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福建省宁德市九年级模拟测试语文
1.补写出下列句子的空缺部分。
（12 分）
（1）何当共剪西窗烛，____。
（李商隐《夜雨寄北》
）
（2）报君黄金台上意，____。
（李贺《雁门太守行》
）
（3）____，一览众山小。
（杜甫《望岳》
）
（4）____，关山度若飞。
（
《木兰诗》
）
（5）无可奈何花落去，____。
（晏殊《浣溪沙》
）
（6）____，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行路难（其一）》）
（7）富贵不能淫，____，____。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富贵不能淫》）
（8）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运用典故表达渴望得到朝廷重用的句子是：____，____。
（9）
《陋室铭》中描写陋室环境清幽的句子是：____，____。
解析：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
答案：
（1）
（1）却话巴山夜雨时（2）提携玉龙为君死 （3）会当凌绝项（4）万里赴戎机（5）
似曾相识燕归来（6）长风破浪会有时（7）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8）持节云中 何日
遣冯唐 （9）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帘青。

2.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弟子言行的一部书，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
始人，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
B.《己亥杂诗》中的“己亥”和“丙辰中秋”中的“丙辰”表示年份，
“晋太元中”中的“太
元”和“庆历四年春”中的“庆历”表示年号。
C.《威尼斯商人》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的作者分别是法国的剧作家莎
士比亚和英国的小说家雨果。
D.消息即狭义的新闻，是新闻报道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是一则消息。
解析：考查对文学常识的识记。莎士比亚是英国剧作家，雨果是法国的小说家。故答案为 C。
答案：C
阅读下面文字，按要求作答。（6 分）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抚今追昔，心潮澎 pài。中华民族经过 100 多年前赴后继、浴血
奋斗，
“_____”之后，再经历 100 多年持续拼搏、开拓进取，在“_____”的基础上，又将
“_____”
。这将最终洗刷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全部耻辱，重铸辉煌。透过十九大报告，
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已经挺立前方，鲜活具体，清 xī可见。
3.根据拼音写汉字，给划线字注音。
（2 分）
①心潮澎 pài（ ） ②清 xī（ ） ③耻辱（ ） ④辉（ ）煌
解析：此题是对字音与字形的考查。
答案：①湃 ②晰 ③rǔ ④huī
4.下列词语填入文中画线处正确的一组是（
A.富起来
站起来
强起来
B.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
（2 分）

C.站起来
强起来 富起来
D.富起来
强起来
站起来
解析：根据语意之间的递进关系来选择词语即可。正确的顺序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故答案为 B。
答案：B
5.画线句有语病，请修改。
（2 分）
解析：词语搭配不当，将“挺立”改为“树立”。
答案：透过十九大报告，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已经矗立（屹立、树立）前方。
阅读下面古代诗歌，完成小题。
（4 分）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节选）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6.下列对诗歌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本诗是杜甫由自身遭遇联想到安史之乱以来的万方多难而写下的脍炙人口的诗篇。
B.“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一句预示大雨将至，烘托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
