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九年级第三次模拟考试语文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下列词语中划线的字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绮丽（qí）
炽痛（chì）
憔悴（qiáo）
恪尽职守（kè）
B.媲美（pì）
嗔视（chēn） 蜷伏（juǎn）
广袤无垠（mào）
C.尴尬（gà）
深邃（suì）
吞噬（shì）
浑身解数（xiè）
D.应和（hè）
荣膺（yīn）
慰藉（jiè）
鳞次栉比（zhì）
解析：A 项中“绮”应读 qǐ。B 项中“蜷”应读 quán。D 项中“膺”应读 yīng。
答案：C
2.下列词语书写无误的一项是（ ）
A.收敛
虐侍
里程碑
骇人听闻
B.鞭挞
污秽
文绉绉
袖手旁观
C.谮害
抽噎
笑吟吟
引经据点
D.豁免
恣睢
打牙祭
通霄达旦
解析：A.虐侍——虐待。C.引经据点——引经据典。D.通霄达旦——通宵达旦。
答案：B
3.下列各句中划线词语使用错误的一项是（ ）
A.我们必须持之以恒，一步一个脚印地勤奋学习，绝不能有半点虚伪和骄傲。
B.近年来，海洋正在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巨大“垃圾场”
，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C.“神舟”六号航天飞船实现了多人多天飞行，这是值得中华儿女耀武扬威的大事。
D.在《歌手》舞台上，不管是竞演歌手还是帮唱嘉宾，中国音乐学院的吴碧霞教授都是最德
高望重的艺术家。
解析：C 项使用错误，耀武扬威：炫耀武力，显示威风，多含贬义，用在此处与语境不符。
答案：C
4.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如今，行走在广安大地，文明新风激荡，崇德向善潮涌。
B.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痛苦和快乐是相辅相成的。
C.考古专家认为，岳池县新场镇佛堡寨瘗窟的发现，对研究川东地区宋元明时期的佛教文化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D.作为网络文化的产物，短视频兼容了碎片化接受情境和感官化内容形态两种特征，迎合了
受众填补闲暇时间或获取感官刺激。
解析：B 项搭配不当，
“相辅相成”改为“相生相成”
。C 项介词使用错误，
“对”改为“为”
。
D 项成分残缺，结尾加上“的需要”
。
答案：A
5.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不符合规范的一项是（ ）
A.一座天桥飞架梵净山的两个金顶，两边各建有一庙，一边供奉（现在佛）释迦佛、一边供
奉（未来佛）弥勒佛。
B.妈妈提醒大鹏吃板栗时小心里面的虫子。大鹏振振有词地说：“为什么是我要小心？应该

是虫子要小心吧，难道它不怕我把它吃了吗？”
C.这里人很多但很少有伴同行，茫茫人海都是孤单的背影。人们脚步很快因为时间不停，穿
梭在天桥地铁为梦前行。——《梦在北京》歌词
D.英国 BBC 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年”称春节是“世界上最大的盛会。
”原汁原味的庙会、
妙趣横生的木偶戏、热闹非凡的舞龙舞狮……展现了我们的节日民俗文化。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标点的正确使用与修改能力。D 项使用错误，
“中国新年”应用书名号，
第一个句号应在引号之外。
答案：D
6.下列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
A.《繁星》
《春水》是现代女作家冰心创作的诗集。作品仿用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的
形式，书写了作者的感想和回忆。
B.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其喜剧作品《威尼斯商人》中塑造了一个贪
婪、阴险的吝啬鬼形象——葛朗台。
C.一篇新闻，主要包括标题、导语和主体三部分。新闻的基本特征是用事实说话，但有时也
可以在叙事过程中插入简要的议论。
D.《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汉代以后被尊为儒家经典，列为“五经”之一。其作品
分为“风”
“雅”
“颂”三部分，常用赋、比、兴手法。
解析：本题考查文学常识的把握。B 项表述不正确，
《威尼斯商人》中塑造的吝啬鬼形象是
夏洛克。
答案：B
7.填入下面横线处的语句，与上文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
现代意义上的空气污染，最早出现于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煤炭被大规模应用在工业生产
和日常生活中，数以十万计的烟囱、蒸汽机释放出大量烟尘和二氧化硫。_____________。
但那时人们普遍将滚滚浓烟视为一种进步、繁荣的象征，如一名芝加哥企业家在 1892 年时
说，
“烟雾是工业圣坛上的香火，在我看来非常美丽。它显示出人类正将自然无意识的力量
转换为让人类舒适的力量。
”
A.然而，空气污染的恶果很快显现了出来。
B.1930 年，比利时马斯河谷，两天内 63 人因空气污染死亡。
C.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展，污染也在德国、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出现。
D.这些日趋严重的污染事件，让民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促使各国政府出手整治。
解析：本题考查补写句子能力。解答这类补写填空题目，关键就是认真研究分析画线处的上
下文，注意上下文的过渡和衔接。通过对材料的勾画、归纳等手段，选择所补写句子的内容。
答案：C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小题。
①课堂上，你身边坐着一位头发花白、戴老花镜的老人，你会不会很吃惊？济南 65 岁
的张善学就是这样一位“学到老活到老”的学霸。他在退休后自学中医课程，先后考取了山
东中医药大学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今年 3 月，张善学又参加了博士生入学考试。
②近年，
“学霸爷爷”
“学霸奶奶”的新闻经常会出现，每次都会引起一定范围的热议。
其实，这些老人“学到老活到老”——坚持学习与奋斗的精神，正值得我们年轻人好好反思
与学习。
③前阵子风靡的新标签“佛系青年”被一些年轻人对号入座。他们认为，在快节奏且压

