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九年级第二次模拟考试语文
一、语文积累与综合运用
1.（11 分）默写古诗文中的名句名篇。
（1）
（7 分）请在下列横线上填写出古诗文名句。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阴阳割昏晓。
（杜甫《望岳》）
②征蓬出汉塞，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维《使至塞上》）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恨别鸟惊心。
（杜甫《春望》）
④_____________________，雪上空留马行处。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
⑤_____________________，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赤壁》）
⑥君问归期未有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商隐《夜雨寄北》
）
⑦_____________________，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登飞来峰》
）
⑧李煜《相见欢》中既写出秋的萧瑟，又道出自己的悲凉处境的句子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4 分）默写默写文天祥《过零丁洋》的后四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并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
答案：
（1）（1）①造化钟神秀；
（2）②归雁入胡天；
（3）③感时花溅泪（4）④山回路转不
见君；
（5）⑤东风不与周郎便；
（6）⑥巴山夜雨涨秋池；
（7）⑦不畏浮云遮望眼；
（8）⑧寂
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9）
（2）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
（9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歌德说：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但总以为读一本好书，是面对着一
处好风景，感受其间流露出来的或粗犷豪放或纤巧秀弱，或深远空灵或雄伟磅礴的风韵。当
与我心有不可遏制的“戚戚焉”时，人达到心 kuànɡ神怡、养心浴德的境地恐怕就不再是难
事了。此时，书已超脱出它本身的价值，婉若一个睿智的长者，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他面
你而坐，娓娓而谈；睛动睫转之间，便可得“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好处了。
2.（3 分）给划线字注音，根据拼音写出相应的汉字。
流露（________） 磅礴（_________） 心 kuànɡ神怡（______）
解析：这是对字音字形识记的考查。
答案：lù bó 旷
3.（2 分）划线句有错别字的一个词语是“________”
，这个词语的正确写法是“________”
。
（2 分）
解析：这是对音近字或形近字的考查。音近字注意据义定形，形近字可以以音定形。
“宛若”：
仿佛，好像。此词可据义定形。
答案：婉若 宛若
4.（2 分）
“不可遏制”中“遏制”的意思是________；
“娓娓而谈”中“娓娓”的意思是________
解析：这是对词语含义理解的考查。
答案：制止，控制；形容谈论不倦或说话动听。

5.（2 分）将下面的句子改为反问句，不得改变原意：
但总以为读一本好书，是面对着一处好风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句式变换。把陈述句改为反问句。
“但总以为读一本好书，是面对着一处好风景。”
“是”
前加上否定词，句末再加上疑问语气助词和问号即可。
答案：但总以为读一本好书，不正是面对着一处好风景吗？（但总以为读一本好书，难道不
是面对着一处好风景吗？）
运用课外阅读积累的知识，完成下题。
（4 分）
6.（2 分）名著中的人物和情节对应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华子良——白公馆装疯——《红岩》
B.贝多芬——双耳失聪，终身未取——《名人传》