C.“娇儿恶卧踏里裂”一句表现出诗人对孩子在窘迫处境下还这么娇气顽皮的厌烦。
D.“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盼雨停盼天亮的迫切心情。
解析：考查对诗文内容的理解。
答案：C
7.“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一句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情怀？（2 分）
解析：这是对诗歌主旨理解的考查。
答案：表现了诗人舍己为人（推己及人）
、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小题。（11 分）
【甲】于是入朝见威王，曰：
“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妄畏臣，臣之客
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
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葚矣。
”
王曰：
“善。
”乃下令：
“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
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
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
廷。
（节选自《邹忌讽齐王纳谏》）
【乙】信陵君杀晋鄙①，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唐雎谓信陵君曰：
“臣
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
“何谓也？”
对曰：
“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
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
郊迎，卒然②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
”信陵君曰：“无忌③谨受教。”
（选自《战国策•魏策四》
）
【注】①晋鄙：战国时魏国将领。②卒然：猝然，突然，这里指“马上”
。③无忌：信

陵君的名。
9.解释下列划线词。
（2 分）
（1）臣之妻私臣
（2）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
（3）人之有德于我也
（4）臣愿君之忘之也
解析：理解常见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
答案：
（1）偏爱 （2）当面指责 （3）恩德 （4）希望
9.下列划线词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2 分）
A.臣之妾畏臣
人之憎我也
B.皆以美于徐公
吾有德于人也
C.闻寡人之耳者
臣闻之曰
D.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此大德也
解析：考查对词语的一词多义的理解。A 项中“之”分别为“助词，的”和“用在主谓之间，
取消句子独立性”
；B 项中的“于”的意思分别为“比”和“对”；C 项中的“闻”分别是“使……
听到”和“听”
；D 项中的“此”都是代词“这”的意思。故选 D。
答案：D
10.翻译下列句子。
（4 分）
（1）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2）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
解析：本题考查翻译文言语句的能力。
答案：
（1）满一年之后，即使有人想要进言，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2）现在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您，
（您）马上就要会见赵王。
11.甲乙两文都是关于“劝说”的文章。邹忌和唐雎劝说的方式有什么相同？他们劝说的目
的各有什么不同？请概括。
（3 分）
解析：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答案：两人都采用委婉劝谏（迂回劝说）的方式。邹忌是为了劝说齐威王能广开言路虚心纳
谏，实现齐国大治。唐雎是为了劝说信陵君在赵王面前不要居功自傲，要谦虚低调。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小题。
（15 分）
铜项链
詹蒙
①2003 年，我在日本东京读预科班，准备两年之后在日本考大学。
②第二年，我租的旧公寓到期了，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当时已经是冬天，寒风刺
骨，东京的天空下起了清雪，我颓丧地坐在川崎市新丸子车站的长椅上，在越来越暗的天色
