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河南省焦作市九年级第一次模拟考试试卷语文
1.下列词语中划线的字，每对读音都不同的一项是（）（2 分）
A.喝水/喝彩
胆量/量力而行
一声不吭/引吭高歌
B.关卡/卡车
荷花/荷枪实弹
厚此薄彼/日薄西山
C.累赘/累计
宿舍/退避三舍
好逸恶劳/君子好逑
D.复辟/辟谣
摒弃/屏气凝神
瑕不掩瑜/不言而喻
解析：本题考查字音的掌握情况。D 项每对读音都不同，分别为：bì/pì，bìng/bǐng，yú/y
ù。其他各项读音分别为：A.hē/hè，liàng/liàng，kēng/háng。B.qiǎ/kǎ，hé/hè，bó/bó。
C.léi/lěi，shè/shè，hào/hǎo。
答案：D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2 分）
A.竣工
座右铭
如法炮制
真知卓见
B.震憾
主旋律
拈轻怕重
人才倍出
C.座位
通辑犯
玲珑剔透
莫衷一是
D.陶冶
堰塞湖
恪尽职守
不可名状
解析：本题考查字形的掌握情况和对汉字字形正确书写的能力。D 项正确，其他各项书写错
误的词语应更正为：A.真知卓见——真知灼见。B.震憾——震撼，人才倍出——人才辈出。
C.通辑犯——通缉犯。
答案：D
3.古诗文默写。
（8 分）
①________，思而不学则殆。
（
《论语》）
②忽如一夜春风来，________。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
③苔痕上阶绿，________。
（刘禹锡《陋室铭》
）
④山河破碎风飘絮，________。
（文天祥《过零丁洋》
）
⑤诗歌，像一束光，照亮我们的生命。路遇重山叠水，迷茫了，陆游在《游山西村》里告诉
你“________，________”
；
面对惊涛骇浪，信念动摇了，李白在《行路难》中鼓励你“________，
________”
。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并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解答本题，首先要读懂题干要求，然后
根据题干中的关键点及平时积累进行解答。注意字形，不要出现错别字，写后要检查。
答案：①学而不思则罔 ②千树万树梨花开 ③草色如帘青 ④身世浮沉雨打萍 ⑤山重水复疑
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4.名著阅读（10 分）
①有人拟了一副对联。上联取材于《西游记》，下联取材于《水浒传》请你根据下联的
提示，围绕晁天王叙述相关故事情节。
（2 分）
降妖伏魔，孙行者扬威取经路
惩凶除恶，晁天王聚义梁山泊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辨析名著故事情节的能力。
答案：①晁盖与刘唐、吴用、公孙胜、阮氏三雄合谋智取生辰绢，事发后遭官府追杀，不得
已投奔梁山泊落草。因梁山泊寨主王伦忌才，不能相容，吴用智激林冲火并王伦后，大家推

晁盖为寨主，晁羞把议事的地方叫“聚义厅”
，收拢来投靠的各路好汉。
②请根据你的阅读积累，在横线上填写你的阅读感受。（4 分）
阅读名著能启迪心灵。读《傅雷家书》能让我领悟到遇困难不气馁，要有国家民族荣辱
感的人生道理；读鲁迅的《朝花夕拾》，________；读罗曼罗兰的《名人传》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内容的积累能力。
答案：示例：读鲁迅的《朝花夕拾》
，能让我了解作者的温童年、看到当时的人情世故和社
会风貌；读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能让我了解名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体悟作者饱含深情的
语言和诗意。
5.在下面一段文字的横线处补写恰当语句，使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
（4 分）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
，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A____，想得很高，纸
上计划很好，但一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往往处处碰壁。只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那就更难成
大事。尤其在现代社会，样样要科技，一个“大老”怎么干得下去？所以_B____，只有这样，
知识才能化为力量，书本才能变成财富。
解析：这类题目一般要求“根据语段内容”补写句子，要求所补写的句子内容贴切、语意连
贯、逻辑严密。本题注意按总分总的顺序论述，最后总结得出：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
万里路”
。
答案：示例：A.光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那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或难成大事）
；B.所以“读
万卷书”和“行万里路”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或：要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紧密结
合起来。或：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
。
阅读下而材料，回答问题。
（6 分）
材料一：
《信·中国》栏目 3 月 9 日起在中央电視台练合频道首播。节目以“信”为载
体，传递的是“信仰、信念、信守、自信”的内核。每期精选的信件，是从建党以来收录的
2000 多共产党员书信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有伟人、名人的信，也有不为人知的普通共产党