C.宋江——血溅鸳鸯楼——《水浒》
D.保尔——创作《暴风雨所诞生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解析：C 项改为“武松——血溅鸳鸯楼——《水浒》
”。
答案：C
7.（2 分）
《西游记》中，孙悟空因______（人名）与铁扇公主结怨，三调芭蕉扇而不得，
最终在托塔天王等人的帮助下夺得了芭蕉扇，越过了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对课外阅读的掌握情况和对名著的了解。此题考查的是与《西游记》有关的
文学常识。
答案：红孩儿 火焰山
（9 分）我市某中学校对本校全体学生自主参加课外体育锻炼的情况作了一次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如下：

8.（4 分）请你根据调查表的内容，写出两条结论，不得出现具体数字。
解析：此题属于分析统计图表的题目，分析统计表注意统计表的名称，表头列出的项目，表
格中的极值和表现出来的趋势等。
答案：该校绝大部分学生能主动参与课外体育锻炼，但锻炼的时间普遍较短；相对而言，该
校女生自主锻炼的意识比男生差（或该校女生每周锻炼的平均次数比男生少，每次锻炼的时
间普遍比男生短。
）
9.（2 分）为营造浓郁的阳光体育锻炼氛围，学校文学社社长拟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发
展阳光体育运动。下面给出了四句话，你认为最适合做下联的句子是（ ）

A.努力强健身体素质
B.争做文明守纪少年
C.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D.增进师生身心健康
解析：对联要注意以下几组要求：第一，上下联字数要相等。第二，上下联词组要相同，词
性要一致。第三，上下联平仄要相调。第四，切忌合掌。
“发展阳光体育运动”，首先从结构
上讲整体是个动宾结构，从内容上看，下联应该是上联的直接结果。所以选 D 项。
答案：D
10.（3 分）参加调查研究之后小明写了一篇演讲稿，下面是其中的一段请你帮他修改。
“生命在于运动。
”没有扎实的根基，万丈高楼无从崛起；没有强健的体魄，平生之志
只能成为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拥有健康强壮的体魄是每个人一生的追求。
【A】而摆存
我们眼前的是并不乐观。大量调查资料表明：
【B】因为长期不规律的生活方式及体育锻炼缺
乏的原因，我国存校大学生体质已经明显下降，身体健康状况有恶化趋势。个别同学的身体
状况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正常生活与学习。
①【A】处划线句有充分残缺的语病，应在“______”一词后添加“______”
。
②【B】处划线句有句式杂糅的问题，应将“______”删去。
解析：①缺少“是”的宾语。所以应在“乐观”一词后添加“的事实”
。②“因为长期不规
律的生活方式及体育锻炼缺乏的原因”句式杂糅。去掉“的原因”即可。
答案：①乐观
的事实
②的原因
二、阅读
（13 分）阅读下面短文，回答后面问题。
石碾磨痕
①长相略显蠢笨的石碾，堪称祖先最杰出的一大创造。两块石头，以如此巧妙的方式组
合，解决了粮食加工的问题。不知道先人的奇思妙想是灵光一现偶然得之，还是苦心孤诣匠
心独具。石碾作为重要的历史遗产，仍在焕发着生机。
②利用石头，先人们蓄谋已久，他们天坐就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本领。遥远的石器
时代，从一块石头开始，人类开始书写改天换地的英雄史诗。作为人类技术探索的最早实验
品，石头曾被孜孜以求的祖先雕琢成器：石铲、石刀、石斧、石镰、石锄……在一块块石头
的青灰底色上，灿然地浮起了人类文明最初的曙光。
③有趣的是，石碾仍然是中国乡村最常见的景物，就如同乡村永远无法割舍的胎记：圆
圆厚厚的碾盘上放着一个憨憨的碾砣子，碾砣子上用铁轴套连着一个方方正正的石碾框，碾
框外头的圆孔里斜插着一根圆圆的碾棍子。石碾的构造尽管如此简单，却扮演着无比重要的
角色，它一圈圈碾着乡村简单而又朴实的生活，即便已老态龙钟，也不肯稍作停歇。
④通常，石碾在一棵冠盖如云的大树下栖身，辛劳的村民就免去了雨淋日晒之苦。这些
石碾大都有一把年纪，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斑驳的印记，它们也无言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没有谁知道这一盘盘石碾碾出了多少米面，但在波澜不惊、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中，它把人
