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江苏省宿迁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语言积累与运用
1.读语段给加点字注音或根据拼音写出汉字。
（依次填写）
我喜欢读各种风格的散文，喜欢鲁迅的深沉冷峻、巴金的自然真 zhì（
）
、茅盾的
淳厚质朴、冰心的 wǎn（
）约清秀，也喜欢林语堂的幽默隽
）永、徐志摩的浓艳
．（
绮丽、汪曾祺的恬淡纯净、秦牧的博识睿智……读一篇篇散文，就像和一个个高尚的人在谈
话。
解析：结合汉字的拼写规则来掌握字的读音，对一些多音字、形近字、形声字要能准确辨析；
写汉字题要注意形近字、同音字辨析。
“真挚”不要写作“真执”；
“婉约”不要写作“宛约”；
“隽永”应读作“juàn yǒng”
。
答案：挚 婉 juàn
2.填空。
海日生残夜，_________________。
（王湾《次北固山下》）
_________________，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
）
金沙水拍云崖暖，_________________。 （毛泽东《七律·长征》）
_________________，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
醉翁之意不在酒，_________________。（欧阳修《醉翁亭记》）
他山之石，_________________。
（《诗经》
）
陶渊明的《饮酒》中，最能展现作者热爱自然、心胸旷达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解析：注意题目提供的上下句，书写时注意字迹清楚，不要出现多字、少字、错别字的情况。
答案：江春入旧年
了却君王天下事
大渡桥横铁索寒
江山代有才人出
在乎山水之间也
可以攻玉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3.下面一段话中有两处语病，请找出来并写出修改意见。
①随着全民健身事业的大力推进，令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应用到体育产业中。②花样翻
新的运动软件，为健身者量身订制健身计划。③这些软件通过视频等方式传承健身技能，为
人们健身提供了便利。
第（ ）句，修改意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句，修改意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病句辨析与修改的能力，掌握病句的常见类型及辨识病句的方法。要逐项审
读，从句意，用词，修辞，标点，结构，词语搭配等多方面去考虑，确定最后选项。
答案：①
去掉“随着”或“令”
。
③
把“传承”改为“传授”或“教授”。
阅读材料，根据要求完成综合性学习任务。

【材料一】月球俗称月亮，是围绕地球公转的一颗自然固态卫星，至今约有 46 亿年历
史。月球上几乎没有大气，
因而昼夜温差很大，白天高达 127.25℃，夜晚低至零下 183.75℃。
由于没有大气 甲 （隔绝／阻隔）
，紫外线比地球表面强得多。因此在月球表面会见到许
多 乙 （光怪陆离／千姿百态）的现象。
【材料二】
“月亮”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内蕴，流转在诗人广阔的心灵空间。诗
人怀乡思亲的情感，常寄托予明月。古往今来，写月的诗篇不计其数，月亮成为中华文化的
一道靓丽风景。
4.阅读材料一，从括号里选择恰当的词语填在甲、乙两处的横线上。
甲：______________
乙：______________
解析：
“隔绝”指完全隔断，不相通；
“阻隔”起到暂时阻的作用。根据语境，这里并不是完
全封闭隔断，应选择“阻隔”。
“光怪陆离”形容奇形怪状，五颜六色；
“千姿百态”形容姿
态多种多样。结合前文内容，这里要表现的是月亮表面因紫外线而造成的光亮现象，应选择
“光怪陆离”合适。
答案：阻隔 光怪陆离
5.弘楚中学团委会准备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晚上 7 点，在学校报告厅举行以“诵月”为
主题的诗词朗诵比赛。
阅读材料二，参照示例，用形象化的语言为该活动拟一个标题。
（不超过 15 字）
示例 1：月亮，悬挂在天空的诗
示例 2：诗情传千古，明月寄相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拟写的标题要紧扣【材料二】的内容，要用形象化的语言，语句通顺。可使用描写手
法，或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
答案：
（示例）明月寄相思 天涯共此时
月，传情的天使
6.活动筹备组准备邀请第一中学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李敏担任本次活动主评委，请你以团
委会的名义，写一封邀请函。
解析：注意“邀请函”的写作格式，写清楚具体的时间、地点、相关事件等要素；注意邀请
对象的身份（特级教师）以及自己所代表的“身份（团委会）
。语言要得体、连贯；符合邀
请函的规范。
答案：
（示例）
邀请函
尊敬的李老师：
您好！我校定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晚上 7 点，举行“诵月”诗词朗诵比赛，想邀请您担
任活动主评委，恳请您在百忙中抽空参加。
此致
敬礼
弘楚中学团委会
2017 年 9 月 21 日
二、诗歌鉴赏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回答问题。
睛①

