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甘肃省高台县南华初级中学九年级第一次模拟考试语文
语言积累与运用
1.将下列文字工整、规范、美观地书写在田字格内。
（2 分）
志存高远筑梦想 脚踏实地行四方

解析：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
答案：认真抄写即可。
阅读下面的语段，回答后面小题。（2 分）
天下之事，取胜的关健在于心有多坚强。勇敢坚强就能获胜，胆怯退缩就会失败。你只
要从内心上能够勇敢坚强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可以无往不胜。
2.给划线的字注音：胆怯（
）
（1 分）
解析：这是对字音识记的考查。
答案：qiè
3.语段中有一个错别字，请找出来并加以改正。___________改为___________（1 分）
解析：这是对同音字字形识记的考查。
答案：健 键
4.下列字形和划线字注音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喑哑（yīn）
旁鹜
成吉思汗（hán）
恃才放旷
B.解元（jiě）
庸禄
五行缺土（xíng）
吹毛求疵
C.吮吸（yǔn）
阴霾
断壁残垣（yuán）
鳞次栉比
D.黝黑（yǒu）
慰藉
越俎代庖（zǔ）
通宵达旦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字音。A.“旁鹜”该为“旁骛”
；B.“庸禄”改为“庸碌”
；C.“吮”念
“shǔn”。
答案：D
5.下列标点符号用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我哪里比得上她呀！
B.张华考上了北大，在化学系学习；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读机械制造专业；我在百货公
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C.今年的暑假，你是打算去北京旅游呢？还是去深圳旅游？
D.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应成为我们不懈追求的箴言。
解析：本题是对标点符号运用能力的考查。C 句中第二个问号应为逗号，因为问的内容还没
结束。
答案：C

6.下列句中划线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
（2 分）
A.以梅花装饰南京花神庙地铁站主题墙，这一别具匠心的设计，深受好评。
B.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南京当之无愧地获得青奥会主办权。
C.对于重要的书，我们必须常常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会觉得开卷有益。
D.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同学们既体验到合作之趣，又享受了天伦之乐。
解析：本题考查运用成语的能力。A.别具匠心：指在技巧和艺术方面具有与众不同的巧妙构
思。B.当之无愧：当得起某种称号或荣誉，无须感到惭愧。C.开卷有益：打开书本，总有益
处。D.天伦之乐：指家庭亲人之间团聚的欢乐。经分析，D 项用法错误。
答案：D
7.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2 分）
A.母亲对他的爱国教育，使他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
B.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民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深刻蕴含哲理。
C.这间房子的门一直没有锁。
D.向来考试不及格的他，破天荒第一次考了 100 分。
解析：本题考查病句的辨析与修改。A.没有语病。B.语序不当，将“深刻”与“蕴含”对调。
C.有歧义。两种意思，一，有锁但没有锁上；二，连一把锁也没有。可以改为：这间房子的
门一直没有上锁。D.“破天荒”
“第一次”重复，去掉之一。
答案：A
8.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你必须从他的胸前割下这磅肉来，法律许可你，法庭判给你。
”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的
戏剧《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之口。
B.“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