与乡村的感情碾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纯。
⑤石碾的一生，充实而又忙碌，它紧紧联系着千家万户的土灶和饭碗。青石板铺砌的碾
道，人走驴踩，已深深凹陷。那一个个模糊不清的脚印，回响着强壮男人铿锵有力的足音，
见证着风风火火的女人利索的身姿，记录着老人沉稳而踏实的步履，留下了孩子们轻盈矫健
的身手。碾稻谷、碾玉米、碾小麦、碾高粱、碾地瓜干……五谷杂粮，哪一种都少不了和石
碾的相亲相爱。那些胼手胝足、耕播岁月的农人，又有谁不曾和石碾相依为命？常常被这样

一幕感动得热泪盈眶：石碾在反复地碾着，直到谷皮完全脱离，小心地捧一把碾好的谷子，
轻轻地将谷糠吹去，眼前即刻呈现出金灿灿的小米。
⑥想起粥，想起煎饼，想起窝头，想起乡村的任何一种食物，就不能不怀想石碾的恩情。
石碾不停地碾着，碾出乡村一天天的温饱。只要石碾转动，就会有乡村的殷实和富足。我的
父老乡亲，也像这古朴的石碾，心平气和、任劳任怨地过着普通、平静，而又悠然自得的生
活。石碾就是我们感情至深的亲人，它心甘情愿地陪伴着父老乡亲一生耕耘，不离不弃，贫
贱不移。
⑦时光流转，日月轮回，石碾默然挺立于风雨之中，认真扮靓村庄素淡而悠闲的光阴，
独自回味那些老去的农人和乡村远去的生活。这有血有肉的石碾，默默地奉献着，以其质朴
而博大的情怀，成为乡村淳朴民风最值得珍惜的一部分。
11.（2 分）文中①～⑤毁，写出了石碾的哪些特征？
解析：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解答本题要在通读全文的基础上，筛选出能表现“石碾”特
点的信息进行概括。
答案：构造简单（略显蠢笨）
，朴素，饱经沧桑，充实忙碌。
12.（2 分）从修辞的角度，赏析第⑤段画线的句子。
那些胼手胝足、耕播岁月的农人，又有谁不曾和石碾相依为命？
解析：这是对句子理解的考查。从运用比喻修辞的角度结合语境分析作答即可。
答案：运用反问的修辞，增强语势，有力地说明了乡村的每个人都和石碾相依为命。
13.（2 分）结合语境，品味下面句子中划线词语的内涵。
利用石头，先人们蓄谋已久，他们天生就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本领。
解析：理解词语在表达上的作用。本题从贬义词褒用的角度，结合语境分析作答。
答案：
“蓄谋”贬义词褒用，在这里指思考了很久，琢磨了很久，体现了先人们的聪明智慧。
14.（3 分）为什么说“石碾是乡村淳朴民风最值得珍惜的一部分”？
解析：体会重要语句的含意，品味语言表达艺术。
答案：①石碾是中国乡村最常见的景物；②石碾紧紧联系着千家万户的土灶和饭碗，见证了
乡村人的日常生活；③石碾朴质简单，饱经沧桑，任劳任怨，也象征着乡村的父老乡亲。
15.（4 分）近几年，农村的城镇化建设非常迅速，许多的类似于石碾这样的古物件都被废
弃或被破坏，结合本文，请谈谈你的看法。
解析：本题考查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
答案：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好事，表明了社会的进步；但在建设的同时，对一些代表乡村特
点的标志性老物件应加以保护，它是几代人的记忆，应该选择一部分保留下来。
（11 分）阅读下面短文，回答后面问题。
静候的智慧
①大千世界，漫漫红尘，每天都在上演着进与退的人生剧目。当机会来临，我们无疑应
奋勇争先，而当机会还没降临时，我们则要学会静候。静候不是守株待兔，更不是不思进取，
而是一种大智慧。
②看到这么一则故事。挪威布特森山林地区有一种长角鹿，每到冰雪即将消融的季节，
它们都会成群结队地踩着布森河厚厚的冰过河，迁移到对岸去觅食春天的草籽。但每年总有
一批长角鹿来得晚，而错过了过河。此时，河冰已经消融，面对解冻的河面，这些长角鹿显

得异常狂躁。它们常常会对着大树或大石撞自己的犄角，直到弄得伤痕累累才罢休。虽然在
此后，它们情绪得到了平复，伤势也得到了痊愈，怛尽管如此，它们依然过不了河，只能死
在原地。
③而这一带还有一种动物——野羚，它们每年跟长角鹿一样，也是要在这个季节过河。
但奇怪的是，一些错过了过河最佳时机的野羚，并没有像长角鹿那样狂躁不已。而是昼夜守
在河边，靠踩着上游不断漂来的浮冰，最后一个个地都成功渡到了对岸。为什么同样的过河，
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局？动物学家经多年观察后，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在不利的情况
下，野羚没有自乱阵脚，而是学会了静候。在静候中，它们把不断漂来的浮冰当成“机会”，
当这些“机会”被它们一一把握到时，也就顺利到达了对岸。
④生活中，有许多像长角鹿一样的“愚人”。他们怀着远大的抱负，渴望在人生的路上
