大利亚珊瑚海，在游历了
印度洋、红海、__________等海域后到达南极。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内容的积累能力。名著学习中要注意积累的广泛性。既要注意表面的知
识，如作者、背景、写作特色、涉及人物及故事情节；还要知道一些细节，并且及时做笔记，
做到积少成多，常读常新，逐步深化印象。做题时才能信手拈来，得心应手。
答案：地中海（大西洋）
15.《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__________（人名）战胜了伤寒，第四次跨过死亡的门槛，
在去基辅之前来到烈土公墓悼念战友。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内容的积累能力。名著学习中要注意积累的广泛性。既要注意表面的知
识，如作者、背景、写作特色、涉及人物及故事情节；还要知道一些细节，并且及时做笔记，
做到积少成多，常读常新，逐步深化印象。做题时才能信手拈来，得心应手。
答案：保尔·柯察金
16.《格列佛游记》中，格列佛在__________（国名）曾用两根特制的圆棍弹琴，国王、王

后听了都非常满意。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内容的积累能力。名著学习中要注意积累的广泛性。既要注意表面的知
识，如作者、背景、写作特色、涉及人物及故事情节；还要知道一些细节，并且及时做笔记，
做到积少成多，常读常新，逐步深化印象。做题时才能信手拈来，得心应手。
答案：大人国
17.《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戴宗有道术，绑四个甲马，可日行八百里，他的江湖绰号是
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内容的积累能力。名著学习中要注意积累的广泛性。既要注意表面的知
识，如作者、背景、写作特色、涉及人物及故事情节；还要知道一些细节，并且及时做笔记，
做到积少成多，常读常新，逐步深化印象。做题时才能信手拈来，得心应手。
答案：神行太保
综合性学习（6 分）
材料一：央视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为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没有大牌明星，只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没有声嘶力竭的歌唱，只有安安静静地书写。节目开播以来，全
国刮起了一股汉字听写风潮，还催生了一批“听写族”。
材料二：2018 年，央视推出了大型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节目一开播就得到了观众
好评。此节目将古典诗词与流行音乐完美结合，带领观众在众多歌手的演绎中领略了诗词之
美、音乐之美和文化之美。
材料三：中国首档中文诗词记忆闯关节自《中华好诗词》河北卫视华丽亮相，接力《中
国汉字听写大会》
，为观众继续烹调这场越炒越文的中华文化盛宴。
18.从以上材料中你探究出怎样的信息？（2 分）
解析：只要围绕“传统文化受到观众喜爱”阐述，语言简洁流畅即可。
答案：传统文化类节目走上荧屏，深受观众喜爱。
19.某班将于本周星期五下午举行“走进传统文化”的主题班会、假如你是该班学生，请完
成以下任务：
①请你为活动拟写一副对联。
（2 分）
②班级想要你去邀请郝校长参加此次活动，你会怎么说？要求语言得体，内容简洁。
（2 分）
解析：①只要围绕宣传、学习、传承传统文化，句式结构一致，意蕴相连即可。②答案只要
有称呼、时间、事件，语言得体即可。
答案：①示例一：走近民族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
示例二：汲取民族精神营养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示例三：品文化大餐
展民族精神……
②示例：尊敬的郝校长，您好，我们班定于本周星期五下午举行“走进传统文化”主题班会，
特邀您参加此次活动，期待您的光临！谢谢！
三、阅读与理解（39 分）
（一）记叙文阅读（13 分）
一碗米粉
（1）天有些冷了，父亲突然对我说，陪我去一趟桂林吧。父亲越来越老了，行动也越
来越不方便了，已经不能独自外出了。我那时正好要去西双版纳，就说，桂林你已去过了，
西双版纳还没去过，干脆和我一起去西双版纳吧。父亲摇摇头。我又提了几个父亲没去过的

地方，父亲仍然摇头，态度很坚决。
（2）没办法，只好陪父亲去桂林。路上，我问，为什么非要去桂林呢？父亲说，我要
去吃米粉。就为这原因？我哭笑不得。桂林米粉，我们那儿就有卖的，大老远跑去就为吃碗
米粉，看来，父亲真的变成了老小孩。
（3）车站旁边就有卖米粉的，我说，给你买一碗？父亲不让，带着我一家一家地找。
我说，随便买一碗不就行了，何必找来找去的。父亲很坚决地说，不，我要找一位姓杨的。
我奇怪，他的米粉特别好吃？父亲嗯了一声，又说，我还欠他一碗米粉钱呢。
（4）父亲说，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次他来桂林，玩得很开心，眼看返程的时间就
要到了，他匆匆赶到车站，买了返程的车票。这时，肚子咕咕地叫个不停，于是就在一家小