力大的都市生活中，云淡风轻，浑不在意，很“佛”很自我很惬意。但是，正如《人民日报》
发表的评论所言，
“佛”可以，但是要走心，处处不坚持，事事随大流，那只能是淹没于人
潮、迷失掉自我。有所坚持的“佛系”，本质是断舍离，是极简主义，是聚焦。如果做不到
有所坚持的“佛系”
，那只是为贪图享乐、逃避困难寻找一个看似潇洒的借口，这也是自我
欺骗，使得自己养成不良习惯，湮灭昂扬斗志，毫无所学、毫无所获。
④我们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同龄人。早上赖床不去上课，晚上窝在寝室打游戏、追剧，
平时想复习功课却总是拖延。临近考试猛然发觉自己什么都不会，却不想着补救，而是标榜
自己是“佛系青年”
，表示自己对于考试结果顺其自然。结果毫无疑问是挂科，这些人还要
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来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⑤天命之年的张善学，无视记忆力的衰退、学习能力的下降，毅然学习中医。长篇累牍
的古文经典，一万多种的中草药，不同的诊疗方法……都没有难倒他。那么，年轻的我们该
怎么做呢？
⑥青年处在最好的年纪，拥有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精神文化产品，有着强壮的体魄、
活跃的头脑、旺盛的精力。怎么可以浪费这些馈赠与优势呢？怎么可以漫无目的、毫无斗志
地生活呢？那些自我欺骗的“佛系”观念，带来的只有当下内心的惴惴不安、日后的懊恼与
悔恨。
⑦只有怀揣对梦想的热爱，持之以恒地为之奋斗，才不会让自己悔恨遗憾，才不会辜负
长辈的期待与关爱。这样坚持奋斗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幸福
人生的定义：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
⑧年轻人，当你赖在床上恍惚度日不知奋斗时，不如再去看看那些刻苦学习的学霸老人
的新闻，然后扪心自问：我真的要这样虚度一生吗？我这样的人生真的幸福吗？
⑨须知，我们的幸福人生离不开奋斗。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 年 4 月 9 日)，有改动）
8.本文的中心论点是（ ）
A.活到老学到老
B.青年的幸福人生离不开奋斗。
C.有所坚持的“佛系”
，本质是断舍离，是极简主义，是聚焦。
D.只有怀揣对梦想的热爱，持之以恒地为之奋斗，才对得起自己和长辈。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分析概括议论文的主要观点。B 项正确，本文的结尾点明了中心论点：
青年的幸福人生离不开奋斗。
答案：B
9.本文没有使用的论证方法是（ ）
A.事例论证
B.道理论证
C.比喻论证
D.对比论证
解析：本题考查议论文的论证方法的辨别。C 项正确，本文没有使用的论证方法是比喻论证。
答案：C
10.下列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
A.佛系青年，其表现是处处不坚持，事事随大流；其结果是养成不良习惯，湮灭昂扬斗志，
毫无所学、毫无所获。