，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
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这句话出自
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薛宝钗之口。
C.“唐宋八大家”指的是韩愈、柳宗元、杜甫、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欧阳修。
D.冰心，原名谢婉莹，现代著名作家、儿童文学家，深受印度作家泰戈尔的影响，主要作品
有《繁星》
《女神》
《寄小读者》等。
解析：这是对文学常识识记的考查。A 项正确。B 项不正确。应为：这句话出自曹雪芹的小
说《红楼梦》中林黛玉之口。C 项不正确。杜甫应改为：欧阳修。D 项不正确。
《女神》是郭
沫若的作品集。改为：
《春水》
。故选 A。
答案：A
走近名著。
9.根据下面提供的信息，结合名著内容，完成下列问题。
（4 分）
A.他，禁军教头，误入节堂，平添复仇怨。 B.他，斗战胜佛，斩妖除魔，美名永流传。
（1）A 是_______（人物）
，人物性格的主要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
（2 分）
答案：林冲
安分守己、循规蹈矩、武艺高强、有勇有谋
（2）B 是_______（人物）
，与人物相关的一个故事情节是___________________。（2 分）
答案：孙悟空
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等
解析：此题考查对名著的阅读和理解。名著的学习要注意积累的广泛性，做题时才能信手拈
来，得心应手。根据关键词语“禁军教头”“斗战胜佛”可知分别是林冲和孙悟空。

10.古诗文默写。
（8 分）
（1）山回路转不见君，_____________________。（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2）___________________，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3）
《陋室铭》
中描写陋室环境恬静、
雅致，令人赏心悦目的语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4）烟销日出不见人，__________________。
（柳宗元《渔翁》
）
（5）在被争名逐利、权钱交易、互相吹捧以至于尔虞我诈的污浊风气渐渐侵蚀了人际关系
的社会，能洁身自好，拥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灵魂，尤其显得难
能可贵。
（用《爱莲说》中的语句填空）
（6）但愿人长久，_________________。（苏轼《水调歌头 中秋》
）
解析：本题考查对古诗文的记忆能力、理解能力。古诗文名句的书写，要想不失分，关键在
于平时强化记忆，做到“三不”
：不漏字、不添字、不写错别字。
答案：
（1）雪上空留马行处（2）沉舟侧畔千帆过（3）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4）欸乃
一声山水绿。
（5）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6）千里共婵娟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小题。（10 分）
为梦想拼尽全力
骊尘
①从小到大我栽过的第一个跟头应该是中考。在那个燥热的夏天，我满怀信心地走进考
场，却在最后一门英语考试时忘了带准考证，等我返回住处拿到准考证重新进入考场，时间
已经过了 20 分钟。成绩出来，满分 120 分的英语我只考了 89 分。老天跟我开的这个致命玩
笑，致使我以一分之差与日思夜想的高中实验班失之交臂。
②那种感觉就像你跋山涉水终于赶到了心心念念的城堡，却发现那扇门关上了。那个假
期，我把自己关在房里，嘴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脸上没有丝毫笑意，整天都在埋怨：我的
运气怎么这么差？A 偶尔打开窗户，看看窗外的那片天，也总是阴郁灰暗，完全没有了夏日
的晴朗高远。
③进入高中后，我像变了一个人，不似初中那般神采飞扬，整个人内敛沉默了很多。尖
子生们组建的实验班，在很多人心里都是神一般的存在，甚至有老师开玩笑说，进了实验班
就是踏进了重点院校的大门。论正常实力，我就应该属于那里，然而因为中考那个意外，我
却被无情地拒之门外，心底的不甘和委屈只有自己知道。每次从实验班门前经过，我都会特
意从门口假装不经意地往里面瞟一眼，偷偷对那些埋头苦读的身影流露出羡慕之情。
④我的好朋友林悦就在实验班。在食堂吃饭遇上时，她会主动跟我说起一些班里的事情，
这些事情让我那颗心变得越发躁动不安。