店要了一碗米粉。也许是因为太饿了的缘故吧，那天的米粉特别好吃。可是等他付钱的时候，
他愣住了，手插在衣兜里怎么也拿不出来。他的钱包丢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他尴尬地
站在那里，脸上立刻冒出一层汗。店主看出了他窘态，问，没带钱？父亲低下头说，钱丢了。
这样吧，把你的地址、姓名给我，回去我一定把钱寄来给你。店主又打量了一下父亲，说，
不用了，下次到桂林来，还来吃我的米粉，不过得给两份钱。
（5）父亲红着脸答应了。十五年了，父亲没有再来过桂林，那碗米粉在父亲的心头挥
之不去。他甚至不知道那位店主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姓杨。
（6）父亲和我把车站周围的小吃店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那位姓杨的。父亲就向人打
听，终于有人告诉父亲，姓杨的店主早搬走了，搬到哪里没有人知道。失望如厚厚的阴云，
蒙在父亲的脸上，他连连叹气。
（7）父亲开始带我在桂林慢慢寻找。要在那么大的桂林寻找一个不知道姓名的人，谈
何容易。我们找了整整两天，也没有找到。天越发冷了，再过 24 小时我们就要回去了。这
时，我突然想到，在网上寻找那位姓杨的店主。我进了一家网吧，在网上发帖，请网友帮忙
寻找。
（8）第二天中午，有人打我手机，说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请我和父亲去吃他的米粉。
我和父亲按他说的地址真的找到了他。父亲一眼就认出了他，快走了两步，上前紧紧握住他
的手，说：
“可找到你了，可找到你了！”语气中满是激动。老杨的头发全白了，动作慢慢腾
腾的，老态毕现。
（9）只是我有些疑惑，这个小店我前天来过，店主是个年轻人。也许是他的儿子吧，
我想。
（10）米粉端上来了，味道确实不错。父亲吃得很香，也很从容。然后，父亲执意按照
自己的标准付了钱。
（11）临别时，父亲又一次握住了老杨的手，说，要是我还能来桂林，我还来吃你的米
粉。老杨使劲地点头，久久地握着父亲的手。
（12）返回途中，我的电话响了，是老杨打来的。他说，我们吃米粉的那家小店并不是
他的，他身体不好，几年前就收了生意。听说我们在找他，他特意和店主商量，临时当了一
会儿店主，又给我们做了一次米粉。他说，他今天特别高兴。
20.用一句话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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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坚持要我陪他去桂林，几经找寻，如愿地偿还了十五年前的那碗米粉钱。
21.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中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3 分）
解析：鉴赏人物形象。
答案：父亲是一个诚信、感恩、重情重义、执著的人。

22.赏析下面的句子。
（3 分）
父亲一眼就认出了他，快走了两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可到你了、可找到你了！”
解析：本题考查鉴赏语句的能力。鉴赏语句的一般方法为：方法＋效果＋情感，在分析效果
时要结合具体的句子。
答案：通过语言描写和动作描写，
（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表现了父亲找到老杨后的激动和
喜悦（兴奋）之情。
23.作者在开篇用了两段文字写父亲坚持要去已经去过的柱林，而不去没有去过的西双版纳，
这样写用意何在？（2 分）
解析：这是对语段作用的考查。
答案：设置了悬念，为下文故事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激发读者阅读的兴趣。
24.结合选文内容，谈谈你得到的启发。（3 分）
解析：本题考查思维的拓展能力。要从得到的启发和结合选文内容两方面作答。
答案：示例一：我得到的启发是要做一个诚信、感恩的人。文中的父亲坚持去桂林偿还 15
年前的那碗米粉钱，这种信守承诺、懂得感恩的精神感染了我。
示例二：我得到的启发是要做一个善良，善解人意的人。文中的老杨看出父亲丢失钱包的窘
态，不仅不收钱，还邀请父亲再来吃他的米粉。
（二）议论文阅读（11 分）
知止
[台湾]张继高
①年幼时，父亲不止一次以“知止”二字教育我们。当时觉得这两个字既玄又深，不能
明白其中的深意。有一年中秋，乡亲送来了两篓上好的白石榴，香甜多汁，我不禁吃个不停。
夜晚腹泻，父亲趁机 A （教训、训诲）说：这也是不懂得吃东西也应该“知止”的缘
故啊。
②到了中年，每读名人传记，或观察时人的成败升沉，发现其中灾祸发生的起因在于不
懂得“知止”之道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一个人理应知道他从社会上取得的最大限度是多
少，超过这个限度，命运便会报复他。问题是这个“限度”并没有科学的计算方法，也没有
客观的标准。能够估量得恰到好处的人，全凭他的自知与自省的功夫，外加一二肯直言规劝
的朋友的适时谏阻。
③困难的是，已揽大权、已赚大钱的人对“知止”特别地听不进去。像王安石，其能力、
