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河北省定州市第三次模拟考试试卷语文
第一部分
（1-5 题，25 分）
1.在下面的横线上填写相应的句子。
（8 分）
（1）半卷红旗临易水，___________________。
（李贺《雁门太守行》）
（2）________________，童稚携壶浆。（白居易《观刈麦》
）
（3）纷纷暮雪下辕门，____________________。（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
（4）天街小雨润如酥，____________________。（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5）
《桃花源记》中，交代桃源人来历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认真审题，找出合适的诗句，不能写错别字。本题中需要注意的易写错的字是：箪，
掣。
答案：
（1）霜重鼓寒声不起 （2）妇姑荷箪食
（3）风掣红旗冻不翻 （4）草色遥看近却无
（5）自云先世避秦时乱 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不复出焉 遂与外人间隔
2.根据注音写出相应的词语，给划线的词语注音。
（4 分）
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一座山，有屹（______）立的山峰也有 qǔ（_______）折的幽谷；
生活也像一条路，有平直的坦途也有崎（______）岖的小径；生活又如一条河，有奔 téng
（_____）的激流也有低回的深潭。一路行过，风光无限。
解析：本题考查字音、字形的识记书写能力。对汉字字形的正确书写能力。注意：腾。
答案：yì
曲
qí
腾
3.仿照前句，在横线处续写一句话，使之构成排比。
（写在后面的答题横线上）
。（2 分）
我喜欢旅行，喜欢在别人的思想里旅行。我想与陶渊明一起重访桃花源，想与范仲淹携
手登临岳阳楼；
（1）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想追随鲁迅先生去欣赏那蓬勃奋飞的北国
的雪，
（2）__________________；想跟随琦君女士去品尝那地道纯正的家乡的春酒……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仿写能力。注意所仿写的句子要与例句相关，格式相同，修辞相同。
答案：
（1）
（示例）想与苏东坡相约夜游承天寺
（2）
（示例）想追随闻一多先生去聆听他那响彻寰宇的最后一次演讲
4.将下列句子组成一段意思连贯、句意完整的话，语序排列最为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①这不是一种羞耻，而是一种光荣。
②这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为丰满更为健康，也可以让我们的灵魂更为自由更为强壮。
③学会爱自己。
④因为这并非出于一种夜郎自大的无知狭隘，而是源于对生命本身的崇尚和珍重。
⑤可以让我们在无房可居的时候，亲手去砌砖叠瓦，建造出我们自己的宫殿，成为自己精神
家园的主人。
A.①④③②⑤
B.③①④②⑤
C.①②⑤④③

D.③④①⑤②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排序能力。可以按照议论文的基本结构来排序。
答案：B
5.下面是一幅讽刺漫画，请认真观察，完成后面的问题。
（8 分）

（1）给漫画加个合适的题目。（4 分）
解析：认真看图，仔细审读寓意，再用简洁的词语概括解答。
答案：
（示例）赶点儿去辅导
（2）针对漫画中反映的现象，你作何评论？（4 分）
解析：仔细观察漫画，找到有用的信息，领悟其中蕴含的道理。
答案：
（示例）家长剥夺了孩子的所有自由时间，无休止地上辅导班，这是令孩子们很反感
的事。
第二部分
（6-21 题，46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回答小题。（5 分）
渔家傲•秋思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6.对这首词的赏析，有误的一项是（
）
（2 分）
A.该词是范仲淹驻守西北边防时所作。词的上阕写边塞秋色，下阕写思乡之情，笔力雄健，
感情沉郁。
B.这首词基调悲壮，意境开阔，风格和“苏辛”相似。
C.词的上阕以“异”字统领以下背景：秋来、衡阳、边声、千嶂、长烟，既渲染了西北边
地的荒漠，又暗示出将士们的思乡之情。
D.词的下阕“将军白发征夫泪”一句，强烈抒发出将士们壮志难酬的感慨和思乡忧国的情怀。
解析：一个“异”字，统领全部景物的特点：秋来早往南飞的大雁，风吼马啸夹杂着号角的
边声，崇山峻岭里升起的长烟，西沉落日中闭门的孤城。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描摹出一
幅寥廓荒僻、萧瑟悲凉的边塞鸟瞰图。没有“暗示出将士们的思乡之情”，所以 C 项错误。
答案：C
7.“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写出了塞外怎样的景致？试加以描述。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描绘诗中展现的图景画面的能力。抓住诗中的主要景物，用自己的语言再现