“我要冲进实验班”这个念头不时冒出来拉扯着我，
曾经的遗憾与不甘，都化作内心的春雨，那里草木葱茏，一片繁盛。
⑤高一那段时间，我像打了鸡血一样，每天早上 5 点准时起床，洗漱完毕去操场跑完两
圈到教学楼，我总是最早到的那个人。时间长了，楼管爷爷认识了我，每天早上都会准时跟
我打招呼：
“闺女，今天早上又是第一个，好好加油！
”
⑥每天清晨，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一边争分夺秒地大声晨读，一边看天空渐渐亮起
来……
⑦一个学期后，我的势头越来越猛，不仅稳居年级第一，而且与第二名的差距越来越大。
班主任很器重我，好朋友林悦也向我投来了佩服的目光。那几年，我不仅在考试的红榜上始
终排名第一，课余时间写的文章也陆续在各杂志发表，拿了好几个作文比赛和学科竞赛的奖
项，生活好像将之前亏欠我的一一做了补偿。随着一张张漂亮的成绩单摆在我的面前，一直
蒙尘在我脸上的阴云，如被利剑割开，久违的笑容绽放了出来。

⑧即便如此，我依旧不敢掉以轻心，坚持与时间赛跑，继续脚踏实地努力。高考那年，
我考取了一个不错的分数，更重要的是，我的英语成绩是 142 分。手里紧紧攥着成绩单的我，
B 整颗心一下子透亮起来，一种想在夏风里大声欢叫的冲动，让我有说不出的畅快！放眼远
望，阳光明媚，碧空如洗，周边的一切都让人赏心悦目。
⑨中考时那种被命运一拳打倒在地的感觉，经过三年的隐忍与蜕变，终于成为我身后迈
过的一道坎儿。现在想起来，甚至会有些感激自己在人生最顺遂的时候跌过一跤。正因为这
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才更加懂得努力的意义。
⑩在拼尽全力之前，永远别说自己运气不好。因为，最努力的时候运气才最好。
（选自《文苑•破茧成蝶》有删改）
11.文章写了一件什么事？请用简洁的语言进行概括。
（2 分）
解析：此题考查故事情节的概括能力。
答案：写中考失利后，
“我”没有放弃，继续为梦想拼尽全力，终获成功的故事。
12.结合语境品读下面两个句子，分析划线词语的表达效果。（2 分）
（1）……偷偷对那些埋头苦读的身影流露出羡慕之情。
（2）—直蒙尘在我脸上的阴云，如被利剑割开，久违的笑容绽放了出来。
解析：本题考查词语表达效果的分析。解答此题关键要结合词语所处的语境，弄清这个词语
的表述对象，然后综合词义与作用这两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答案：
（1）“偷偷”是瞒着别人的意思。用神态描写的方法刻画出“我”不能进入实验班的
委屈和不甘，同时也写出了“我”对实验班既渴望羡慕又害怕别人知道的复杂心理。
（2）
“割
开”一词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我”经过努力取得优异成绩后，信心骤增的心理。
13.请从 A、B 两句中任选一句，作简要赏析。
（2 分）
A.偶尔打开窗户，看看窗外的那片天，也总是阴郁灰暗，完全没有了夏日的晴朗高远。
B.整颗心一下子透亮起来，一种想在夏风里大声欢叫的冲动，让我有说不出的畅快！
解析：本题是对环境描写作用的考查。
答案：A.运用环境描写的方法，衬托出“我”中考失利后伤心、失落、沮丧的心境。B.运用
心理描写的方法，刻画出“我”高考成功后喜悦、激动、兴奋的心情。
14.第⑤段中“楼管爷爷认识了我，每天都准时跟我打招呼”这一情节能否删去？为什么？
请说说理由。
（2 分）
解析：考查文章重要情节的作用。
答案：不能。因为这一情节运用了细节描写（侧面描写）的方法，侧面衬托出“我”的 勤
奋刻苦。如果删去，就不能突出“我”为梦想而拼尽全力的执着。
15.文章最后一段说“最努力的时候运气才最好。”你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2 分）
解析：考查语字的作用，要考虑到语句在文章位置上的意义。语句正好是文章的结尾，所以
就有收束全文，点明主旨的作用。
答案：运气往往是为那些努力付出的人做准备的，越是努力，运气越好。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10 分）
“情绪污染”也是病
所谓“情绪污染”
，是指一个人的坏心情影响了几个人的好心情。其实，家庭中的“情
绪污染”尤其值得注意。其明显特征是“患病的多”
：因孩子生气，因家务生气，因性格不

合生气，因在外面不顺心生气，回家拿老婆孩子生气等等。总之，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生
气。有人研究认为，家庭气氛如果长期压抑、沉闷，很容易使人神经系统紊乱，免疫能力下
降，患病几率升高。正所谓“情绪致病”。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凡患情感失调的人，发病的
风险是正常人的 2 倍。因而发出了‘生气等于自杀’的警告。
”
防止“情绪污染”
，主要还是加强品格和心情修养。人心情愉悦，就能分泌更多的内啡
