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青海省初中毕业升学考试语文试卷
（本试卷满分 12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友情提示：沉着冷静，认真审题，深思明辨，细心作答，书写规范，展示才华。

一．口语表达能力展示（3 分）
1．体育考试结束后，班主任在班上宜布：从今天起，体育课改上英语课。班长小青认为这
样做不好，于是站起来对老师说：

二．基础知识与运用能力展示（26 分）
2．下列句子中加点字的注音、字形都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
．．（wù wù）穷年，沥
．尽心血。
B．北燕
．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
．（nuò）迹。
C．我听见有人啜
．（chuò）泣，正纳罕
．那是谁，结果发现原来是我自己。
D．愿你撷
．（xié ）自取一片绿意，让那盎
．然的春意永驻心田。
3．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运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从我丈夫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获益匪浅
．．．．。
B、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
．．．．，而且一反既往了。
C、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应当不断学习，见异思迁
．．．．，积极进取。
D、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又常常把这两句话向我的朋友强聒不舍
．．．．。
4．下列句子中有语病的一项是（

）（2 分）

A．具备顽强的毅力，是一个人在事业上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B．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中分外轻逸，似远似近，似近似远。 又似有似无，似无似有。C、回
想自己走过的路，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D、无论近处或远处的事物都会使你目光依恋流连，而且瞻望前景还有那么多的事物。
5．请补写出下列各句中的空缺部分。
（任选 10 个填空，每空 1 分，10 分）
① 万里赴戎机，

。
。
（《 木兰诗》 ）

，

。将军百战死，

② 天河何处？／远远的海雾模糊。／怕会有鲛人在岸，/

_ ? （郭沫若《 静

夜》）
》

③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出自韩愈的《

④ 人们赞美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质，常常引用李商隐《 无题》 中的名句
，

“

。”

⑤ 《 过零丁洋》 中把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诗句是：
，

。
”

⑥ 中国的酒文化享誉世界，请你写出一句古诗词中有“酒”字的连续的句子：
，
6．仿照例句“书是滋味甘醇的美酒，让人回味无穷”，再写两个句子。（2 分）
书是

，让人

。

书是

，让人

。

7．用一句话概括新闻的主要内容。（2 分）
5 月 31 日，40 名从四川地震灾区来西宁市就读的学生，与西宁市的 43 名市级三好学
生手拉手结对子，在本报举办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公益活动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上午 10 时许，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迎来了来自四川和青海两地的中小学生。两
地孩子同在绿色的爱心卡上、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横幅上留下了爱的语言。一张张爱心
卡，一条条爱心留言，是青、川两地孩子爱的见证。在参观了体育训练基地之后，孩子们来
到绿草如菌的足球场上对歌、做游戏、放风筝，情同兄弟姐妹。
来青海的这些孩子中，有的父母还在杭震一线，有的家中房子塌了，有的失去了不少同
学和老师，有很多人的亲人还躺在医院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公益活动让这些灾区孩子的
心充满了温暖。（《西海都市报》2008 年 6 月 1 日，有删改）
答：

8．写一段话介绍文学名著，要求从《 水浒传》 《 鲁滨孙漂流记》 《 繁星· 春水》 中
任选一部，至少选用两个备选词语，并在所选词语下画横线。（3 分）
备选词语：大气磅礴

清纯自然

曲折跌宕

生动逼真

栩栩如生

情真意切

行云流水

百折不挠

9．下面是对湟水中学 100 名学生调查的结果，根据表内资料回答问题。( 3 分）

内容·人数·了解程度

知道父母生日

知道好友生日

知道偶像歌星生日

完全知道

31

76

92

知道一点，但不完全

46

18

5

完全不知道

23

6

3

① 从这份调查统计表中，你发现了什么？( 1 分）
答：

② 针对调查中存在的问题，你想对这些同学说些什么？( 2 分）
答：

三、古诗文阅读能力展示（ 17 分）
（一）阅读《 西江月》 ，完成 10 —— 11 题。
（4 分）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10．关于这首词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这首词的作者是唐代的辛弃疾。
B、“西江月”是词的题目。
C 、“见”，读 jiàn ，“见到“的意思。
D．这首词表达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喜爱和对农事丰收的喜悦之情。
11．这首词的上阙从