画面。注意要忠实于原诗，语言力求优美。
答案：群山连绵，炊烟袅袅，夕阳西下，孤城一座。表现了边塞的悲凉。（意思对即可）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回答小题。
（14 分）
读书三到
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
不可牵强暗记①，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
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②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
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朱嘉《训学斋规》
①牵强暗记：勉强默记。②漫浪：轻慢，随便。
8.解释下列句子中划线的词语。
（4 分）
（1）其义自见。
________
（2）自晓其义也。
________
（3）则眼不看子细。
________
（4）三到之中，心到最急。
________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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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要注意积累并识记一些常见的实词。
答案：
（1）显现；
（2）通晓，知晓；
（3）就；
（4）重要。
9.用“/”给下面的句子断句。
（标四处）（4 分）
余 尝 谓 读 书 有 三 到 谓 心 到 眼 到 口 到。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的断句能力。划分句子节奏时，除了要考虑句子的意思，还要考
虑句子的结构。可以根据句意来划分，句意为：我曾经说过：读书有三到，就是心到、眼到、
口到。
答案：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10.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2 分）
（1）只是要多通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2）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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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只要多诵读几遍，自然而然的就顺口了，隔很长时间也不会忘记。
（2）心已经到了，眼和口难道还不到吗？
11.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告诉我们读书要注意哪两点？（4 分）
解析：本题考查从文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明确信息筛选的方向，即挑选的范围和标准，
对原文语句进行加工概括，用凝练准确的语言来作答。
答案：诵读的要领就是“读得字字响亮，不能读错一个字，不能丢掉一个字，不能多读一个
字，不能颠倒一个字”
，而且诵读时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书读熟了，含义自然也就
理解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小题。（9 分）
让自己燃烧起来

①有位企业家将人分为三类：自己就能熊熊燃烧的“自燃型”，点火也烧不起来的“不
燃型”
，介于两者之间的“可燃型”
。这样的譬喻，刻画出职场众生相，令人深思。
②同样是工作、同样在干事，但从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中，不难窥见个体之间的差异。
有的人志存高远、激情四溢，善于自我加压、主动作为，眼中处处有事，不用点火即能自燃，
无需清风也会盛开；有的人相对被动，但只要被激起热情，也能顺势而为、发光发热；有的
人则甘当“顽石”
，冷漠坚硬、浑浑噩噩，消极应付、麻木不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
至还会给别人泼冷水。可以想见，不同的行为模式，也将塑造相异的职业人生。
③面对工作，究竟该选择怎样的心态与姿态，其实一目了然。然而在现实中，缺少“自
燃型”特质的人却并不鲜见。他们总体上欠缺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甚至“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
。这样的员工，往往跟工作的要求相去甚远。
无论处于何种岗位，如果缺少必要的热情、应有的勤奋和较强的责任意识，都难言做好本职
工作。争做一名不需他人督促、勤于主动创造的“自燃型”职员，才能在日趋激烈的职场竞
争中赢得更大优势，收获更多成长。
④一位企业家曾说：
“有两种人永远不会成功，一种是除非别人要他去做，否则绝不主
动做事的人；另一种则是即使别人要他做，也做不好事情的人。”思想有多远，才能走多远。
对个体来说，一生碌碌无为还是成就充盈丰满的人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做事的精神状态。
飞鸟和白云都在天上飞，鸟儿飞得自由自在，云却始终无法把握行进的方向。差别何在？就
是因为鸟儿自己在飞，而云一直被风吹着走。
“我要干”与“要我干”
，体现着截然不同的价
值选择与行为状态，其所对应的结果也自然对比鲜明。
⑤诗人臧克家写过一首诗：
“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
待扬鞭自奋蹄。
”
“不待扬鞭自奋蹄”
，不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更照见一种精神与境界。哲
人有言：
“你要追求工作，别让工作追求你。”每一个看似平凡的工作岗位，都在为社会创造
着财富。牢记自身职责、点燃工作激情，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我们才能不辱使命、不
负重托，创造更丰厚的价值，成就更有意义的人生。
⑥“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这是话剧《立
秋》中，丰德票号自上而下、永世谨记的祖训。
“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也应成为所有人干
事创业的座右铭。
（选自 2017 年 08 月 07 日《人民日报》康伟）
12.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分析概括议论文的主要观点。分析中心论点，可以从文章的标题、开头、
结尾，有时也可以根据文章的内容用自己的语言来概括。
答案：一个人要志存高远、激情四溢，善于自我加压、主动作为。
13.第③段采用了什么样的论证方法？论证了什么问题？（3 分）
解析：本题考查议论文的论证方法和作用。作用要根据具体的文章来作答，一般运用论证方
法的语句，证明其前面的观点，要到前面的文章中去读，去寻找。
答案：理论论证。牢记自身职责、点燃工作激情，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
14.结合选文内容，谈谈如何才能成功。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主要是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根据题目的要求
和提示的信息梳理内容，找出相关的语句，概括即可。
答案：不做选文中提到的两种人，要主动做事，并力求把事情做得更好。
根据你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回答小题。