肽，使人精神快乐，健康长寿。反之，则会减少这种物质的分泌，使人抑郁寡欢，加速老化。
某刊曾登载如下相处金言：
“为小事争吵是愚蠢，为大事争吵是无能。做你该干的事，不做
无谓的精神消耗。
”其次，要善于克制与忍让。不少大腕、政治家都不断警示自己要“制怒”，
要“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
作为普通百姓，更应该“有话好好说”，有事商量着办，切不可动辄争吵、斗气、自家
相残。再次，要审视自己，多加交流。人无完人，谁都有毛病。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夫妻之
间，多交流，多沟通，及时了解对方的意见、看法和心理需求。寻找共同点，扩大共同点，
共同构建欢愉和谐的家庭气氛。
此外，还应扩大宽容，多点幽默。所谓宽容，即互谅互让。幽默不仅体现宽容，而且富
有趣味和启示，能调节情绪，宽松气氛，使人步入和谐，感受更为从容乐观的思想境界。有
所悟之人曾造出如下箴言：
“要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性情乐观的人，记住自己所能干的就
是给身边的人带来轻松和愉快。
”
16.“情绪污染”的危害较多，除了文章列举的“患病的多”外，你还能列举一个吗？（1
分）
解析：本题考查文本的理解能力。
答案：示例：人际危机、亲友、同事等相处不和谐，易产生矛盾。
17.既然情绪污染的危害大，那么我们应当如何防治情绪污染？（2 分）
解析：本题考查提取信息能力。
答案：①加强品格和心情修养；②善于克制和忍让。③审视自己，多加交流④扩大宽容，多
点幽默
18.“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凡患情感失调的人，发病的风险是正常人的 2 倍。”这句话运用了
什么说明方法？有何作用？（2 分）
解析：本题是对说明方法及其作用的考查。
答案：这句话运用了列数据的说明方法，气作用是让读者清楚的知道情绪污染给人的身心健
康带来的危害之大。
19.“防止‘情绪污染’
，主要还是加强品格和心情修养”的句子中“主要”一词能否去掉？
说说你的意见。
（2 分）
解析：本题是对说明文语言的考查。
答案：不能，这里的主要两字是说明了情绪污染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品格和心情修养，另外还
有其他次要的途径。去掉“主要”一词就变成了唯一的方法，不能体现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20.情绪与人体生理紧密相关，其中________的多少决定人的情绪变化。
（1 分）
解析：这是对文章信息筛选能力的考查。
答案：内啡肽
21.短文中划线的三处引用格言，你知道每一处引用的作用吗？（2 分）

解析：本题是对内容理解的考查。分别找出三句格言在文中所处的位置，结合上下文写出作
用即可。如：
“生气等于自杀”
。意在说明生气的危害之大。
“有话好好说”意在说明多沟通，
保持乐观情绪。
答案：①说明生气的危害性 ②说明情绪的作用 ③呼吁乐观情绪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小题。
（10 分）
甲：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
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
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
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出师表》节选）
乙：高祖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
不如韩信。此三者，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了。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
所以为我擒也。
”
（《史记•高祖本纪》节选，有删改）
22.下列划线词的意思和用法不同的一项是（
）
（2 分）
A.此先汉所以兴隆也/皆人杰也
B.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万钟于我何加焉
C.咨臣以当世之事/吾能用之
D.遂许先帝以驱驰/卷石底以出
解析：这是对一词多意的考查。A 项，也：判断句式的标志。B 项，于：对……来说；C 项，
之：助词，的/指示代词。D 项，以：用来。故选 C。
答案：C
23.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4 分）