、听觉和

方面写夏夜的山村风光．( 2 分）

（二）阅读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 ，完成 12 一 16 题。（13 分）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
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
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
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

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
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
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
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12．解释下列加点的词。
（任选两小题，2 分）
① 把
．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
③ 环
．滁皆山也：

② 属予
．作文以记之：
④ 寒暑易节，始一反
．焉：

13．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4 分）
①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② 日星隐眼，山岳潜形
14．第三、四段写景是为了表达哪两种人的思想感情？这两种人的思想感情有什么共同之
处？( 2 分）
答：

15 、
“微斯人，吾谁与归？”中的“斯人”指的是哪类人？表达了作者对滕子京怎样的态度？
( 3 分）
答：

16 ．本文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什么？（用原文回答，2 分）
答：

四、现代文阅读能力展示（24 分）
（一）阅读《 故乡》 （节选），完成 17 一 22 题。（14 分）
①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
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
②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
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 颈上
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
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 便和我说话，於是不
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
③ 这来的便是闰土。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
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
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
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
．．着；手里提着一个
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
皮了。
④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⑤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
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⑥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
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⑦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
．．；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
出话。

17．结合具体语境．解释文段中加点的词语．( 2 分）
① 瑟索：
② 寒噤：
18．下列说法有误的一项是（3 分）(

)

A．《 故乡》 的体裁是小说，作者是鲁迅，选自《 呐喊》

B．
《 故乡》 以“我”回故乡的见闻和感受为线索，以“我”记忆中的故乡与现实中的故乡
发生的巨大变化为基本内容，展开情节，揭示了深刻的主题。
C．闰土是《 故乡》 的主要人物，作者“我”是次要人物。
D．《 故乡》 在人物描写中运用了对比的手法。
19．第⑥ 段侧重描写中年闰土的

和

。（2 分）

20．闰土少年时称“我”为“迅哥儿”，而重逢时却称“我”为“老爷”
，其原因是

（2 分）
21．少年闰土的形象寄予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2 分）

（2 分）
22、“我”见到闰土有许多的话想说，但为什么“吐不出口外去”？（2 分）

（2 分）

（二）阅读下文，完成 23 — 27 题。
（ 10 分）
①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3000 多枚奥运会奖牌全部使用青海昆仑玉。
② 青海昆仑玉出产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境内昆仑山脉的道教发源地玉虚峰。 我国古代自
然、社会科学典籍中多有“玉出昆岗”记载。昆仑玉主要成分是由“透山石”和“阳起石’”
组成的纤维状微晶结合体，有“白玉”“青玉”“青白玉”“黄玉”“墨玉”“翠绿色玉”等，
丰富的色泽便于区分金、银、铜奖牌的等级。
③ 据悉，北京奥运会的金牌、银牌、铜牌分别由“白玉”
“青白玉，
‘青玉’”制作。玉
环的内环周长为 31.9 毫米，外环周长为 57.7 毫米，厚为 3 毫米。
④ 昆仑玉体积大于新疆和田玉，最大块体超过 10 吨，有地细密

（a ．柔嫩。

B.柔润），加工处理后光莹温润、洁透高雅、美观坚固，是国际珠宝界认定的优质级别玉石
种类。此外，青海昆仑玉储量大，大块材料多，可满足同等奖牌使用相同质地成色材料的需
要，能为北京奥运会奖牌的制作提供充足的原料来源。青海昆仑玉与新疆和田玉处于昆仑山
脉同一条成矿带上，由于新疆和田玉资源储量已十分稀少，近年来青海昆仑玉在国内外市场
占有了较大的

（a.份颇 b 分量）

⑤ 数千年来，玉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文化历来崇尚以玉比

德、以玉表情、以玉明志。玉含有美好、尊敬、相爱、相助的内涵，也凝聚着团结友谊的奥
林匹克精神。绵延于青海高原、享有万山之宗美誉的昆仑山，不仅出产了品质优关的青海昆
仑玉，也孕育了中华各民族相互融合交汇发展、博大精深的昆仑文化，凝结着中华文化中“和
谐、和平、和睦”,“和为贵”,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将昆仑玉作为制
作北京奥运会奖牌的材料，既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也完美体现了北京奥运会“绿色、
人文、科技”的主题，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具有积极的
作用。