15.《水浒传》被称为“及时雨”的人物是谁？请写出他的姓名，并概括介绍一个与他有关
的故事情节。
（3 分）
姓名：_______________
与他有关的故事情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内容的积累识记能力。在积累名著相关内容时，不仅要注意表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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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 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
保、第五十回吴学究双掌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16.阅读名著选段并结合相关情节，回答问题。
（3 分）
我先把烟叶在嘴里嚼，一会儿，我的头便晕起来。因为，烟叶还是半青的，味道很凶，
而我又没有吃烟的习惯。……最后，又把一些烟叶放在炭盆里烧，并把鼻子凑上去闻烟叶烧
烤出来的味道，尽可能忍受烟熏的气味……
语段中的“我”指______________；他采取嚼烟叶、___________________、闻烟叶烧烤的
味道等三种方法，是为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内容的积累识记能力。在积累名著相关内容时，不仅要注意表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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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滨逊
喝用烟叶泡的酒（或读《圣经》
）
治病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小题。（15 分）
最浪漫的事
①外婆八十二岁大寿那天，表弟送上了自己的一份礼物——一对笑逐颜开、鹤发童颜的
阿公阿婆玩偶。阿公抚着白飘飘的胡须，精神矍铄，悠然自得；阿婆戴着一副老花镜，像是
在穿针引线，笑得像一朵花。这简直就是外公外婆的“精华版”。外公外婆已是走过五十年
金婚，即将迎来六十年钻石婚的幸福伉俪，每次听《最浪漫的事》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到哪儿也去不了，你仍然把我当作手心里的宝……”
，
我的心中都会升腾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不就是外公外婆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②八十三岁的外公腿脚不利落，一天到晚地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是外婆伺候着。每当
外公赖在床上不起来时，外婆都像哄小孩一样拉外公起来，做外公的拐杖，搀扶着外公，一
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动。外公的身高有一米七二吧，外婆只有一米五，矮墩墩的外婆用尽全
身力气搀扶着外公，两个人的腰都弯成了两张弓，又像两棵树，绿色的小树依偎着大树。我
似乎看到外公外婆年轻时的样子，英俊帅气的外公搂着温婉美丽的外婆，两个人的腰挺得笔
直笔直的，岁月是一首读不完的诗，即使白雪已经飞满了头，皱纹已经爬满了脸，他们依然
一路搀扶依偎着。
③给外公洗澡是一件头痛的事，外婆却乐此不疲。为外公放好洗澡水、往浴室端凳子。
那么重的凳子，外婆利索地端起来就跑。我说我来端，外婆的头摇得像拨浪鼓。搀扶外公起
床，其实是外婆使劲抱起外公的，再搀扶起外公的一只路膊，一小步一小步地迈向浴室。两
分钟的路，外公外婆也许要走七八分钟，外公走得颤颤巍巍，外婆像是被外公搂在怀里一直
向前，有时走着走着还要停憩一会儿，等外公喘一口气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往前。人生就是
这样，不管脚下是荆棘还是玫瑰，都得一直向前。走进浴室，外婆像给小宝宝洗澡一样，为
外公脱衣、打香皂、冲洗、抹干、穿衣，一个环节都不落下。有时还听见外公在浴室里叫嚷：
“你把水放小一点，水都进耳朵了。
”固执得像个孩子，外婆一言不发，只默默地为外公冲
洗。然后再搀扶外公回房间，折腾了几个来回的外婆已经吃不消了，身上汗渍渍地湿透了，
我赶快帮忙搀扶外公进房间躺下。劳累的外婆换上了一件蓝色碎花的大汗裳，理了理头上的