（1）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2）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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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记漏翻关键词语。此句中的关键词有“苟全”“闻达”“镇”“抚”
“给”
“不绝”等。
答案：
（1）在乱世中苟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之中出名。
（2）安定国家，安抚百姓，供
给粮饷，不断绝粮道，我比不上萧何。
24.结合甲文，谈谈你对诸葛亮这一人物的评价。
（2 分）
解析：本题是对人物评价的考查。结合《出师表》的内容评价诸葛亮即可。如：推荐人才方
面，劝谏后主方面。领兵打仗方面等。
答案：示例一：在任用人才方面，诸葛亮能做到公正严明、知人善任。 示例二：在劝谏君
主方面，诸葛亮忠心耿耿，希望君主能亲贤远佞。
25.甲乙两文都谈到了用人问题，你认为诸葛亮和刘邦都强调了什么？请结合乙文具体谈谈。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比较阅读能力。甲文：诸葛亮主张亲贤臣。如向宠、郭攸之等。乙文中刘邦

论楚亡汉兴，做到用人所长，人尽其才，体现了他得人才得天下的精髓思想。
答案：他们都强调了善于任用人才（亲贤）的巨大作用。乙文中，刘邦总结自己取得天下的
原因是他能够任用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
阅读下面的古诗，完成后面小题。（6 分）
春思
贾至①
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②李花香。
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
【注】①贾至：唐代洛阳人。这首诗是他在被贬为岳州司马时所写。②历乱：烂漫。
26.本诗前两句描写的景物有_________，通过对它们的描写，体现出春天__________的特点。
（2 分）
解析：这是对诗歌内容理解的考查。作者抓住的景物有草、柳、桃花、李花等景物，描绘了
春天的勃勃生机的特点。
答案（1）草、柳、桃花、李花
（2）示例：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27.赏析“春日偏能惹恨长”中“惹”字的妙处。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鉴赏诗歌的表达技巧。古诗词句子的赏析，要在阅读古诗词中要通抓住关键
字词来理解、揣摩、推敲语句的妙处。一般要结合诗文所表达的主旨来赏析。
答案：示例一：
“惹”运用了拟人的修辞，将春日人格化，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诗人抱怨春日
把恨引长，产生度日如年之感，表达了诗人与日俱增的愁绪以及无法排遣的苦闷。
示例二：
“惹”是招引（或：引起）的意思，诗人抱怨舂日把恨引长，产生度日如年之感。
妙用动词，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诗人与日俱增的愁绪以及无法排遣的苦闷。
综合性学习。
（8 分）
28.我们正值五彩缤纷的花季年华、朝气蓬勃的青春时代，让我们一起来开展“放飞青春”
综合性学习活动吧。
【青春座右铭】少年强，国家强；青春梦，中国梦。请你依据下面一段文字，补写青春
座右铭。
青春应立志为国。范仲淹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奋苦读；
“两弹元勋”心年轻
时就立志要让中国变强盛，将自己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了赌博的国防科研事业。青春座右铭：
以天下为己任发奋苦读，_________________。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补写能力。从座右铭的前半句“以天下为己任发奋苦读”，可见它是
前文范仲淹事例的总结，那么要补写的内容就应是后面邓稼先事例的总结，并与“以天下为
己任发奋苦读”形成对偶关系。
答案：示例：让中国变强盛毕生奉献
【青春励志会】班主任计划组织青春励志会，拟分别围绕“励志”
“拼搏”
“奉献”开展
三项活动。他已经设计好前两项，请你帮他设计第三项。
（2 分）
活动一：讲“励志的青春”故事。
活动二：宣“拼搏的青春”誓言。
活动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活动的设计能力。
答案：示例：看“奉献的青春”电影

【青春接力棒】百善孝为先。一个“孝”字，上“老”下“子”，彰显着中华民族孝亲