政见可以说是卓绝一代，在宋神宗的宠信之下，他独揽军政、经济大权于一身。然而他做事
太急、太贪，总想一下子就“全面”改革，结果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功业。其不懂“知止”
之道可谓极矣。
④由王安石想到乔治·华盛顿，就觉得华盛顿高明。华盛顿虽然指挥过美国历史上赫赫
有名的独立战争，但战争结束后他不以功臣自居，决心回到老家种田。他说：
“我毕生最大
的兴趣在农作。
”其“知止”功夫可以说是到家了。
⑤我对培根的散文百读不厌。他有一句讽刺不懂得“知止”的人的话：“升级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人们费了很大的劲，一级级往上爬。结果地位愈高，愈是痛苦，而且有时还是很
卑鄙的。人们用不尊严的手段爬到尊严的地位，结果是怎样呢？他们的地位是岌岌不保的。
说垮便会垮下来，不然也会慢慢减色，渐渐地被淘汰……
⑥我有些近十年来在商界曾经呼风唤雨过的朋友，如今不少已潜逃海外，身败名裂，或
者正在苟延挣扎之中。其中一二位在他们春风得意，夜夜逐酒征歌，结纳权贵，炒地皮、卖

军火的时候，我就曾婉劝他们适可而止、相机打住。可惜他们听不进去。
⑦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懂得从社会上取得多少才是适当的。“钱”“权”都是如此。
要想生活得心安理得，培养一点“知止”精神是很必要的。在一个高度进步而民主的社会中，
人的观念有法律、道德和知识来随时 B （制衡、制约），自然会产生一些“知止”的想
法。而在眼下这个嘈杂浮躁的社会里要懂得“知止”之道，就只有靠自我修养了。（选自浙
江文艺出版社《张继高散文》
，有删改）
25.请从括号中选择恰当的词语填在文中 A、B 两处。
（2 分）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这是对词语运用的考查。
答案：A 训诲
B 制衡
26.本文表达的观点是什么？（2 分）
解析：分析概括议论文的主要观点。
答案：示例：一个人要懂得“知止”之道。
27.阅读全文，根据提示用原文填空。
（2 分）
文中的“我”在不同年龄阶段对“知止”有不同的理解：
年幼时，“知止”就是不能“吃个不停”；
中年时，“知止”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今，“知止”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从文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这类题目应明确信息筛选的方向，即挑选的范
围和标准，其次要对原文语句进行加工概括，用凝练准确的语言来作答。
答案：人理应知道他从社会上取得的最大限度是多少，超过这个限度，命运便会报复他。
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懂得从社会上取得多少才是适当的。
28.第③④段主要使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3 分）
解析：分析常见的论证方法及其作用。首先要了解议论文有哪些论证方法及它们的特征，论
证方法除了举例论证外，在讲道理方面还有比喻证论、引用证论、类比论证以及正反论证等。
根据具体内容判断。
答案：举例论证（例证法）
、对比论证（正反论证）。通过列举王安石不懂“知止”之道的反
面例子和华盛顿“知止”功夫到家了的正面例子，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人要知止”的观点。
29.结合本文观点，补写一个自己生活实际的事实论据。（2 分）
解析：本题考查补充议论文论据的能力。围绕文中“人要懂得‘知止”这一观点，列举自己
生活中正面、反面的例子均可，做到语言通顺、流畅。
答案：略。
（三）文言文阅读（15 分）
【甲】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
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
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悉，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
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惠者何不为也？由是则
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惠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
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节选自《鱼我所欲也》
）

【乙】子墨子曰：
“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
‘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
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