员的信。
在内容构建上，节目组进行了大胆尝试和创新，把书本上的英雄形象拉回到普通人，用
观众能够感受到的共通情感，在书信文字中展现鲜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形象。
在拍摄上，采用的潘多拉魔盒立体投影技术。该技术的每一个视屏都是由 19 台光投影
拼接完成，可以打出 360 度环形视觉，为观众营造出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技术实现了时光
穿梭的效果，让观众跟随信件的朗读者身临其境地回到信件写就的年代。
材料二：
《信·中国》的播出，让观众看到另一维度上的文化类节目形态探索，其在创
作上巧妙地统合了“大”与“小”的关系一一在选材方面有大题材的格局视野，呈现于舞台
的是“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的信件”
。每封信的叙事和细节，实际上透着每个平凡的中国人面
对时代变迁时的抉择。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周勇评）
《信·中国》节目中“打开”一封封中国信，其实是讲述关于信仰、信念、信任、信守、
自信的中国故事。用信件之间的互文，书信与历史背景的呼应来解读信件，是值得称道的模
式。正因为信息量丰富，一封封书信里能见人性，而人性又能辉映着党性，让观众在“书信
的历史”里看见人性的光辉、时代的变迁。
（文汇报评）
材料三：
某市中学生使用书信情况调查结果

6.请分别概括材料一、材料二的主要内容。
（2 分）
解析：这是对材料信息筛选和归纳的考查。
答案：材料一：
《信·中国》栏目的创办目的、内容和形式创新。
材料二：媒体和名人对《信·中国》栏目的综合评价。
7.材料三的调查表反映了什么情况？（2 分）
解析：这道题目考查的是对图表的认识。首先要读懂图表所表述的内容，然后用简洁的语言，
抓住问题的关键来作答。调查表反映的情况是：现代绝大多数中学生从不写信。
答案：现代绝大多数中学生从不写信，或现代绝大多数中学生不会使用书信进行沟通交流。
8.针对调查结果，班委会组织欣赏名人书信的活动，可是小明同学不感兴趣，不愿参加，请
你结合材料一、二劝说他。
（2 分）
解析：这是一道典型的劝告类口语交际题，解答此题要注意以下两方面要求：第一要在准确
了解事情前因后果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吐露心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文明得体；第二要
符合语体要求，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使用口语还是使用书面语。本题注意要紧密联系材料内容，
劝说小明参加欣赏名人书信的活动。
答案：格式：称谓+阅读名人书信的作用+愿望
阅读下面文章，回答问题。
（12 分）
种子
明前茶
（1）从小，生长在皖南乡间的明冠华就为家里做保存种子的工作：南瓜瓤挖出，南瓜
籽在泉水中冲净，放在竹编的笸箩里晾晒；花生剥出，逐粒精选，晒到手摸上去有点发涩；
苋菜、油菜、芝麻的种子，都轻得很，托在手上翻动挑拣，要屏住呼吸。这些种子晾干时都
要防老鼠，防鸟雀，防瓦楞上走过的猫。
（2）才六七岁的明冠华看管着这一切。她明白，明年，整个菜园的生机，都落在她手
上。
（3）唯一不需操心的，是院落里的丝瓜种子。夏秋之交，最后一茬丝瓜一定会在枝头
留着，等它们变粗、变老，直到丝瓜瓤的水分完全被飒响的秋风收去。最后，摇一摇它，种
子就在里面沙沙作响。
（4）菜瓜和杂粮的种子，被一一收在小布袋里，封存于瓦罐中。做这些事，令明冠华
的神色，有不同于乡间小孩的庄重。
（5）她一定没想到，20 多年后，自己研究生毕业后会在北京教学植物园里工作，教城
里小孩辨认各种植物的果实与种子，观察植物发芽生长的全过程，进而探索自然的奥秘。
（6）我是在植物园的小径上遇见明冠华的。她见我捡拾椴树的叶片，瞅着粘附在叶片
下的种子惊讶微笑，就主动找我攀谈，说植物的果实与种子本来就各有各的脾气。她一面走，
一面像松鼠一样，跳到灌木丛中去捡拾种子，还从头发上、裤脚上扯下牛蒡的果实给我看—
—原来，这牛蒡果实个个都生有小倒钩。当年，发明尼龙搭扣的人，就是受到了它的启发。
（7）做植物学的科普工作很寂寞吗？明冠华微笑：一点儿也不寂寞。植物园里的静气
是滋养人的，你的耳朵也会变得格外敏锐。植物开花的声音，果皮干裂后种子像子弹一样弹
出去的声音，在无风的午后都可清楚地听见。

（8）再说，种子与果实细看上去都分外有趣：
（9）枫杨树的果实有两个尖尖的小翅膀，据说 J·K·罗琳，就是看到这种果实，才脑
补出《哈利·波特》中魁地奇比赛中一球制胜的金色飞贼。
（10）槭树的种子也带着小翅膀，不过更透明，更轻，就像救生圈一样保证一旦种子落
在水里不会下沉，可以被水流带到远处冲上岸。
（11）蓖麻的种子有漂亮的暗花，而且顶部油油的，是为了吸引鸟雀吃下它；没消化掉
的蓖麻种子被鸟雀排出后，表面已经有小挫伤，更容易发芽，长出蓖麻的植株。
（12）烟草的果实绝对是广种薄收的典范，一捏碎，会撒出来上千粒针尖大的微细种子，
像一蓬轻袅的黑色烟尘，可以随风飘到很远；落到水里，会散发微妙的气味，让鱼儿避走不
迭。
（13）种子们借助风、水与小动物的力量，从成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它们的迁徙。
它的构造，就是为了更方便漂移，从而远离母株，减少同类物种之间的竞争，并争取更多的
阳光、空气与生长空间。就像孩子要独立成人，多半要远离父母一样。
（14）不少双语小学、国际小学的自然课堂，就设立在明冠华工作的植物园里。那些浑
身名牌的小孩，到了这里，换上工装背带裤，戴上粗布手套和遮阳帽，拿上带弯钩的小网兜，
由明冠华领着，出去找种子。他们扒拉落叶，跳过溪流上的踏脚石，钻入秋天最后的迷你青
纱帐，补足自小生长在城市缺失的一课。
9.结合全文，说说你对文章标题“种子”的理解。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标题的理解。
答案：一方面指自然界各种植物的种子；另一方面指根植于人们心中尤其是孩子们心中热爱