攻城拔寨，取得成功。但是，面对“解冻”的“大河”，看着别人顺利到达彼岸的身影，他
们往往会焦虑、烦躁，坐卧不宁，有时甚至还会做出自暴自弃的举动。面对不利的局面，他
们不会抓机会，哪怕是像“浮冰”一样的小机会他们都熟视无睹。因而，终其一生，就只能
碌碌无为。但环顾我们的周围，也有许多像野羚一样的智者。面对困境，他们不急不躁，在
光阴里静候着时机。一旦发现机会降临，哪怕是像“浮冰”一样的丁点儿机会，他们也不放
弃，靠着这一个个机会，终于渡过了道道难关，到达成功的彼岸。
⑤静候需要多方面的智慧，平和的心态，洞若观火的敏锐，捕捉时机的果敢，缺一不可。
此时，要调整状态，扩大视野，畅通信息，一旦局面改观，就抓住时机，果断行动。静候，
磨练着我们的心性。过急了，会掉进“冰河”
；过缓了，又会错过“过河”。只有恰到好处，
拿捏有度，才能趟过“大河”
；静候，还考验着我们的勇气。勇气不够时，会让我们错失良
机。只有勇气足够时，我们才会进退自如，胜利跨上人生的绿洲。
⑥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条蜿蜒的大河，面对这条奔腾的河流，我们常会面临“过河”的考
验。当错过了最佳时机时，千万不要彷徨，更不能浮躁，而是要静候下来，像野羚一样，运
用智慧，果断地抓住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只要我们不抛弃、不放弃，再大的“冰河”
也会被我们踩在脚下，最终赢来属于我们的春天。
16.（2 分）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解析：这道题考查概括中心论点的能力。阅读第①段，抓住含有话题的语句，即可明确中心
论点。
答案：静候是一种大智慧。
（或：当机会还没降临或错过了最佳时机时，我们要学会静候。）
17.（3 分）本文第②③两段主要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
解析：这道题考查辨别论证方法以及理解论证方法的能力。
答案：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列举长角鹿和野羚的事例，并将二者面对同一困境时的不同表
现及结果作比较，突出论证了“静候是一种大智慧”的论点，使论证更具说服力。
18.（3 分）请简要分析本文的论证思路。
解析：考查对论证过程的把握。首先点明中心论点，然后列举事例进行对比论证，接着联系
生活具体论述，最后总结全文，再次强调中心论点。层次清楚，逻辑严密。
答案：首先点明中心论点“静候是一种大智慧”，然后列举长角鹿和野羚的事例进行对比论
证，接着联系生活具体论述，指出“静候需要多方面的智慧”，并指明具体做法，最后总结
全文，再次强调中心论点。
19.（3 分）下面哪一则材料最适合作为本文的道理论据？请说明理由。
材料一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吕氏春秋•诚廉》
）

材料二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
（《荀子•儒效》
）
材料三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王维《终南别业》）
解析：考查观点与材料的关系。观点一定要能统率材料，而材料一定要能证明论点。材料与
观点必须统一。论据与论点是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因此论据与论点之间应有内在联系、有
契合点才行，否则就不能证明论点。
答案：材料三。因为材料三表达的是一种淡定的心态与心境，即身处绝境时，不要失望，不
要放弃，淡定、从容地应对，总会找到出路的。与文章的中心论点相吻合。而材料一和材料
二均与文章中心论点关联不大。
（13 分）阅读下面文言文，回答后面小题。
【甲】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
“未可。
”齐人三鼓。刿曰：
“可矣。
”齐
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
“未可。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
“可矣。”遂逐齐师。既克，
公问其故。对曰：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节选自《曹刿论战》
）
【乙】宋公①与楚人期战于泓②之阳，楚人济③泓而来，有司④曰：“请迨⑤其未毕济
而击之。
”宋公曰：
“不可。
”既济，未毕陈⑥。有司复曰：
“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曰：
“不可。