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
也。
”
（节选自《万事莫责于义》
）
30.解释下列句子中划线词。
（4 分）
（1）故患有所不辟也（）
（2）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
（3）不若手足之贵也（）
（4）予子冠履（）
解析：文言词语的含义的考查。先要大致了解文章内容，弄清句子的意思，根据句意和对文
言常用词的掌握来判断字词义。要根据语境仔细辨析。
答案：
（1）“辟”同“避”，躲避。 （2）假如，假使。 （3）不如，比不上。 （4）给。
31.下列各组句子划线词语意思或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 分）
A.非独贤者有是心也
是亦不可以已乎
B.所欲有甚于生者
万事莫贵于义
C.故不为苟得也
必不为。何故？
D.所识穷乏者得我与
呼尔而与之
解析：这是对一词多义的考查。
答案：B
32.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4 分）
（1）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2）万事莫贵于义也。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文言句子的翻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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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贤德的人有这种思想（本性），人人都有这种思想（本性），只不过贤德的
人能够不丧失罢了。
（2）一切事物没有比正义更可贵的。
33.两文都很推崇“义”，请选出下列最符合“义”的品质的一组（）（3 分）
①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事务者，窥谷忘反。
②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③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④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⑤2017 年 7 月 6 日，来自哈尔滨的侯爽在危急时刻，不顾自身安危，勇敢地站出来，在高
空中同闹事乘客搏斗，维护了飞机上全体人员的安全。
A.③④⑤
B.①②③
C.②④⑤
D.①②⑤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原文内容的理解。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在理解原文内容的基础上，根据
题目的要求和提示的信息梳理内容，找出相关的语句，逐项进行分析即可。
答案：C
34.甲文用“舍鱼而取熊掌”论证了________的观点，乙文用“冠履不若手足之贵”论证了

________的观点。
（2 分）
解析：理解文言文内容要点。
答案：舍生取义（舍生而取义者也）
，万事莫贵于义
四、作文（40 分）
30.任选一题作文
（1）请以“我要为自己领跑”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600 字的文章，诗歌除外，文体不限，
字迹工整，文中不出现真实的人名、地名、校名。
解析：这是对命题作文的考查。命题作文首先要审好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题目，都要咬文
嚼字，仔细琢磨，找出题目的关键字眼在哪儿。找准它，根据它弄清题目的要求、重点和范
围，确定文章的中心。确定好文章的中心之后，就需要围绕中心选取最能表达中心的材料。
确定中心，选好材料以后，就需要列出一个简要的提纲，确定先写什么，再写什么，后写什
么。
答案：略。
（2）被禁锢在轮椅上长达 40 年之久，向人类揭示宇宙的起源和奥秘，留下轰动世界的科普
名著《时间简史》的霍金，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连续 7 次打破我国夏玉米高产纪录，2 次
打破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头顶无数光环的党的十九大代表“农民的儿子”李登海，他是
我心目中的英雄；扎根山区 36 载，崇德育人，桃李天下，播种未来的支月英老师，她是我
心目中的英雄；不为生活所累，怀揣一颗诗心，获得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冠军的外卖小
哥雷海为，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请结合材料，写一篇不少于 600 字的文章，题目自拟，
诗歌除外，文体不限，字迹工整，文中不出现真实的人名、地名、校名。
解析：这是对材料作文的考查。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