自然的心灵的种子；孩子们像种子一样，要远离父母，独立成人。
10.请从明冠华的角度，概括文章内容。
（3 分）
解析：概括主要内容，考查理解和概括表达的能力。
答案：明冠华从小为家里做保存种子的工作，工作后教小孩子认识种子，进而探索大自然奥
秘，她从中获得了无限乐趣。
11.根据括号内的要求，赏析第（3）段和第（10）段的画线句子。
（4 分）
A.最后，摇一摇它，种子就在里面沙沙作响。
（从词语运用角度）
B.槭树的种子也带着小翅膀，不过更透明，更轻，就像救生圈一样保证一旦种子落在水里不
会下沉，可以被水流带到远处冲上岸。（从修辞角度）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赏析。可以分别从词语和修辞方法的角度来赏析句子。
答案：A.“沙沙"拟声词，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丝瓜种子成熟时的美妙声音，表现了明冠华在
保存种子时的意趣盎然。
B.比喻，生动形象的写出了械树种子的形状和传播的方式，表现了种子在传播时妙趣横生。
12.如何理解文章结尾，明冠华领着孩子们去“补足自小生活在城市所缺失的一课”。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的能力。这是一道开放性试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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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补上的课程是指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探索以及对生命的好奇与敬畏。
答案：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对农村和植物的种子是陌生的，在这里补上的课程是，对
大自然的观察和探索以及对生命的好奇与敬畏。
阅读下面文章，回答问题。
（12 分）

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的“三重要义”
（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寄语广大青年，满怀深情地指出，
“青年兴
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广大青年更要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加强修身养性，
脚踏实地，勇攀时代的高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努力彰显新时代新青年的新气象。
（2）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之“法”在于坚定信念、志存高远。所谓“法”，即实现人生
价值的指导方针和思路引领，解决的是青年成长成才方向指引和人生航向的问题。理想指引
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只有心中有了坚
定的信仰，脚下才会有更强劲的力量。反之，信念一旦丢失，青年干事就犹如太空漫步般迷
茫而不知所措，飘飘然而无力。坚定信念，首要和根本的是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自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为之终生奋斗，
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
（3）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之“道”在于修身养性、道德养成。所谓“道”，即万物变迁
循环中亘古不变的规律，在个人层面体现的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的“三观”
是青年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源泉，是青年干事创业的价值基础和道义起点，是青年必须系好的
“第一粒扣子”
。青年人成长成才固然要靠过硬的本领，但最为关键的是要注重锤炼高尚的
道德品格和意志品质。在修身养性方面，古代的贤达之人早已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并著书立说
告诫后人，孔子则说，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
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修身”位
居其首。因此，广大青年立志成长成才，首先要立志做一个“大写的人”，要“积大德”
“行
大爱”
。常在修身养性上“修枝剪叶”，及时清除害虫、拔掉坏芽，给身心营造一个“清清爽
爽、干干净净”的成长空间。努力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
密结合起来，从而为成长成才奠定坚实的道德根基。
（4）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之“术”在于脚踏实地、砺能笃行。所谓“术”即技术和方
式方法，所要解决的是青年成长成才的道路和实践路径问题。这个路径就是要坚持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要坚持在实践中“砺能笃行”。如果说理想信念是描绘蓝图，是“河对面的风景”，
那么“砺能笃行”就是实践路径，是渡河的桥和船。砺能笃行，前提是“能”，关键在于“行”
。
俗话说，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广大青年要实现立志做大