杜甫
久雨巫山暗，新晴锦绣文②。
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
竟日莺相和，摩霄鹤数群。
野花干更落，风处急纷纷。
【注】①本诗是诗人流落蜀中时所作。②文：花纹、图案。
7.这首诗的颔联和颈联是如何描写景物的，有何作用？
解析：先分析景物描写的手法.这两句诗中所写的景物有“湖外草”
“海东云”和“莺”
“鹤”
等，前者是静态，后者是动态。然后分析其作用，景物描写不但写出景物本身的特点，而且
渲染氛围，表达某种情感，情景交融。
答案：选取典型的景物，发挥想象，动静结合（视觉听觉相结合、远近结合、虚实结合）
（任
写两点即可）
，写出了雨后初晴的巫山绚丽多彩、生机勃勃景象。
8.尾联中的“急纷纷”蕴含了诗人怎样的感情？
解析：
联系全诗的内容，了解诗歌的写作背景，注释里已表明“本诗是诗人流落蜀中时所作”
，
据此可以判断出诗人的情感。
答案：
“急纷纷”写出对野花纷纷凋零的怜惜（无奈、伤感），以及自己漂泊无依的忧伤（悲
哀、抑郁）
。
三、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问题。
客见赵王曰：
“臣闻王之使人买马也，有之乎？”王曰：
“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王
曰：
“未得相马之工也。
”对曰：
“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
“建信君有国事，又不知相马。
”
曰：
“王何不遣纪姬乎？”王曰：
“纪既妇人也，不知相马。
”对曰：
“买马而善，何补于国？”
王曰：
“无补于国。
”
“买马而恶，何危于国？”王曰：
“无危于国。”对曰：
“然则买马善而若
恶，皆无危补于国。然而王之买马也，必将待工。今治天下，举错非也，国家为虚戾③，而
社稷不血食④，然而王不待工而与建信君，何也？”赵王未之应也。
客日：
“郭偃之法，有所谓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
“未之闻也。”
“所谓柔雍者，便
辟⑤左右之近者，及夫人优爱孺子也。此皆能乘垩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乎
内，则大臣为之枉法于外矣。故日 月晖于外，其贼⑥在于内，谨备其所憎，而祸在于所爱。”
（选自《战国策·赵策》
）
【注】①赵王：即赵孝成王。②而若：或者。③虚戾：废墟，形容田舍荒芜，人民灭绝。④
血食：祭祀祖先的食品。⑤便辟：素近宠爱者。⑥贼：害，此处指日月中黑暗的部分。
9.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意思或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何故至今不遣
太守即遣
．
．人随其往
B.未得相
．马之工也
C.买马而善
．

往往而死者相
．藉也
京中有善
．口技者

D.然而王之
辍耕之
．买马也
．垄上
解析：A 项，都是“派遣”
；B 项“相马”中的“相”是观看的意思，动词；
“相藉”的“相”
是相互的意思，动词；C 项，前句“善”的意思是“好的、强健的”，形容词，后句“善”
的意思是“擅长、善于”
，动词；D 项，前句“之”主谓之间，无实在意义，助词，后句“之”
的意思是“去，往”
，动词。
答案：A