B.第⑤段末句承上启下，由上文对张善学老人主动学习的叙述转入下文对青年应当奋斗的论
述。
C.第⑥段中间连用两个反问句，斥责了某些青年的碌碌无为。第⑧段末尾连用两个疑问句，
引出了对幸福人生的思考。
D.本文从张善学老人的自学说起，接着分析了佛系青年及同龄人的现状，然后顺势亮明了自
己的观点，最后提出了青年要有幸福人生的希望。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D 项理解分析错误，本文的结尾点明了中心论点：青
年的幸福人生离不开奋斗。
答案：D
二、非选择题（21 分）
（一）诗文名句默写（每空 1 分，共 8 分）
11.根据提示，将空缺处补充完整。
（1）大漠孤烟直，_________________。（王维《使至塞上》）
（2）江山如此多娇，____________________。
（毛泽东《沁园春·雪》）
（3）_____________，可以为师矣。
（《论语·为政》
）
（4）
“吹面不寒杨柳风”
，不错的，________________。（朱自清《春》）
（5）不信，请看朵流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6）
生活是多变的，
人的情感也会随之变化。安定时常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豪情；战乱时则易生“______________”的亲情之念。
（依次用杜甫《望岳》
《春望》中的
诗句填空）
解析：本题考查名句名篇的背诵默写，注意识记与积累。
答案：
（1）长河落日圆
（2）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3）温故而知新
（4）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5）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6）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家书抵万金
（二）古诗鉴赏（3 分）
12.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问题。
水调歌头
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天上宫阙如此美好，但作者毕竟更热爱人间生活。词中哪两句是由出尘之思转向人世
情怀的过渡？（1 分）
解析：本题考查句意理解、赏析，解答时明确全诗的每一句话的意思。
答案：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2）说说你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个名句的理解。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诗歌鉴赏中的名句赏析。
答案：唯愿兄弟（亲人）彼此珍重，虽然远隔千里，也能共享这美好的月光。
（三）名著阅读（3 分）
13.根据相关名著填空。
一把火，在经典名著中摇曳生姿。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一把火烧了七七四十九天，
烧就了孙悟空的__________；在翠云楼里，一把火烧得大名府人心惶惶，体现出“智多星”
吴用___________的形象特点；在小人国里，一把火烧得皇宫烈焰熊熊，___________（人名）
急中生智，一泡尿灭了皇宫之火，也因此招致皇后的怨恨。
解析：本题考查对名著内容的积累能力。名著学习中要注意积累的广泛性。
答案：火眼金睛
足智多谋
格列佛
（四）综合性学习（7 分）
阅读以下材料，完成后面题目。
在数字化阅读“攻城掠地”的当下，许多实体书店正以开放变革的姿态坚守发展，将“厚
重”的文化积淀和“轻盈”的生活态度结合在一起。
材料一：自 2017 年 7 月 16 日合肥三孝口“共享书店”落地以来，已有三万多读者通过
“智慧书房”APP 进行借还书阅读。平均每个读者阅读量为 7.81 本，几乎达到中国每年的
人均阅读量。书店客流量与上半年相比，增加了 52%。未来，
“智慧书房”APP 将实现读者间
的书本共享，运用大数据为读者提供优质贴心的推送服务。
材料二：巴西文化书店已有 60 年历史，在巴西有 18 家门店。平均每天会有 11 场综合
活动在各个门店举行，如文化美食活动、签售会、文化课程、儿童故事会等。
材料三：世界城市文化论坛一项研究表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当之无愧的“世
界书店之都”
，每 10 万人拥有 25 家书店。政府对纸质书的保护不遗余力。每年 11 月 30 日，
政府会组织“书店之夜”活动，数十条街连成一片繁华的步行街，市民们在街道两侧的书店
里走走停停，享受购书和阅读的乐趣。
14.从以上材料看出，当下实体书店坚守发展的方式有：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②
实体书店与综合活动相结合；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材料要点的提取。通读全材料，梳理脉络，分清层次，综合考虑，提取要
点，找到关键句，必要时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即可。
答案：实体书店与科技相结合
实体书店与政府支持相结合
15.某书店将悬挂关于读书的古诗句，下列语句中最合适的一项是（ ）
（2 分）
A.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B.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C.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D.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解析：本题考查用语的得体性。B 项诗句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微妙难言的读书感受。池塘并不
是一泓死水，而是常有活水注入，因此像明镜一样，清澈见底，映照着天光云影。这种情景，
同一个人在读书中搞通问题、获得新知而大有收益、提高认识时的情形颇为相似。所以正好
符合书店这一场合的悬挂。
答案：B

