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第二次模拟考试试卷语文
1.请选出下列词语中划线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项（ ）
（2 分）
A.畸（jī）形
粗犷（kuàng） 戏谑（xuè） 鲜（xiǎn）为人知
B.狩猎（shòu） 剽悍（piāo） 蓬蒿（hāo） 鳞次栉比（zhì）
C.潜行（qiǎn） 哂（shěn）笑 恣睢（suī） 人声鼎（dǐng）沸
D.稽（qǐ）首
亘（gèn）古
模（mú）样 叱咤风云（chà）
解析：A 项，粗犷（guăng）
；C 项，潜行（qián）
；D 项，叱咤风云（zhà）
答案：B
2.请选出下列句子中划线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 ）（2 分）
A.少年的时候总是讨厌父母强聒不舍，像母鸡一样护着自己，长大后才明白父母的用心何其
良苦。
B.虽然不断发展的深圳吸引了大量来深建设者，但高昂的房价令他们叹为观止。
C.对于高考考生异地高考，教育部广泛征求意见，社会各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D.他最喜欢理平头，剪小平头的好处自然是不言而喻，省事、利索、凉快又省时。
解析：B 项运用不恰当，
“叹为观止”的意思是看到这里就够了，不必再看别的。指赞美所
见的事物好到极点。用在这里显然不妥。
答案：B
3.请选出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 ）
（2 分）
A.莫言的小说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B.西湾公园在西部海岸带的关键生态节点上，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展现宝安滨海形
象的窗口。
C.通过诵读古诗词，能使少年儿童受到传统美德的熏陶，体会到语言美、意境美。
D.市长能否下河游泳，成了一些市民检验河道水质达标的标准。
解析：A 句提取主干“小说被归类为作家”可知应去掉“作家”二字句子成分才能搭配。C
句主语残缺，删去“通过”或“能使”。D 句两面对一面，“能否下河游泳”与“水质达标”
无法对应。
答案：B
4.下面语段，已打乱顺序，最佳排列顺序是（ ）
（2 分）
①当爬上山顶，发现自己是孤独的。
②如果问我是否后悔，我会肯定地回答，不后悔。
③山顶，除了梦想，也是荒芜的。
④可是，当我们努力向上的时候，我们的同伴越来越少。
⑤人生，如同爬山，我们有无数的同伴，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梦想。
⑥就像智者所言，自己不断地往上爬，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A.⑤⑥④①③②
B.⑤①③⑥④②
C.①③②⑤④⑥
D.③②⑤①④⑥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排序能力。本段的中心语是“人生，如同爬山”讨论人生与登山之间

的相似之处，所以⑤放在首句最合适，接下来，⑥④紧承其后，⑥紧扣⑤句的“梦想”，④
句转折，讲“同伴越来越少”
，利用排除法可得出答案。
答案：A
5.请选出下列说法有错误的一项（ ）
（2 分）
A.“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句话运用了反复的修辞。
B.小说按照篇幅的长短，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及小小说。
C.“每个周末，她都来到红树林公园，
或者激情澎湃地朗诵诗词，或者若有所思地眺望大海。
”
是一个并列关系的复句。
D.《谈读书》的作者是弗朗西斯•培根，英国哲学家、作家。著有《随笔》、《新工具》等。
解析：C 项的句子是一个选择关系的复句，不是并列关系。
答案：C
6.请在下面横线上填写相应的句子。
（10 分）
______________，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武陵春》）
______________，带月荷锄归。
（陶渊明《归园田居》）
因思杜陵梦，______________。（温庭筠《商山早行》
）
______________，一览众山小。
（杜甫《望岳》
）
______________，只有香如故。
（陆游《卜算子·咏梅》
）
念天地之悠悠，____________________。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天下为公，____________________，讲信修睦。
（《大道之行也》
）
中华诗文，源远流长，漫步其间，含英咀华，一次洗礼，一次收获：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
尽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的 坚 贞 不 渝 ； 文 天 祥 “ 人 生 自 古 谁 无 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慷慨悲壮；陆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尚思为
国戍轮台”的爱国情怀……
解析：理解诗歌的内容，认真审题，找出合适的诗句，注意不能写错别字。
答案：只恐双溪舴艋舟
晨兴理荒秽
凫雁满回塘
会当凌绝顶
零落成泥碾作尘
独怆然而涕下 选贤与能
蜡炬成灰泪始干
留取丹心照汗青
僵卧孤村不自哀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小题。
（10 分）
【甲】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刿曰：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乃入见。问：
“何以战？”公曰：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
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
公曰：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
“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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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乙】夏后伯启与有扈①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伯启曰：“不可。吾地不
浅②，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③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
④，钟鼓不修⑤，子女不饬⑥，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注释】①夏后伯启、有扈是古代的人名。②浅：狭、窄小。③教：教化。④张：乐器上弦。
⑤修：设置。⑥饬：谨慎、恭敬。⑦使：任用。
7.解释下列句中划线词语的意思。（2 分）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_________
小惠未徧，民弗从也。
_________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_________
期年而有扈氏服。 _________
解析：解答此类题目，一定要先翻译句子，知道句意然后再解释词语，并要注意通假字、古
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
答案：参与。 通“遍”
，遍及，普遍。 案件。 满一年。
8.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4 分）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固欲胜人者，必先自胜。
解析：翻译句子时，要注意重点词语，一定要翻译到位，切忌漏翻关键词语。
答案：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不敢独自享受，一定把它分给别人。
所以想要战胜别人，就一定要先战胜自己。
9.结合【甲】
【乙】两文的内容，说说作战要想取得胜利需要做到哪些？（4 分）
解析：明确信息筛选的方向，对原文语句进行加工概括，用凝练准确的语言来作答.