10.用“／”标出下面句子的朗读停顿。（限两处）
然而王不待工而与建信君
解析：按照音节和句意进行停顿划分。
“然而”句首连词，需要停顿；
“王不待工”与“而与
建信君”为两层意思，表示转折关系，要停顿。
答案：然而/王不待工/而与建信君
11.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柳宗元《小石潭记》
）
解析：翻译文言文句子时，要忠于原文，不遗漏、不随意增减内容，译文要流畅。注意重点
字词以及常见句式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答案：这些都是能趁（乘着）大王您酒酣耳热（酒醉、不清醒）之时向您索求自己所想要的
（东西）的人。
向石潭的西南方向望过去，
（溪身）像北斗七星那样曲折，
（水流）像长蛇爬行那样弯曲，隐
隐约约，或现或隐。
12.根据文章内容，用自己的话说说“客”与赵王谈话的用意是什么。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概括的能力。说客先由买马谈起，看起来毫不经意，实际上已经将要说
的话作了谋划安排。
答案：告诫赵王在治理国家时要选用贤臣，防止偏信亲近的人以致误国（不仅要防备自己的
憎恶的人，更要防备自己亲近的人）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勇气
【美】爱默生
①人们往往以为勇气是寻常而平凡的，然而事实证明，它是罕见而可敬的。因为，懦弱
是人类的本性。由于我们是在安宁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少会面临那种需要勇气的时候。这
就好比一个从未经历过激烈场面的柔弱的男孩，却忽然要面临刺刀或其他暴力的威胁，毫无
疑问，他会感到胆怯和绝望。
②怯懦会蒙蔽我们的双眼，令我们无法看到广阔的天空，而适时的鼓励却常能拨云见日。
克尔律治在英国海军熙役期间有过这样一段轶事，14 岁那年，他随亚历山大伯爵远征。当
身佩步枪，列队袭击敌人的船只时，他害怕得连膝盖都在不停地颤抖。他说：
“就在我将要
晕厥倒地的时候，伯爵抓住了我的手，轻声地对我说道：
‘勇敢点儿，我的伙计！你很快就
会恢复的，我第一次时也和你一样地害怕。’那简直就像是天使在同我说话。从那一刻起，
我便不再惧怕，而是同老船员们一起勇往直前。我不敢想象，假如在那一刻，他不是鼓励我，
而是嘲笑或者呵斥我，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③当孩子面临楼梯的台阶、燃烧的火炉或者飞驰的汽车时，就如同战士们面临着枪炮和
伏兵一样，他们会感到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可是，一旦他们能够准确地了解危险。学会抵抗，
他们便将克服恐惧。正如老练的马夫知道如何去平稳地驾驭马匹一样，当一个老练的士兵看
到枪炮的火焰时，他便知道如何去躲避。所以，猎人不会害怕狗熊、狮子和野狼，养狗人可
以轻松地制服猎犬。
④可见，对所处环境的准确判断是疗治胆怯的一剂良方，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有
了勇气。
⑤学生之所以会被一道数学题难倒，原因就在于他还没有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旦领

悟了其中的奥妙，他就会像阿基米德那样令人叹服不已。
⑥勇气还在于信念。要相信，你的智力和精神 并不亚于那些你所崇拜的人。很多时候，
危险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已。那些不惧困难的人会坦白地承认自己有时候也会感到 一丝胆怯，
之所以胜利，是他相信自己的身体里潜伏着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一位虔诚的教徒在
面对死亡的火焰时，仍能泰然自若地说道：“这是上帝为我特制的帽子。
”
⑦工作中会有挑战，生活中会有困境，学习中会有挫折，勇气是何等的重要。你，应当
更勇敢一些。
（选自《爱默生随笔精选》，有删改）
13.请简述全文的论证思路。
解析：本题考查议论文的写作思路。本文围绕“勇气”，提出了相关论点，然后从不同角度
进行了分析论证.解答时要紧扣“勇气”二字，概括出每一部分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行分
析提炼。
答案：首先由人的本性是怯懦的说起，提出勇气的可贵；然后从“外界的鼓励”了解环境并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信念”等三个方面谈获得勇气的途径（然后从三个方面阐述如何
获得勇气）
；最后指出我们应该具有勇气（最后总结全文，发出号召）
。
14.文章第③段用了哪些论证方法？有何作用？
解析：
先找出使用了何种论证方法，解答时可以抓住文段中的关键词如“当……”
“就如同……
“正如”
“可是”等进行判断。
答案：第③段运用了举例论证、对比论证、类比论证等方法，有力地证明了人面临危险的处
境需要准确判断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可获得勇气的观点，使说理深入浅出，观点更鲜明。
15.结合文意，理解文中画线句子的含义。
这种力量能够使一位虔诚的教徒在面对死亡的火焰时，仍能泰然自若地说道：
“这是上
帝为我特制的帽子。
”
解析：联系上下文，既要写出句子的字面意思，还要探究其在文中的深层含义，要围绕“勇
气”
“信念……“乐观”等关键词展开。
答案：这句话的意思是信念能够使人具有勇气，即使面临死亡，也能泰然自若，乐观地认为
死亡是上帝给他的特殊礼物。
16.联系本文②～⑥段中的某个观点，结合自己的经历，简要谈谈你是如何获得勇气的。
解析：联系全文，从②～⑥段中提炼出一个观点，然后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回答；自己的生
活实践（经历）要能够证明相关论点。
答案：
（示例）鼓励会让人获得勇气。有一次，我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看到台下黑压压的
人群，我特别紧张，愣在台上，这时候，看到班主任对我竖起大拇指，我鼓起勇气，战胜了
恐惧，发挥出色，获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
五、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城市里的菜地
晓寒
①河对面那一大片狭长的河洲，都用来种菜。河把土地分开，同时也把生活分成两种。
我的窗户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面镜子，照山照水，照一座小城，照出一片菜地的丰歉。
②我和土地打了半辈子的交道，来到这座小城以后，渐渐疏离了农事，把一片菜地当成
风景看了。我是菜地里的常客，有闲了就去，点一根烟，慢慢地，边走边看。黄瓜花开了，
偷偷绕过巴掌大的叶子，高举在阳光中，泼辣辣地黄，做好了招蜂惹蝶的准备。苦瓜开始显