事的目标，必须练就过硬的本领，躬身于干事创业的伟大实践。“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
下大事，必作于细。
”
“做大事”不是空喊口号，更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实实在在的身体力行。
人们常说，成功的背后，永远是艰辛的努力。青年要始终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要敢
于做先锋，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5）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曾说过，青年要“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
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作为新
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
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中国青年网，有删改）
13.仔细阅读全文，概括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的“三重要义”。（3 分）
解析：本题考查从文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的“三重要义”可以概括
为：①坚定信念、志存高远。②修身养性、道德养成。③脚踏实地、砺能笃行。
答案：①坚定信念、志存高远；②修身养性、道德养成；③脚踏实地、砺能笃行。
14.第（3）段划线语句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3 分）
常在修身养性上“修枝剪叶”
，及时清除害虫、拔掉坏芽，给身心营造一个“清清爽爽、干

干净净”的成长空间。
解析：本题考查议论文的论证方法和作用。
答案：运用比喻论证的方法。把个人比作一棵树，把加强修身养性比作给树木“修枝剪叶”，
“清除害虫”
，使树木能健康成长，运用比喻论证，使抽象的道理变得形象易懂，更能被读
者理解。
15.请分析文章的论证思路。（3 分）
解析：本题考查议论文论证思路的分析能力。本文首先引用习主席的话，引出论点，然后分
段论述了青年成长成才之法，青年成长成才之道，青年成长成才之术，最后总结全文，发出
号召。
答案：首先引用习主席的话，引出论点即新时代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加强修身养性，
脚踏实地；然后分段论述了青年成长成才之法，青年成长成才之道，青年成长成才之术；最
后总结全文，号召青年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
16.下面名言如何作为本文论据，放在哪一段合适？说出理由。
（3 分）
《周易》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解析：本题考查补充议论文论据的能力。名言属于道理论据，这句话讲的是要加强自身修养，
第（3）段是讲青年成长成才要注重自身修养，二者意思一致，所以放在第（3）段比较合适。
答案：放在第（3）段。因为这句话讲的是要加强自身修养，第（3）段是讲青年成长成才要
注重自身修养，二者一致。
阅读下面语段，回答问题。
（8 分）
【甲】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
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
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
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
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
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
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
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
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
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醉翁亭记》）
【乙】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①。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
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②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
幸富菊花，偏饶竹实。山谷所资，于斯已办③。仁智之乐，岂徒语哉。
（吴均《与顾章书》
）
【注释】①薜萝： 薜荔与女萝，皆为香草。后人常以藤萝为隐者服饰。②英英：声音
和盛之貌。③办：具备。
17.下列语句中划线词的意义相同的一组是（
）
（2 分）

A.名之者谁/故虽有名马
B.水落而石出者/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C.太守归而宾客从也/微斯人，吾谁与归
D.射者中，弈者胜/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中的一词多义，要确定它在句子中的意思，就要根据上下文的内容来
考虑。D 项意思都是“胜利”
。其他各项的意思分别为：A：命名/名贵。B：显现/名词活用
作状语，在国外。C：回家/归依。
答案：D