发髻，白皙沧桑的脸上映出了一朵最美丽的花。洗好澡，外婆冲了一碗葛粉，又把外公搀扶
起来，看着外公大口大口地吃葛粉，外婆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
④外公长出了浓密的黑头发，外婆比谁都高兴，原来老头子返老还童了；外公外婆牙齿
利落，吃嘛嘛香；外婆腿脚利落，干起家务事烧起锅不在话下；外公一有个头痛脑热，就叫
嚷个不停，外婆无论生多大的病，始终闷不作声，一个“忍”字刻心头；有时晚上扶外公起
床，外婆说，我那个头痛的啊天旋地转，我就一手扶着老头子一手扶着墙，我跌了不要紧，
老头子可千万不能跌啊。在外婆看来，人生最浪漫的事，就是和外公一起慢慢变老……
⑤外公外婆的房间里撒进一束明媚的阳光，那阳光投射在一张画上：画中岩石上两只不
知名的鸟相互依偎相互取暖，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17.你怎样理解题目的含义？（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标题的理解。注意要把文章标题和文章内容联系起来，以及作者所运
用的某种手法以及所表达的某种感情。
答案：巧用歌词，写出了“慢慢变老”的故事。
18.第②段画线的部分采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什么作用？（2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句子的赏析。一般遵循“方法+效果+情感”这六个字的原则。在分析效
果时，都必须与人物的形象与情感联系起来，注意要联系全文来鉴赏要分析的句子。
答案：比喻，写出两位老人身体的弓形老态，也写出了相互依偎的亲切画面。
19.描摩下列语句，回答括号里的问题。
（4 分）
（1）给外公洗澡是一件头痛的事，外婆却乐此不疲。
（赏析划线的语句）
（2）看着外公大口大口地吃葛粉，外婆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
（划线词语是想表达什么
意思？）
解析：本题考查对关键词语的含义的理解。不仅要紧扣目标段，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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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此事为乐，不知疲倦。写出了外婆苦中取乐的心态。
（2）
“充满着”
。描写出了外婆看着外公吃饭时的那种满满的幸福感。
20.外婆是一个怎么样的人？（3 分）
解析：本题考查人物形象的分析。先疏通文意，了解内容，从人物的言行入手。可以直接摘
取对人物评价的词语，也可以自己结合相关的语句进行概括。
答案：勤劳、善良、忍让是外婆的精神特征；恩爱、白头偕老是外婆的精神渊源。
21.联系选文内容，赏析第⑤段。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章结尾的作用。文章结尾往往有照应开头的作用，另外使文章戛然而止，
意味绵长，发人深思，有卒章点题，意味深长等作用。
答案：用一个美丽温馨的画面结尾，表现主人公那种相依相偎，不离不弃的幸福主题。
第三部分
（22 题，50 分）
22.任选一题作文。
题一：让蓝天更蓝
题二：请以“友善”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请任选其中一题作文；②有真情实感；③文体不限；④不少于 600 字（写成诗

歌不少于 30 行）
；⑤文章中不要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和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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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围绕中心选取最能表达中心的，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材料，列出简
要的提纲。话题作文要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先确立好主题。尽量“化大为小”，缩小范围，
同时要“以小见大”
，深化主题。然后要依据主题，确立文体，还要注意独辟蹊径，表现个
性，选择不同的角度，把文章写出新意。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