山露水，沟沟壑壑都在膨胀，一刻不停地忙着扩充自己的地盘。芹菜拱出来，挤眉弄眼，芽
尖上的泥土还没来得及抖落干净。白菜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肿大。不起眼的白菜，也学会了用
夸张的比例来表现自己的憨态可掬。这些花朵，叶子，瓜果上，都挂着不同的节令，像超市
里货物上贴着的标签。菜地，已成为我另一本鲜活的日历。
③我母亲很少来城里住，城市在她眼里，一身的毛病。你看你住那么高，抬起脑壳一看
吓死人，夜里睡着了都不踏实；一眼看过去，到处都是屋；街上车子打架，走条路都提心吊
胆。而她一辈子生活在村庄里，打开大门就对着田垄和山冈，到处撒满了稻子，瓜菜， 花
草树木，鸡鸭牛羊；喊一嗓子就有人答应，这种敞亮和温情是城市里拿钱 都买不到的。
④有年春天，儿子过生日，母亲破例来住了两夜。一天傍晚，我领她去菜地里看看。一
路过去，母亲指指点点：这个菜栽得好，你看苗嫩葱葱的，以后肯定结得多；这块不行，要
赶紧松土，放肥，再不搞就迟了，你看这人一懒，地也懒了。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母亲几乎
没停过嘴巴，脸上的表情也阴晴不定。
⑤一根藤蔓爬到沟里来了，母亲把它牵回架子上，一条虫子在叶子上爬，母亲把它提了。
母亲在不自觉中就把这些事做了。各种瓜菜，没有一样是闲着的，拔节的拔节，长个的长个，
散发着不同的清香。在里面走着，亲切，踏实，知道自己离土地最近，离庄稼最近，离根最
近。
⑥这晚，母亲显得很高兴，大概是没有想到，城市里还有这样一处地方。不过，并没有
因为一片菜地，使母亲改变对城市的看法，她还是像以前一样很少进城。我回家去，母亲总
会去菜园里摘些菜给我带走，每次摘菜时都会问我，河边那块菜地还好吧？我说老样子。过
了几年，母亲再一次问我，河边那块菜地还好吧？我说好着哩。母亲不再说话，看样子她对
我的回答很满意。
⑦事实上，那块菜地早已经被推平，几条街道纵横穿过，一些商品房从上面拔地而起，
菜地以另一种形式变得高耸幽深，河的这边和那边都变成了同一种生活。那些菜被埋在了城
市的底下，人在上面走过，汽车从上面碾过，只有日子还在流转，雨仍然从天空落下。
（选自 2017 年 5 月 24 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17.作者为什么说菜地已成为他另一本“鲜活的日历”？
解析：在整体把握全文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首先，要理解“鲜活的日历”在文中指什么，然
后将“菜地”与“我”的生活、
“日历”等联系起来分析。
答案：
“鲜活的日历”是指不同的蔬菜标志着不同的时令季节，我一路走来，顺次看到它们
就像翻开一张张日历，菜地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去看菜地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18.请从修辞的角度赏析第②段画线的句子。
解析：首先判断出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然后分析修辞手法的作用，要从描写对象的特点和
情感特点两方面展开分析。
答案：运用了拟人、排比的修辞手法，将各种蔬菜人格化，生动形象地写出它们生机勃勃（富
有活力）的特点，表达作者对菜地的喜爱。
19.文章的标题是“城市里的菜地”
，作者为什么用大量的笔墨写母亲？
解析：从文章的内容和主旨两方面分析，要梳理出“菜地”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把握母
亲对“菜地”的情感以及“菜地”的含义。
答案：菜地是连接母亲和城市的纽带；母亲对菜地的感情代表了老一辈人对土地和庄稼的深
情，具有典型意义；写母亲其实也是写作者，对作者来说菜地具有“根”的意义；母子对话
内容和菜地的现实遭际形成对比，加重悲剧色彩，深化了文章主旨。