18.把下面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2 分）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瞑，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文言句子的翻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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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词语：开：消散，散开。归：聚拢。
答案：像那太阳出来后林间的雾气散了，烟云聚拢后山谷洞穴昏暗了，
（这）明暗交替变化
的是山中早晨和晚上（的景象）
。
19.甲、两文都是游记。甲文表达的情情感是乙文表达的情感是。（2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作者思想感情的理解。要结合字里行间和文章的中心思想来理解作者
思想感情，同时注意考虑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
答案：甲文：寄情山水、与民同乐。 乙文：对山水的热爱和归隐后怡然自得的心情。
20.甲、乙两文共同的写作手法是什么？（2 分）
解析：本题考查比较阅读的能力。文言文比较阅读，就是将两篇或两篇以上而且内容和形式
上有一定联系的文章，加以比较分析、对照鉴别地阅读。
答案：甲乙两文都运用了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的写作手法。
阅读下面古诗，回答问题。
（10 分）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白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21.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4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对作者思想感情的理解。要结合字里行间和诗歌的主题来理解作者思想
感情。解答时需要读懂诗歌的内容，并且能够根据重点语句理解诗人的思想情感。
答案：表达了作者对遭贬朋友的关心、劝慰，以及惆怅之情。
22.从修辞角度，赏析“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6 分）
解析：本题考查重点诗句的赏析。
答案：拟人修辞手法。将月亮人格化，赋予了明月以人的情感色彩。把明月当作善解人意的
知心人，托明月把自己对朋友的思念和同情带到夜郎西。
任选一题作文（50 分）
23.题目一：最温暖我的话
要求：①除诗歌外，文体不限。不少于 600 字。②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

解析：命题作文首先要审好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题目，都要咬文嚼字，仔细琢磨，找出题
目的关键字眼在哪儿。找准它，根据它弄清题目的要求、重点和范围，确定文章的中心。确
定好文章的中心之后，就需要围绕中心选取最能表达中心的材料。确定中心，选好材料以后，
就需要列出一个简要的提纲，确定先写什么，再写什么，后写什么。
答案：范文：
最温暖我的话
世界上万物都是有温度的，不管什么时候，都在释放着自己的温度。有了温度，生活才
会温暖，才会温馨，才有感情。
话语也是有温度的，一句有温度的话语，让人心温暖，一句温暖的话语，在不同时间有
不同的作用。
在一个人失败的时候，送上一句温暖的话语，让人从新站起；在人胜利的时候，献出一
句温暖的话，让人更加高兴。
什么是有温度的话呢？就是能让你感动，让你觉得很亲切的话。
平常，多对朋友说说这样的话，你们的关系就会拉近。多对家人多说说这样的话，会是
家庭更和睦。
失败时别人献上这么一句话，让我心里暖暖的，很感动。我胜利时，别人献上这么一句
话，我会更快乐。
比如，这学期考试没考好，我很伤心，这是同学送上了一句：“别灰心，总结这次失败
的原因，把它运用在下次考试中，你一定会考好的。
”这句话虽然很平常，但有这不平常的
意义。就是这句话，让我在这次失败中重新站了起来。让我得到了很好的改变，让我总结了
自己的缺点。
温暖的话给了我许许多多该得到的，却没有得到的。不然，我不知道现在的我是什么样
子。
可见，温暖的话，对人多么重要。没有它，就没有人激励我们，没有任激励我们，就没
有我们一点点的进步。
所以，我们应该多给周围的人一些温暖的话，让他们一点点进步，一点点成长。同时，
大家也要多给我一些温暖的话，让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4.题目二：读下面材料，然后作文。
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子曰：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
请根据以上材料，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所写文章主旨可以从所给的一则或多则材料中提炼。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不少于 600 字。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
解析：本题是一篇材料作文，材料作文的关键是读懂材料，让思考从材料中析出。可以先抓
材料中的关键词，再由这些关键词作深入透析，体现自己的思考。首先要根据材料，找出要
求写出的主题，所写文章主旨可以从所给的一则或多则材料中提炼。作文可以写一篇记叙文，
也可以写一篇议论文。主要结合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用具体事例来体现材料中蕴涵的道理
即可。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