里，我哭了起来。不知何时，一位老人坐到我旁边，微笑着说：“孩子，你这么年轻，有什
么伤心事一定会过去的。
”倾诉的渴望让我不管不顾，滔滔不绝地把全部的惶恐和委屈说给
她听。老人无法止住我的哭泣，她拉起我的手一直走到她的家里。那是一座破旧的住宅楼，
房间摆放的用具都属于上个世纪。遇到这样的好人，真像是奇迹发生。
③就这样，我总算再次安定下来了。
④老人很孤独，从不提及自己的丈夫，她只有一个儿子，一年才看她一次。老人有糖尿

病，腿脚已经不便，却坚持不肯去医院。我一再追问，才知道她很久没有交国民健康保险了。
我偷偷地去为她办理了国民健康保险，当我把黄色的保险证交给她时，老人紧紧捧住我的手
不说一句话。第二天，我请假陪她去医院。老人的糖尿病已相当严重，马上会双目失明，而
且很可能转为尿毒症。回家的路上，老人安慰我说：
“一个孤老婆子的活与死对这个世界的
意义都不大，不要紧。
”
⑤第二天清早，我把仅有的 78 万日元（相当于 5 万多元人民币）的存折塞给老人：
“用
这钱去住院吧。
”我没给老人推辞的机会。办完了住院手续，我才知道那可怜的 78 万日元只
够她全部住院费的五分之四。
⑥2005 年初夏，为了支付住院费，我没日没夜地打工。这期间她儿子来看过她一次，
扔下为数不多的钱就走了。第二个月，老人失明了，并发的尿毒症开始吞噬她最后的残躯。
⑦8 月的一天，我去医院看她，一位陌生的男子见到我，如释重负地塞给我一张纸说，
他是公立律师事务所的藤山一行，已根据老人的意愿为她起草了遗嘱——老人已经把她全部
的、根本不能叫财产的财产给了我。
⑧律师走后，老人从她那满是皱纹的脖子上把一条粗笨的铜项链摘下来，比划了半天才
戴到我的脖子上。她说：
“孩子，这条项链是我丈夫生前的馈赠，跟了我 57 年。它的主人是
九条道孝的外孙，日本最著名的贵族里年轻有为的一个军人。这么多年来，这条项链是我的
全部。别看它丑陋，最珍贵的东西不要从表面来判断它。答应我，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把它送
给任何人，要对它不离不弃。
”
⑨2005 年 10 月，老人辞世。她的儿子拒付母亲的住院费，理由是遗产的继承人也该继
承债务。那时，我还欠医院 20 万日元的治疗费。
⑩两个星期后，藤山律师带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找到我，他是老人的儿子，因为他
怀疑母亲藏有巨额财产，要求过目一下清单，否则就和我打官司。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然
而当他仔细过目了他母亲的所有遗产以及那条项链后，默默地在“财产放弃说明书”上签字，
转身离去。
⑪而我直到 2007 年 5 月，才还清医院的债务，成为了自由人。
⑫一天晚上，我反复端详那条项链，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第二天，我带着项链去了
东京最权威的古董店。店主用放大镜端详了老半天后告诉我：“这的确是一条老项链，从重
量上看它比铜要轻，很可能是铜皮里包裹了其他东西。”老人临终前说，最珍贵的东西不要
凭表面来判断，是在暗示我什么吗？我下定决心弄清真相，于是让店主打开了那层铜皮。铜
皮里有一颗硕大的钻石，大约 3 克拉大小，镶嵌在圆形的白金座中！我们都惊呆了。店主在
测量了钻石的纯度与色泽之后对我说：“小姐，恕我直言，你已经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了。”
⑬老人一生困苦，至死都不肯出卖这条项链。然而我始终不解，为什么她临终前不肯对
我说明真相。直到有一天，我路过藤山律师的事务所才知道，老人怕我清楚真相后在她儿子
面前露出破绽，她知道我不擅撒谎。
（作品有改动）
12.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文中时间交代具体，既为了表明“我”在老人家里住了很久，又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感。
B.第②段的景物描写，渲染了凄冷的气氛，烘托出女孩漂泊异乡的惶恐和无助。
C.第⑧段画线句的外貌、动作描写，体现老人苍老病重，为下文写她不久辞世埋下伏笔。
D.文章不写老人至死都不肯出卖这条项链的原因，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解析：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选项 A，文中具体交代时间表明这篇文章是以时间为序来安
排文章内容的，交代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也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感。所以，
“表明‘我’
在老人家里住了很久”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答案：A

13.赏析下面词句。
（2 分）
（1）我偷偷地去为她办理了国民健康保险，当我把黄色的保险证交给她时，老人紧紧捧住
我的手不说一句话。
（赏析划线词）
（2）
“别看它丑陋，最珍贵的东西不要从表面来判断它。