答案：
（1）政治上取信于民；
（2）军事上抓住战机，知己知彼；
（3）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和
建议；
（4）想要战胜别人，首先要战胜自己。
阅读下面选文，完成小题。
（9 分）
转基因作物可能有哪些危害
①提起转基因，人们的想法就很复杂：一方面不知道转基因产品是否可靠，一方面市场
上到处都是这种产品又不得不买。转基因食品对健康的影响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我们至今
也没有得到明确答案。但有一点目前已经得到肯定，就是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危害很大。
②由英国政府牵头，一批科学家在过去 3 年中试验了一批转基因冬油菜田。结果，研究
者发现，这种转基因作物可能改变田间野草物种的平衡，并伤害到多种动物，其中最‘受伤’
的就是直接接触这些作物的蝴蝶和蜜蜂。在这批实验田里，一半的田地里，蝴蝶数量下降三
分之一，蜜蜂的数量下降得更多，达到一半。科学家仔细探究了其中原因，结果发现原来是
田地里的野草在“作怪”
。而野草之所以能“作怪”，原因就在于田地里种植的庄稼——转基
因冬油菜。
③据科学家解释说，冬油菜被转变了基因是为了抵抗一些专门用于杀死宽叶草的特殊除
草剂。庄稼转基因后，这些特殊除草剂就能施放在田地里，结果在杀死一些宽叶草的同时破
坏了杂草的物种平衡，还改变了许多杂草的根本物种。一直习惯于原来杂草的蜜蜂和蝴蝶突
然面临改变后的杂草，有些“不知所措”
，同时也“大失胃口”
，最终导致它们的大量消亡。
④科学家指出，这种破坏效应会通过食物链影响到处于食物链更高层次的动物，如麻雀、
灰雀等，还可能沿食物链而上，危及到更多动物甚至人类。
⑤现在走进超市，随便拿起一瓶食用油，大多数瓶子上都会注明“原料为转基因大豆”；
再拎起一瓶牛奶，可能上面也标着”原料为转基因牛奶”。生活中的我们天天都在跟转基因
打交道，使得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对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性一查再查。尽管转基因技术的拥
护者大力高唱转基因食品有多么好，但人们的态度仍然是怀疑与茫然。

⑥英国曾有研究指出，转基因技术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食物营养结构改变，从而危害人
类健康；也有研究指出，新一代的转基因食品会使人体产生过敏现象，从而“加害”使用该
产品的人群；还有研究表明转基因作物自身能制造杀虫毒素，可能伤害其他生物，或通过食
物链威胁家畜与人类健康。
⑦尽管如此，转基因产品还是“大摇大摆”地摆在了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其中原因很简
单，就是这些研究能够表明的都是可能造成的危害，真正的结果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还
有待确认。
10.请结合全文内容概括转基因技术可能产生哪些危害？（3 分）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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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很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食物营养结构改变，从而危害人类健康；
（2）也有研究指出，新一代的转基因食品会使人体产生过敏现象，从而“加害”使用该产
品的人群；
（3）还有研究表明，转基因作物自身能制造杀虫毒素，可能伤害其他生物，或通过食物链
威胁家畜与人类健康。
11.第②段主要运用了哪种说明方法？有何作用？（3 分）
解析：首先要了解说明文的常用说明方法及特征，然后必须要结合文段的内容来分析说明方
法，然后根据文章的内容或者文段的内容所体现出来的说明对象的特征来分析作用即可。
答案：运用了举例子的说明方法。作用：举了一批科学家在过去三年中试验了一批转基因冬
油菜田的例子，更加具体地说明了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危害很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12.第⑥段中划线词语“可能”能否去掉？为什么？（3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体现在修饰，限制性词语的选用
上。主要是表示时间、空间、数量、范围、程度、特征、性质等方面的修饰限制性副词和数
量词等词语。
答案：不能。
“可能”是“也许”
“大概”的意思，表猜测，意为转基因技术导致不可预测的
食物营养结构改变，从而危害人类健康只是一种推测，如果去掉就变成了上述情况是真实的
了，与事实不符，所以不能去掉。这个词语的使用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阅读下面选文，完成小题。
（14 分）