”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节选自《公羊传》
）
【注释】①宋公：即宋襄公，宋国国君。②泓：水名，今河南柘城西。③济：过河。④
有司：专门管理某种事情的官，这里指宋国的子鱼。⑤迨：趁着。⑥陈：通“阵”，这里是
摆好战斗队列的意思。
20.（2 分）解释下列划线词在文中的意思。
（1）公将鼓之（______） （2）公将驰之（______）
（3）遂逐齐师（______） （4）难测也（______）
（5）既济，未毕陈（______）
解析：这是对文言文词语含义理解的考查。
答案：
（1）击鼓（2）驱车（追赶）
（3）于是（4）推测，估计（5）已经
21.（4 分）翻译下列句子。
（1）彼竭我盈，故克乏。
（2）请迨其未毕济而击之。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句子的翻译能力。言词语的意思，把词语放到语境中，根据上下文推断
也不失是一种较好的方法。注意“竭”“克”“迨”
“济”等字词的翻译。
答案：
（1）他们的士气消失了，我军的士气正旺盛，所以战胜了齐军。
（2）请趁着楚军还没
有全部渡过河的时候就攻打他。
22.（5 分）
【甲】文中有大量的细节展现了鲁庄公的“鄙”
，请概括鲁庄公“鄙”在何处？
并分析作者这样写的用意。
解析：文言文要点的概括。要想捕捉材料信息，就得首先理解全文，扫清文字障碍，疏通文
意，读懂内容，这是归纳概括的前提和基础。
答案：战中未掌握好作战时机，多次贸然出击；战后不知道胜利的原因，在曹刿回答后才明
白。刻画鲁庄公的“鄙”主要是和曹刿的“远谋”形成鲜明的对比，反衬曹刿的深谋远虑、
从容镇定、和卓越的军事才干。
23.（2 分）阅读【甲】
【乙】两段文字后，你认为宋国大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解析：要答好此题，首先要整篇阅读两篇文言文，充分把握内容，分析宋国大败的前因后果。
可从宋公固执己见，不听劝告，因而错失战机的角度作答。
答案：宋公固执己见（不听劝告）
，错失战机。
三、
（50 分）写作
24.阅读下面文字，按要求作文。
请以“没想到我如此______”为题，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写一篇文章。（备选词：幸
运、脆弱、坚强、独立、勇敢）
提示与要求：
（1）自定立意写出你的经历、感悟、认识。
（2）文体不限。
（3）文中不要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人名等信息。
（4）考虑到内容的充实，文章不要少于 600 字。
解析：作文标题“没想到我如此______”。补全题目是半命题作文的第一步工作。只有在先
补全题目的条件下，真正的文章写作才能继续进行。在写作半命题作文时，大家可以根据自
己占有材料的情况确定选材的范围，根据自己的思考所得确立主题，因此，我们应该尽量选
取自己比较熟悉的、有话可说的内容来补全题目。就本文题来说，横线上可填“浮躁”“虚
荣”
“坚强”
“幸运”
“自信”
“勇敢”
“依赖父母”等，这样文题就把范围缩小了，显然要求
取材于个人生活经历，着眼于现实生活，以“我”眼观察生活，以“我”手书“我”心。
答案：范文：
没想到我如此幸运
璐，你我走过的日子就像木槿香气一般，清爽、明朗，一如你的笑容。一年多前，我们
相约在桂花盛开的时节。当我站在陌生的教学楼前，我体会到了转学生的手足无措。而你，
就在这时，像一阵清风般，掠过了我的心底；在我的脑海刻下了你的影子。
我是如此幸运，在寂寞孤独时，遇上了你。
校园的绿荫小道下，洒满了我们的笑声。我们歪斜的足迹见证了我们的友谊，我们的欢
乐，我们的悲伤，我们的成长。
在体育课上，我们啃着烧烤，在树荫下谈论着虚无缥缈的永远；语气里流露出悲伤与迷
茫。然后，又会毫无痕迹的转移谈论的话题。
床头柜上的书是你陪着我一起去买的。纸张溢着淡淡的书香，也溢着我们之间友爱的味
道。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美好的味道是否能永存？
记得那次考试吗？糟糕的分数让我的心情跌入谷底。你无声地递来一张张纸巾让我擦拭
夺眶而出的眼泪。那时的我，感到了拥有友情的温暖，感到了拥有朋友的幸运。
我曾经想写些东西来纪念我们的友情，但我最终没有。我总告诉自己，未来的路还很长，
却也清楚地知道，这只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终有一天，我们的友谊会因不得不离别而不
复存在。就像树叶沐浴着春风成长，又在凛冽的秋风中凋零，无奈地接受着一个萧瑟的轮回。
但是，璐，既然天长地久不可能，那曾经拥有也够了，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