敬长的优良传统。请仿照画线句子，将文段补充完整。（2 分）
孝亲敬长，就是耐心倾听双亲长辈的教导，就像鱼儿一直倾听溪流的歌唱；就是真诚回
馈双亲长辈的恩泽，______________________；就是全力实现双亲长辈的期望，就像江河奋
力前行终成海洋的宽广。
解析：本题考查仿写句子的能力。从划线部分内容来看，我们的仿写要运用比喻的修辞，如：
就像花儿美丽绽放回报雨露的滋养。
答案：示例：就像花儿美丽绽放回报雨露的滋养
【青春同路人】朋友，是我们的青春同路人。我们应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怎样与其同
行青春路？请探究下面两则材料，做出你的回答。
（2 分）
材料一：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
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
“子非吾友也。”
——（选自《世说新语》
）
材料二：为了从经济上支持马克思的研究，恩格斯去经商，把挣来的钱不断地寄给马克
思。当马克思还没有精通英文时，恩格斯就帮他翻译；当恩格斯写文章时，马克思也尝放下
自己的工作，帮他写作有关部分。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没有你
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材料的探究能力。材料一，表现管宁的择友标准志趣相同；材料二，马克思
与恩格斯的事例，表明真正的友谊是相互间无私的扶持，由此总结出二者的共同点，即为探
究的结果：我们应和志趣相同的人交朋友并相互帮扶同行青春路。
答案：示例：我们应和志趣相同的人交朋友并相互帮扶同行青春路。
29.任选一题，完成作文。
（50 分）
（1）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写一篇文章。
每个同学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如胆怯、自卑、惰性、粗心、娇
气……
请以“我终于战胜了__________________”为题目作文。
解析：这是一个半命题作文，老题材题目了。其实要写好老题材题目的作文有时还真不容易，
因为我们已经写了很多次，很难再写出“新”意来。所以，本题要推陈出新，才能出佳作。
答案：略
（2）请以“做个好人”为题目作文。
要求：①将题目补充完整；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③字数不少于 600 字；④题目或征
文中若干出现本市人名、地名、校名者，请用××代替；⑤不许抄袭套写。
解析：这是一道命题作文。关键词是“好”，“好”的内容有很多，如例文中：
“好”的内容
是：真实，自信，有梦等。如何做是关键，写出自己的行动规划。
答案：范文
做个好人
人的生命是一个灿烂的过程，每个人都是世上的一个过客，要做怎样的过客，那是每个
人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有意义的人，也可以做一个虚度年华的人，可以选择做一个像保尔一

样为人类和平做斗争的人，当然也可以做一个“卖国贼”，因为这都将是你的选择，在你的
人生道路上，你都要为这个选择而奋斗，但重要的是要无怨无悔。
我有我的选择，做这样的一个人。
真实
一天，看见这么一句话：永远真实的活着，不失去真实的自己。只要把握住真实的自我，
你就会永远占有机会，永远占有幸福，永远占有阳光！我觉得做人正要如此，要为自己活着，
而并非权势地位，金钱财富，要做永远的自己。父母常常和我说，学习是为了自己，你要为
自己而学。做人亦是如此。
自信
说到“自信”
，不得不提起一个人，他就是已经 50 岁余的歌手谭咏麟，当人们问起他的
年龄时，他总是风趣地说：
“永远二十五岁。”就是他的自信让人们觉得他的青春活力依然存
在，就如他所说的二十五岁。
“自信”是成功之路的一块指示牌，它会告诉你，前方还有路
等着你去开拓，即使艰难险阻，都可以越过。这就是自信的力量。
有梦
有些理想也许永远不能实现，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不可能有梦，梦想存活于我们每个
人的心中。如果生命不能因创造而辉煌，至少也应该因有梦而发光。有梦才有未来，这个世
界是充满梦想，梦想正如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小岛，一个充满阳光的小岛，而这个小岛是属
于你自己的乐园，因为这里有我们的梦。
人生路漫漫，生命的价值在人生之路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它的意义不在于能活多少天，
而是在于你怎样选择你的人生，这一辈子做了个怎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