”这句话蕴含着怎样的哲理？
解析：这是对文章词句含义理解的考查。
答案：
（1）
“偷偷”的意思是“暗暗地”，文中指“我”瞒着老人替她办理保险，不想让她知
道，怕她拒绝，突出表现了“我”的善良体贴与细心。
“紧紧”的意思是“牢固”，文中指老
人抓着“我”的手不放松，突显了老人对“我”的感激之情。
（2）判断一个物品的价值不能只看它的外表，蕴含着判断事物的美丑不能只看表象的哲理。
14.“一个孤老婆子的活与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都不大，不要紧。”这句话反应了老人怎样复
杂的心理？请结合内容简要分析。（3 分）
解析：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结合语境揣摩人物的心理。
答案：示例：①体贴女孩，安慰女孩，不想女孩因为自己的病情严重而担心难过；②老人对
亲情失望，唯一的儿子一年才来看她一次，对她漠不关心；③对生活失去信心，老人的房子
破旧，用具陈旧，没钱交保险费，病情严重。
15.铜项链包裹着一颗硕大的钻石，这在文中有多处暗示，请分条概括。
（4 分）
解析：考查筛选信息并整合信息的能力。
答案：①铜项链的主人身份尊贵；②老人赠送项链时郑重的嘱托；③早已知晓项链秘密的律
师让“我”签字时如释重负的神态；④店主发现铜项链的重量比铜轻。
16.文章的主旨是什么？请简要分析。
（4 分）
解析：考查概括文章内容主旨的能力。
答案：示例：本文叙述老人收留女孩，女孩照顾生病的老人，最后老人把包裹着钻石的铜项
链馈赠给女孩的故事，表现了她们善良、感恩、不计个人得失、真情付出的高贵品质，彰显
了一个永恒的主题——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小题。
（8 分）
中国家谱
潘道正
①家谱又称为族谱、宗谱、家乘等，目前存世的中国家谱计有 5 万多种，其中又有 2
万多种家谱流落海外。家谱是记载本族世系及其相关内容的历史图籍，其内容涉及娃氏源流、
家族迁徒、世系图录、族规礼仪、人物传记、艺文图志、风土人情等。历史学家章学诚在《文
史通义》中曾说：
“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
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统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
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
”家谱和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历史
的三大支柱，是我国传统文化形式之一，不仅具有一定的形式与内容，而且有丰富的思想内
涵和持久的社会文化效应，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②中国家谱最早可追溯到周代，魏征《隋书•经籍志》有记载。秦统一天下后，原有的
王侯将相失去世袭势力，社会格局重新划分，制谱有了其必要性。不过先秦时，家谱体例简
单，一般只按世系先后记述宗族人名和交代人物关系。汉代以后，加谱不仅记世谱，而且记
姓氏起源及官职等。汉代初期问世的《世本》有“叙黄帝祖世所出”，记载了从黄帝到春秋

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迁居、名号等，被认为是中国家谱的首创之作。三国两晋南
北朝时，制定家谱为官方掌握，官方的重视使修谱之风盛行。当时门阀等级森严，流行以婚
姻集团为核心的综合家谱。在唐代中后期，民族大融合，门第更替，谱学得到进一步发展，
且私家修谱逐渐流行。到了宋代，中国家谱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宋代许多文人学士都积极参
加修谱并创制谱例，著名的“小宗谱法”和“大宗谱法”就是由欧阳修和苏洵两个大文学家
创立的，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前代相比，其功能由以往的“别选举，定婚姻、明贵
贱”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本族伦理教化作用。在这一时期，私家修谱进一步发展，
取代了官方修谱，成为家谱主要的编暴方式。明清时期，私家修谱蔚然成风，家谱的形式结
构、内容也更加完善精密。一部体例完备的家谱大约包括谱名、谱序和凡例等 30 多项。
③家谱的价值主要有两个：一是丰富的史料价值：二是具有纽带作用，即所谓“家之有
谱，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
。中国人有着尊祖敬宗的优良传统，这跟千百年来家谱的维系
有很大的关系。
（选自《中国传统文化百科全书》，作品有改动）
20.下列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中国家谱最早可追溯到周代，魏征的《隋书•经籍志》是中国第一部家谱。
B.家谱和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历史的三大支柱，所以一直被官方所掌握。