16.班级组织集体活动，前往实体书店购书，请推荐一本好书给同学，供同学们选择购买。
（3 分）
解析：本题的开放性较大，可根据自身的日常阅读积累，阐释自己的观点。符合经典阅读的
主要思想，合情合理即可。
答案：
【示例一】推荐书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推荐理由：这部小说让我们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让我们学会了用正确的心态面对人生的磨难，
用钢铁般的愈志与顽强的奋斗精神迎接生活的各种挑战。
【示例二】推荐书目：
《红楼梦》
推荐理由：这本小说富有神话色彩，故事引人入胜，人物性格鲜明，情节曲折生动，结局出
乎意料，值得一读。
三、阅读题（39 分）
（一）小说阅读（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儿子的鱼
我环顾周围的钓鱼者,一对父子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在自己的水域一声不响地钓鱼，父
亲抓住、接着又放走了两条足以让我欢呼雀跃的大鱼。儿子大概十四岁左右,穿着高筒橡胶
防水靴站在寒冷的河水里。两次有鱼咬钩，但又都挣扎着逃脱了。突然，男孩的鱼竿猛地一
抖，差一点儿把他整个人拖倒了，卷线轴飞快地转动，一瞬间鱼线被拉出很远。
看到那鱼跳出水面时，我吃惊得合不拢嘴。
“他钓到了一只王鲑，个头不小。”伙伴保罗
悄声对我说，
“相当罕见的品种。
”
男孩冷静地和鱼进行着拉锯战，但是强大的水流加上大鱼有力的挣扎，使孩子渐渐被拉
到布满漩涡的下游深水区的边缘。我知道，一旦鲑鱼到达深水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脱了。
（A）孩子的父亲虽然早把自己的钓竿插在一旁，但一言不发，只是站在原地关注着儿
子的一举一动。
一次，两次，三次，男孩试着收线，但每次鱼线都在最后关头猛地向下游蹿去，鲑鱼显
然在尽全力向深水区靠拢。15 分钟过去了，孩子开始支持不住了。即使站在远处，我也可
以看到他发抖的双臂正使出最后的力气奋力抓紧鱼竿。冰冷的河水马上就要漫过高筒防水靴
的边缘，王鲑离深水区越来越近了，鱼竿不停地左右扭动。突然，孩子不见了。
一秒钟后，男孩从河里冒出头来，冻得发紫的双手仍然紧紧地抓住鱼竿不放。他用力甩
掉脸上的水，一声不吭又开始收线。保罗抓住鱼网向那孩子走去。
（B）
“不要！
”男孩的父亲对保罗说，
“不要帮他。如果他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会要求的。”
保罗点点头，站在河岸上，手里拿着鱼网。
不远外的河对岸是一片茂密的灌木丛，树丛的一半淹没在水中。这时候鲑鱼突然改变方
向，径直蹿入那片灌木丛里。我们都预备着听到鱼线崩断时刺耳的响声。然而，说时迟那时
快，男孩往前一扑，紧跟着鲑鱼钻进了稠密的灌木丛。
我们三个大人都呆住了。
（C）男孩的父亲高声叫着儿子的名字，但他的声音被淹没在河
水的怒吼中。保罗涉水到达对岸，示意我们鲑鱼被逮住了。他把枯树枝拨向一边，男孩抱着
来之不易的鲑鱼从树丛里倒着退出来，努力保持着平衡。
他瘦小的身体由于寒冷和兴奋而战栗不已，双臂和前胸之间紧紧地夹着一只大约 14 公
斤重的王鲑。他走几步停一下，掌握平衡后再往回走几步。就这样走走停停，孩子终于缓慢
但安全地回到岸边。
（D）男孩的父亲递给儿子一截绳子，等他把鱼绑结实后，弯腰把儿子抱上岸。男孩躺
在泥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但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自己的战利品。保罗随身带着便携秤，出于