20.联系全文，分析第⑦段的作用。
解析：围绕内容和结构两方面分析。结尾段的作用一般有点题、照应、总结、深化中心等。
结合本文的末段内容来看，既交代了菜地的结局，又与前文的菜地形成对比，从而突出人物
的情感，引起读者的思考。
答案：交代菜地的结局（城市这块令人感到亲切、踏实的菜地被无情吞没）
；与前文中菜地
的生机勃勃形成对比，与“我”和母亲的愿望形成反差，表现“我”的痛心；结尾具有鲜明
的画面感，余韵悠长，引人深思.（意思对即可）结构：照应文章的开头（或首尾呼应）
。
六、名著阅读。
21.下列有关名著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服饰比画上还简单，不拿铁索，也不带算盘，就是雪白的一条莽汉，粉白朱唇，眉黑如
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
，描写的是《朝花夕拾》中的无常。
B.《巴黎圣母院》中，刑场上的卡西莫多撕心裂肺地说要喝水，人们却不断诅咒。爱斯梅拉
达把水壶送到他唇前，这个不幸的丑人流下了也许是人生的第一滴眼泪。
C.《水浒传》中的祝家庄凭三庄联防，机关密布，易守难攻。梁山好汉孙立利用和祝家庄老
师栾廷玉同门师兄弟的关系，打入庄内，里应外合，攻下祝家庄。
D.《骆驼祥予》中，刘四爷卖掉人和车厂并抛弃虎妞，二强子踢死老婆并逼女儿卖身，阮明
因没借到钱而告发曹先生，这些自私冷漠的人物体现了社会的凉薄。
解析：仔细阅读名著，掌握名著的情节，人物形象等知识点，结合知识储备进行分析。D 项
中刘四爷抛弃虎妞是因为封建的思想使他忘记了亲情；二强子拉车不足以养家糊口，逼迫女
儿卖淫，踢死老婆，人性已经泯灭；曹先生是因为给阮明不及格分数，阮明告他是革命党.
并非如选项所述是因为“没借到钱”而告发的。
答案：D
阅读《西游记》中的一段文字，完成题目。
二魔拿入里面道：
“哥哥，拿来了。”老魔道：
“拿了谁？”二魔道：
“者行孙，是我装在
葫芦里也。
”老魔欢喜道：
“贤弟请坐。不要动，只等摇得响再揭帖儿。”行者听得道：
“我这
般一个身子，怎么便摇得响？只除化成稀汁，才摇得响。等我撒泡溺罢，他若摇得
响时，一定揭帖起盖。我乘空走他娘罢！”又思道，
“不好不好！溺虽可响，只是污了这
直裰。等他摇时，我但聚些唾津漱口，稀漓呼喇的，哄他揭开，老孙再走罢。
”大圣作了准
备，那怪贪酒不摇。大圣作个法，意思只是哄他来摇，忽然叫道：
“天呀！孤拐都化了！
”
那魔也不摇。大圣又叫道：
“娘啊！连腰截骨都化了！
”老魔道：
“化至腰时，都化尽矣，
揭起帖儿看着。
”
22.联系相关情节，写出孙悟空是怎样从紫金葫芦里出来的。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具体情节的识记。写出孙悟空从紫金葫芦里出来的经过即可。
答案：孙悟空拔了一根毫毛变作半截身子，在葫芦底，真身却变做个蠛蠊虫儿，钉在那葫芦
口边，乘二魔揭起帖子看时飞出去了。
23.孙悟空的形象具有神性、人性、猴性，请结合选文或上下文相关情节，分析其人性方面
的特点。
（说出一点即可）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人物形象的分析。所谓的“人性”是指孙悟空具有人的情感和性格，联
系相关的情节解答。
答案：
（示例一）孙悟空拥有人的聪明才智，选文中写他连说“天呀！孤拐都化了！”
“娘啊！
连腰截骨都化了！
”哄骗二魔开葫芦。

（示例二）孙悟空具有人爱清洁（怕脏）的特点，开始想撒尿使葫芦摇得响来哄骗妖怪，但
因为怕“污”到衣服而没做。
（示例三）孙悟空虽然聪明但也有粗心大意的一面，他明知喊了名字要是答应，就会被收进
葫芦，但仍然心存侥幸，以为不是真名就没事，结果被装进去了。
七、作文
24.请以“网里网外的世界”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文体自选（诗歌除外）
；
②文中不得出现真实地名、校名和人名；
③不少于 600 字。
解析：本题考查全命题作文。写作时，先要确定“网”和“世界”这两个关键词语的含义，
据此确定写作的内容；可以用设问的方式获取写作思路：如“网里网外”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网里”和“网外”的世界是怎样的关系？如何走出（或走进）“网里网外”的世界？……
以此打开写作思路，进行写作。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