23．从第④ 段的两处括号中选择恰当的词语城在文中的横线上。（2 分）
24．文中画线的句子采用了

的说明方法。

25．第② 段中说“我国古代自然、社会科学典籍中多有“玉出昆岗”记载”这一句在文中
起什么作用？( 2 分）

（2 分）
26．将昆仑王作为制作北京奥运会奖牌的材料，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哪些思想？( 2 分）

（2 分）
27．玉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人以玉比德，以玉表情，以玉明志。你知道带有“玉”
字的成语有哪些？请写在下面的横线上。（至少写两个，2 分）

（2 分）

五、写作能力展示（50 分）
28．从下面两题中任选一题作文。（50 分。其中卷面整洁、字体规范美观 3 分）
要求：① 符合题意，中心明确．情感真实，语言通顺．② 文体不限，字数除诗歌外不少于
600 字。③ 题目或正文中不要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和人名。
题一：收藏
提示：先将题目补充完整，然后作文。横线上可选填“真情”
“快乐”
“亮丽的风景”
“十六
岁的天空”… …

题二：请仔细观察右侧的漫画。自选角度，自定立意，自拟题目作文。

青海省 2008 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语文试卷
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口语表达能力展示（3 分）
1．示例：
“老师，虽然体育考试结束了，但是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适当的体育活动能消除疲
劳，提高学习效率，希望继续上体育课吧！”
评分标准：称谓明确（1 分），内容符合要求，言之有理（1 分），语言简明、连贯、得
体（1 分）。
二、基础知识与运用能力展示（26 分）
2．B ( 2 分）
5．① 关山度若飞

3、C ( 2 分）

4、A ( 2 分）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壮士十年归

② 对月流珠
③ 《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④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⑤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⑥ 开放性试题，城写课内外符合题意的古诗词均可。
例：
花向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任选 10 个填空，每空 1 分，共 10 分；若多选，按顺序评卷，出现错别字、多字、少字、
倒字现象则该题不得分）

6．略。（句式基本相同，语意连贯即可，2 分）
7、青、川两地孩子在“我们都是一家人”公益活动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意思接近即
可，2 分）
8．示例：
《 水浒传》 是一幅描写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壮丽画卷，小说大气磅礴，故事情节
曲折跌宕，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堪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一座里程碑。
（能恰当运用两个所选词语得 1 分，语句连贯得 1 分，符合名著得 1 分。共 3 分）
9．( 3 分）① 知道父母生日的占一小部分，知道好友生日的占大部分，知道歌星偶像生日
的几乎是全部。
（通过比较作答，意思接近即可，1 分）② 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父母，其次
是好友，而对偶像歌星可不必迷恋。
（意思接近即可，2 分）

三、古诗文阅读能力展示（17 分）
（一）( 4 分）l0、D ( 2 分）
11．视觉

嗅觉（2 分）

（二）( 13 分）
12．① 持、执

② “属”通“嘱”③环绕④ “反”通“返”（任选两小题，多选按顺序

评卷，2 分）
13、① 这就是岳阳楼盛大壮观的景象。
（或这就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② 太阳和星星隐藏
起光辉，山岳隐没了形体。（每小题 2 分，共 4 分）
14．（共 2 分）迁客骚人（1 分）以物喜，以己悲（意思接近即可得 1 分）
15．（共 3 分）古仁人（l 分）

要点：安慰、劝勉（意思接近即可得 2 分）

16．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 分）

四、现代文阅读能力展示（24 分）
（一）( 14 分）
17．① 瑟索：即瑟缩，身体因寒冷而蜷缩或兼发抖。
② 寒噤：因惊讶而感到心寒。（每小题 1 分，2 分）
18．C ( 3 分）
19．神态语言（2 分）
20．闰土精神麻木，受封建等级观念影响太深。
（意思接近即可，2 分）
21．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和追求。（意思接近即可、2 分）

22．闰土的变化太大，让“我”感到十分陌生，不知道该不该提儿时的事。（3 分）
（二）( 10 分）
23．b ．柔润

a ．份额（每空 1 分，2 分）

24．作比较（2 分）
25．
（共 2 分）说明玉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史籍资料。
（1 分）与下文“玉
文化”的阐述相呼应。（1 分）
26．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和谐、和平、和睦”, “和为贵”,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思想。
（2 分）
27．示例：冰清玉洁

五、作文：略

守身如玉

玉石俱焚（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