好奇，他问孩子父亲是否可以让他称称鲑鱼到底有多重。男孩的父亲毫不犹豫地说：
“请问
我的儿子吧，这是他的鱼！
”
17.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手法，叙述了“儿子”捕鱼的故事，细读全文，在下面的括号里把“儿
子”捕鱼的过程补充完整。
（2 分）
拉据战——（_______）——与鱼周旋——（_______）——捕鱼成功
解析：本题考查故事情节的梳理。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在了解小说内容的基础上来理清情节。
答案：沉入深水区
拖入灌木丛
18.在“儿子”与鲑鱼搏斗的过程中，文章对父亲进行了多次精彩的描写。请从文章 A、B、
C、D 四处中任选一处，并结合语境作点赏析。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人物描写的赏析。解答此题关键要分清人物描写的方法，结合句中的关键词
语去分析人物情感的表达。
答案：
【示例一】A 这句生动的描写表明这位父亲不但时刻关注着儿子，而且做好了随时救
援儿子的一切准备，体现了父爱的深沉。
【示例二】B 体现了父亲对儿子的理解和尊重，注重培养孩子独立应对困难的能力。
【示例三】C 父亲终于忍不住高声叫出了儿子的名字，这是情不自禁的担心，又一次点出了
父亲对儿子的关爱。
【示例四】D 因为父亲这时清楚地知道，儿子已经精疲力竭，用尽了最后一点力量。父亲对
儿子那种特殊的关爱，至此表露得淋漓尽致。
19.小男孩为什么能成功钓到王鲑？（3 分）
解析：本题是对内容概括的考查，根据问题，找到相应的段落，逐条总结即可。
答案：一是因为男孩自身的坚持和自信，面对困难、危险，男孩不动摇不放弃，相信自己一
定能抓住上钩之鱼；二是因为男孩父亲的“冷眼旁观（不动声色）”,使男孩更想努力去证明
自己可以抓住这条王鲑。
20.“请问我的儿子吧，这是他的鱼！
”有什么作用？（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关键语句的赏析能力。
答案：饱含着父亲对儿子的理解、尊重与关爱，突出了文章的中心。
21.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谈谈这篇文章带给你的启示。（3 分）
解析：本题考查阅读感悟的表达。完成此题先要结合内容理解“捕鱼”的象征义，从生活中
选出合适的事例，然后围绕“独立”或“战胜困难”来阐述阅读的感受。
答案：这篇文章带给我的启示是：在生活中要学会独立，学会克服困难，战胜自己。比如我
学骑自行车时，爸爸看到我摔倒了，也不扶我，而是让我自己站起来。渐渐地我从跌倒中掌
握了要领，学会骑车。
（二）说明文阅读（1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深海“飞机”
①生命科学家揭示，人类的祖先是从海洋走上陆地的。但陆地上能提供人类生存的空间
十分有限，人类在遇到“人口爆炸”难题的面前，也只有重返海洋，才是一条有效的出路。
②本世纪，人类不断加快向海底进军的步伐。深潜器可潜入 6000—11000 米的深海底。

但小型深潜器的潜行速度每分钟仅为 15—30 米，从海面到达 11000 米的深海底，需 6—12
小时，而小型深潜器所携带的氧气十分有限，能待在海底探测的时间极为短促，这就大大限
制了人类对海底世界的了解。科学家认为，要大量猎取深海资料，必须把深潜器的潜行速度
提高到每分钟 180 米以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海底工作人员有较长的探测时间。
③为了适应这种探测的需要，美国克斯海洋技术研究所花费 100 万美元研制出命名为
“深潜飞行一号”的水下航行器，在加州蒙特雷湾进行了试验。这一貌似飞机的潜水器可以
每分钟 350 米的速度在水中各个方向“飞行”
，被称为“水中飞机”
。
④“深潜飞行一号”的独特之处是增添了一对固定式的“机翼”，使其外形酷似飞机。
当潜水器工作时，就能利用“机翼”与海水相对运动所产生的水动力，使潜水器上升或下沉，
这与在空中飞行的飞机靠机翼产生的空气动力进行升降的原理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深海
飞机“机翼”的弯度是负的，在以 30 度仰角（机翼与水流运动方向之间的夹角）航行时，
所产生的负升力能使潜水器迅速下沉。
⑤“深潜飞行一号”的下潜深度仅达 1000 米，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为研制“深潜飞行二
号”作技术上的证明。该研究将花 700 万美元来研制由陶瓷材料构成的“深潜飞行二号”，
届时，它将运载研究人员下潜到 11000 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
⑥可以相信，随着深海飞机的出现，人们将对 6000 米至 11000 米深的海底世界了如指
掌，从而构筑起人类重返大海的宏伟蓝图。
22.小型深潜器的优缺点有哪些？（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原文内容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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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是潜水深，缺点是潜行速度慢、携带氧气有限。
23.结合本文，给“深海飞机”下一个定义。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从文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用凝练准确的语言来作答。
答案：深海飞机是一种貌似飞机并与飞机工作原理相同的、用于深海探测的水下航行器。
24.通读全文后思考，研究“深海飞机”有什么重要意义？（2 分）
解析：本题考查思维的拓展能力。解答此类题需要在深入把握文章主旨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
阅读体验、阅读感受。
答案：解决地球上人口爆炸难题，开启人类新的生存空间。
25.说说第④段主要运用的说明方法及其作用。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说明方法及其作用。解答此类题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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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较，突出“深潜飞行一号”与普通飞机的工作原理相同与机翼不同。
26.第②段“深潜器可潜入 6000—11000 米的深海底”中的“6000—11000 米”能否直接说
成“11000 米”？为什么？（3 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说明文语言准确性的掌握。说明文语言的准确体现在修饰，限制性词语的
选用上。
答案：不能。因为“6000—11000 米”是指深度范围，具体而准确地说明了深潜器可以潜入
的海底深度；如果说成“11000 米”
，就成了深潜器只潜入这个深度的海底，与事实不符，