C.宋代文人学士积极参加修谱并创制谱例，欧阳修创立的“小宗谱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D.明清时期的家谱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形式结构、内容已经非常完善精密。
解析：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A 项“
《隋书•经籍志》是中国第一部家谱”的说法没有根据。
B 项“一直被官方所掌握”原文中并没有这样的说法。C 项正确。D 项原文是：“明清时期，
私家修谱蔚然成风，家谱的形式结构、内容也更加完善精密。
”据此，答案为 C。
答案：C
21.阅读第②段，概括各时期家谱的内容或功能。
（3 分）
解析：筛选并把握说明文中的重要信息。作答时，可按时间先后顺序来筛选概括。
答案：①先秦时（周代）
，家谱一般只按世系先后记述宗族人名和交代人物关系；②汉代以
后，家谱不仅记世谱，而且记姓氏起源及官职等；⑧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家谱多是以婚姻集
团为核心的综合家谱；④宋代，家谱有“尊祖、敬宗、收族”的本族伦理教化作用。⑤明清
时期，体例完备的家谱大约包括谱名、谱序和凡例等 30 多项。
22.现代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要查询一个人的相关信息非常容易。在这样的背景下，你
认为还有制谱的必要吗？请结合文章内容简要说明。
（3 分）
解析：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作答本题可以结合文章第 3 段介绍家谱的价值的内容，结合
生活实际，采用“观点+理由”的方法分析作答。
答案：示例：有必要。①因为家谱不仅有个人信息，还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如风土人情、族
规礼仪等的发展变化过程；②具有纽带作用，可以明白自己的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
录等，弘扬了中华民族尊祖敬宗的优良传统。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小题。
（6 分）
材料一：2017 年 11 月 2 日，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对北京市西城区某职业学院一起校园
欺凌案进行宣判，五名犯罪时未满十八岁的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被告人朱某犯寻衅
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被告人赵某、李某、霍某、高某犯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十一个月。
材料二：

某省检察机关校园欺凌事件处理统计图

欺凌事件 受理案件 处理人数
【材料三】张国新（全国人大代表）：除了校园欺凌的相关法律法规外，2017 年 11 月，
教育部等十一个部门还联合印发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
，加强校园欺凌综合
治理，设立两级欺凌治理委员会，完善相关处置程序。同时，建议通过立法把教育惩戒权赋
予学校和老师，以起到防微杜渐的惩戒效果。
林夏（深圳阳光心理咨询机构咨询师）：很多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在公众场合。美国专家
的研究表明，旁观者的态度越倾向于协同或沉默，班级的欺凌行为就越多，反之欺凌行为就
越少。旁观者的态度是影响校园暴力发生的关键。
詹小彤（受访家长）
：我们常年在外打工，孩子是寄养在亲戚家。孩子其实是跟我们讲
过在学校被同学欺负的事情，说不想去上学了。当时就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我们天
天工作拼命挣钱，你还不好好学习？再说他怎么不欺负别人？肯定是你自己不好。没想到真
是我们错了。
23.下列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北京西城区校园欺凌案判决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同样不能逃避刑法的制裁。
B.目前我国高度重视校园欺凌事件的整治，并力求对未成年人的惩治有法可依。
C.我们应该对校园欺凌现象和行为说“不”：不参与欺凌，不做冷漠的围观者。
D.家长发现孩子受到校园欺凌时，要冷静处理，首先要教训、批评自己的孩子。
解析：这是对材料内容理解能力的考查。
答案：D
24.根据【材料二】写出结论。（2 分）
解析：解答表格试题，主要看图表的标题和图表的数据，把数据的对比结果与标题内容进行
综合分析，采用“对象+特点（变化趋势）
”方式进行概括作答。结论可多个，注意题目要求。
结论往往有多个。