收集牙签的人
①像很多老派的家庭妇女一样，母亲总是不舍得扔掉旧物，即使明知道它们的确已经派
不上用场了。因此，在我们家的杂物房里，总是能找到一些让我目瞪口呆的东西，不是陌生
得让我无从指认它的来历，就是熟悉得让我难以置信它经年之后仍旧存在。
②我曾经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大概意思是讲现代人应该学会“断舍离”
，意思是“断
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弃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迷恋”
。我顺手将这篇文章转发给刚开始
热衷玩微信的母亲看。过了很久，母亲回复我一个微笑的表情。我觉得那是不置可否的微笑。
你如何能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执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执念，我只要接受就好了。
③前一阵回家住了几天，没事钻进母亲的杂物房，东翻西看。从一个角落里取出一只小
铁盒子，接口已经有锈，我费了点技巧才得以打开。一打开我就哑然失笑了。那里边堆满的
不是什么宝贝，竟然是饭店专用的那些独立包装牙签。湘满楼、金华安酒店、成记海鲜店、
广州酒家、稻花香……各种颜色的小纸袋，一面写着饭店的名字，另一面大都写着“欢迎光
临”
。这是母亲多年来下馆子收藏的饭店牙签。我记得母亲有这个习惯的。每次她在饭馆吃

饭，临走的时候，都会向服务员多要一袋牙签带走。刚开始，以为她是为了放在包里备用，
久了才知道，收集每家吃过的饭馆的牙签是母亲的一个爱好，就像别人收藏邮票、烟盒甚至
古董那样，只不过她收藏的东西，既没有价格也没有价值。
④我抱着那盒牙签跑去问母亲，为什么喜欢收集这些东西。母亲饶有趣味地将那些牙签
一袋袋摆出来看，一边看一边告诉我：这是那年你在广州搬新家，我们在金华安摆了一桌，
你老爸一个人吃掉了一盘红枣芋泥；这是你哥哥请我们到郊区那个农庄吃河鲜，二叔公饭店，
我们吃饱之后还摘了一大堆艾草回家；这是你姐姐那年生日正好碰上中秋节，我们在漓江春
吃了一顿团圆饭……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仅凭一根牙签，一个饭馆的名字，母亲竟然能记住
若干年前的某一次下馆子！仿佛她一根一根摆弄着的，不是牙签，而是一张一张旧照片。
⑤一整个下午，我都在听母亲回忆，母亲从岁月的缝隙里剔出一个个故事，听得我五味
杂陈。
⑥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的形象就是那个挂着围裙整天在灶台间转的女人。母亲做的菜
不仅好吃，而且还有创造性，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母亲可以将一些廉价的东西做成美味
的菜，我至今还记得西瓜皮炒咸菜的那种爽脆，豉汁柚子皮绵软多汁的口感，酿南瓜花的鲜
甜，芦荟汤的黏稠清香……在吃这个问题上，母亲一直是权威，指挥官般安排着一家人的饮
食。直到我们几个孩子长大，一个个成家搬出去住，有了各自的灶头，母亲就管不了我们的
吃了。
⑦下饭馆这类事情，现在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可是母亲每次跟我们下饭馆，总是穿得
整整齐齐、漂漂亮亮，显得比任何一个人都隆重的样子。散席之前，还不忘将饭店的牙签带
回家。现在想来，母亲收藏这些毫无价值的牙签，是为了给那一次次聚餐留念。
⑧我问过母亲，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癖好”的？母亲说，就是那一次，她带外婆到
广州我家过年，我们在广州酒家吃年夜饭。八十四岁的外婆第一次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外婆
去世前的那几年间，总是洋洋得意地对村里的老人们说：
“我是这个村里跑得最远的老人了，
都是托了儿孙的福。
”母亲想起这句话都会难过，她哽咽地说，那年在广州吃的年夜饭，是
外婆这辈子吃得最好的一顿了。她手上拿着那根牙签，白色的包装纸已经微微泛黄。看着这
袋牙签，我想起了那顿饭，已经没剩几颗牙的外婆，拿着桌上这只小袋研究，不知道里边装
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笑得前俯后仰，问外婆，要牙签剔哪一颗牙齿？往事历历，如果不是这
根牙签，我那塞满杂事如同母亲堆得满满的杂物房一般的脑子里，怎么会猛然想起这个令人
鼻子发酸的珍贵的细节？
⑨我猜，过往的回忆就像母亲的杂物房一样，经过一辈子的堆塞，恩的、怨的、美的、
丑的、温暖的、悲伤的……这些已经无法理清，更无法“断舍离”
。人生在世，谁又能轻装
上阵？一个人的一生总是要背负很多东西，欲望、情感、回忆、畅想……这些东西构成了人
的丰富，而那些承载着人的记忆，甚至纯粹为了表达情感的“无用”的杂物，执着地、不起
眼地证明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
13.请你说说第②段画线句子中“不置可否”一词的具体含义。
（3 分）
解析：解答这类试题，既要紧扣目标段，又要联系上下文进行合理推断，结合作者运用的比