答案：示例 1：近三年，某省校园欺凌受理案件和被处理的人数呈现（大幅度）增长趋势，
而欺凌事件有所控制，充分表明司法机关对校园欺凌的打击力度在增强。
示例 2：近三年，某省随着校园欺凌受理案件和被处理的人数的增长，2017 年校园欺凌案件
较 2016 年略有下降。
25.根据以上提供的材料，说说下图的寓意。
（2 分）

解析：考查读图分析能力。作答时，①看清漫画的标题。标题往往具有导向作用，起到画龙
点睛的效果。②读懂漫画的意思。仔细观察画面，注意每一要素所提供的信息。③留心画面
文字。漫画中的文字往往隐含着作者的观点或有言外之意。④注意漫画的夸张之处。夸张之
处往往是漫画的弦外之音，是漫画所要表达的寓意所在。
答案：示例 1：治理校园欺凌，需要政府加大司法力度，学校抵制，家庭关心。
示例 2：治理校园欺凌，需要政府、学校、家庭三方合力。
26.下列对名著的叙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这首小诗体现了冰心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B.《乌龟和老鹰》通过乌龟非要飞翔不可，结果摔死的悲剧，说明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
性，不可违背规律。
C.晁盖等七位好汉在智取生辰纲后事发，被官府追捕，不得己投奔梁山，梁山寨主王伦不肯
收留，晁盖便杀死王伦自立为寨主。
D.样子生病时说梦话道出了他从军营牵走部队丢下的三匹骆驼一事，从此得了“骆驼样子”
的绰号。
解析：这是对名著阅读的考查。C 项，晁盖等七位好汉在“智取生辰纲”后事发，被官府追
捕，不得己投奔梁山，梁山寨主王伦不肯收留，强送晁盖、公孙胜等人下山，引起林冲不满，
吴用计激林冲火拼王伦，吴用要林冲坐第一把交椅，林冲辞之，拥立晁盖为水寨之主。故答
案为 C。
答案：C
27.阅读下面语段，按要求作答。
（4 分）
好妖怪，即散红光，按云头落下。去那山坡里，摇身一变，变做七岁顽童。赤条条的，
身上无衣，将麻绳捆了手足，高吊在那松树梢头，口口声声，只叫：“救人！救人！
”
（《西游记》
）
唐僧救下顽童，却被顽童捉入火云洞中。请简述孙悟空解救唐僧的全过程。
（80 字左右）
解析：这是对名著阅读的考查。作答时要概括主要情节，注意字数的限制。
答案：示例：悟空到火云洞叫阵被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击退，于是请龙王帮忙，又被三昧真火
烧得险些丧命；孙悟空假扮牛魔王到洞中又被红孩儿识破；最后悟空前往南海请观世音菩萨
帮忙才降服了红孩儿，救出唐僧。

28.阅读下面文字，按要求作文。
（50 分）
告别游戏，学会自律；告别父母，学会自立：告别过去，学会珍藏……每次告别，都让
我们成长。请以“在告别中成长”为题写一篇记叙文或议论文。
要求：文体鲜明；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600 字；文中如需要人名、地名、校名
等，请用化名代替。
解析：这是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在告别中成长”
。这是一篇以成长为写作内容的文章。
在审题上，要依据题目的引导材料来分析文章的写作思路。从材料上看，已经提示要写“告
别什么”
，
“得到什么”
。从生活中选择告别的人、事、物等，抒写自己得到的，让自己感到
拥有了“财富”的内容，表达健康思想的主题即可。体裁上要写记叙文和议论文。
答案：范文
在告别中成长
告别天真，让我们微笑着成长。告别伤痛，让我们带着昨日的伤痕继续出发。告别依赖，
迈出自信坚定的步伐。告别本有的稚嫩，收获属于我们的骄傲风发。告别留恋与过去，让我
们一点一点长大。
曾经，我是个天真的孩童，整日坐在家中陪着猫狗玩耍，那时的我曾认为，这样的日子
无忧无虑，我将一辈子度过那样的年华。可谁知十年后，我不得不整装待发，接受属于我的
学习生涯。而陪伴我的不再是猫狗与娃娃，因为书本霸占了曾经属于他们的地方。我刚别了
属于我的童年，当然，我也已经长大。
受过的伤再多，我也不会害怕。就向我告别了童年一样，也会告别伤痛，小的时候，哪
怕一点点伤痛，我也会不顾一切的大嚷大叫。而如今，那早已不属于我这个年龄的东西，我
当然不会再去拨弄。而面对如今的生活，同样，我选择了告别伤痛，因为我知道我早已不是
孩童。
面对抉择，我会坚持我的想法，念一念从前，都是爸妈在替我选择。我早已忘记是什么
时候开始，我有了自己的想法。我懂得了我想要的与我想抛弃的。也许正是那个时候，我选
择了告别依赖，我不再是个小孩。
回忆着过去、曾经。我依旧心乱如麻。太多的往事浮现在眼前。过去的我那样快乐，那
样纯真。而现在，眼睛里早已不再那样纯净清澈。却蒙上了一层不属于我的烦恼与忧愁。回
忆是幸福的，亦是痛苦的。我选择了将它们共同埋藏在岁月的风帆里。当然，我告别了留恋
与过去，我也一点一点长大。
人生的路上，舍弃的美好太多太多，也许只有告别，我们才会有些许收获。在告别中成
长，磨练自己坚定的意志。在告别中成长，褪去不再属于我们的蝉衣。在告别中成长，试着
改变自己去接受新生活。在告别中成长，追寻自己的天空与梦想。
请在告别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