喻、夸张、象征、衬托等手法，理解其深层含义。
答案：
“不置可否”原意是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指不表明态度。文章中指的是母亲不同意
“我”的观点，但又不想直接反对“我”的想法，于是就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微笑而过。
14.请赏析第⑤段画线句子。（3 分）
解析：赏析时，必须与人物的形象与情感联系起来，同时还要有全局意识，即联系全文来鉴
赏要分析的句子。本题结合“剔”和“五味杂陈”等词语来赏析句子。
答案：这个句子中的“剔”字、
“五味杂陈”都用得极妙，用词极其契合语境。
“剔”本指从

缝隙或孔洞里往外挑拨东西，文中的母亲通过摆弄一袋袋的牙签回忆着美好的过往，这美好
的记忆似母亲用收藏的牙签一点点从脑海中挑拨出来，此句既突出了这过往回忆对于母亲的
重要性，也让我们体会到了母亲对于亲情回忆的珍惜之情。
15.第⑦段画线句子耐人寻味，你怎样理解母亲这样的行为？（2 分）
解析：把握关键情节，注意标志性词语，尽量利用文本中的信息。结合文章中心及上下文，
进行理解分析即可。
答案：每次下饭馆，母亲总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说明母亲重视家庭聚餐。母亲的这份隆
重更说明了：在孩子成家后，她珍惜并留念每一次亲情交流的机会。
16.请分析“我”对“母亲收集牙签”一事的情感变化的过程。
（3 分）
解析：心理描写是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对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解答此类试题，要通过人物的神态、语言、行动等进行分析，把人物的心理揭示出
来。
答案：不解但接受母亲的执念——询问收藏的原因——领会旧物的价值。
17.“收集每家吃过的饭馆的牙签是母亲的一个爱好，就像别人收藏邮票、烟盒甚至古董那
样，只不过她收藏的东西，既没有价格也没有价值。
”母亲收藏的东西真的没有价值吗？母
亲觉得这些“无用”杂物的用处是什么？（3 分）
解析：本题属于开放性试题，解决此类题型，要注意写出感悟最深的一点，绝对不能脱离文
章内容。要运用议论性的语言，语言通顺、有条理。
答案：①母亲收藏的东西是有价值的。②这些“无用”的杂物承载着美好的记忆，表达了纯
粹的情感，证明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
阅读选文，回答问题。（4 分）
他又恢复了他的静默寡言。一声不出的，他吃，他喝，他掏坏。言语是人类彼此交换意
见与传达感情的，他没有意见，没了希望，说话干吗呢？除了讲价儿，他一天到晚老闭着口；
口似乎专为吃饭喝茶与吸烟预备的。连喝醉了他都不出声，他会坐在僻静的地方去哭。几乎
每次喝醉他必到 A 吊死的树林里去落泪；哭完，他就在白房子里住下。酒醒过来，钱净了手，
身上中了病。他并不后悔；假若他也有后悔的时候，他是后悔当初他干吗那么要强，那么谨
慎，那么老实。该后悔的全过去了，现在没有了可悔的事。
18.上文选自_________（作者）的小说《骆驼祥子》
，文中的“A”是_____（人名）。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名著内容的积累能力。阅读名著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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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老舍 小福子
19.联系原著，请问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梦想破灭后，他最终变成一个怎样的人？（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辨析名著故事情节的能力。主要是要分析主人公祥子性格的变化。
答案：他最大的梦想是想拥有一辆自己的车。他最终变成了麻木潦倒、好占便宜、吃喝嫖赌、
自暴自弃的人。或：他最终变成了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无业游民。
写作（写作 40 分，书写 3 分）
20.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会有亲人的呵护，会有老师、同学的关心，会有理想、乐观、诚信
等品质的指引，会有书籍、篮球等物品的陪伴……

请你以《成长路上，有你真好》为题目写一篇作文。
要求：
（1）结合个人生活经历，选取真实的生活片段，写一篇 600 字以上的记叙文。
（2）文章叙事清楚，结构完整，内容充实。
（3）恰当运用描写、抒情等表达方式，写出真情实感。
（4）文中不得出现真是的校名和姓名。
解析：本题是一篇命题作文，注意认真审题，明确题意；选好材料，选取自己最熟悉的，最
有新意的，确定好中心来选取、组织材料；列好提纲，确定详略。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