说明显得不够准确、严谨。
（三）文言文阅读（14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
“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
“大
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
使唐雎使于秦。
秦王谓唐雎曰：
“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
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
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
“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
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
“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
“臣未尝闻也。
”秦王曰：
“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唐雎曰：
“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
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
”唐雎曰：
“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
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
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
缟素，今日是也。
”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
“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
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
富弼传（节选）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忧，遣使来言关南之地。地是石晋①所割，后为周世宗所取。
富弼②奉使，往见契丹主曰：
“两朝继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
“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③，将以何为④？群臣请举兵而南，吾谓不
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
”
弼曰：
“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
中国通好，则人主专⑤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⑥其祸。故劝
用兵者，皆为身谋耳。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北朝欲用兵，能保必胜乎？就使其胜，
所亡士马，群臣当之与？抑人主当之与？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
主大悟，首肯⑦者久之。
弼又曰：
“雁门者，备⑧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旧，民兵亦补
阙，非违约也。
”契丹主曰：
“虽然，吾祖宗故地，当见还耳。”弼曰：
“晋以卢龙赂契丹，周
世宗复取关南地，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岂北朝之利哉？”……契丹主知不可夺⑨，自遣人
来议。
【注释】①石晋：即后晋高祖石敬瑭。②富弼：北宋名相。③籍民兵：让老百姓成为士
兵。④将以何为：想要干什么。⑤专：个人专有。⑥任：承担。下文的“当”亦同。⑦首肯：
点头表示同意。⑧备：防备。⑨夺：改变。
27.解释下列句子中划线词的含义。
（4 分）
（1）轻寡人与（______________）
（2）长跪而谢之（____________）
（3）苟从诸将言（____________）
（4）民兵亦补阙（____________）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点是文言实词的理解。

答案：
（1）轻视

（2）道歉

（3）如果

（4）同“缺”

28.下列各组句子划线词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2 分）
A.臣未尝闻也／尝趋百里外
B.所亡士马／马无故亡而入胡
C.非若是也／地是石晋所割
D.与臣而将四矣／群臣当之与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中的一词多义。A 项，意思都是“曾经”
。其他各项的意思分别为：B：
损失／丢失。C：这样／表判断。D：我／大臣。
答案：A
29.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4 分）
（1）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2）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北朝欲用兵，能保必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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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1）韩国、魏国都灭亡了，可是安陵却凭着五十里的国土存留，只因为有您啊。
（2）如今中国疆域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严明，上下一心，北朝打算发动战争，能保住一
定能获胜吗？
30.秦王和契丹主为得到土地采取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富弼传》中哪一句与《唐雎不辱使
命》中的“受地于先王”意思差不多？（2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比较阅读能力。王和契丹主为得到土地采取的方式不同：前者是交换，后
者是索要。
答案：前问：前者是交换，后者是索要。后问：吾祖宗故地。
31.各用一个词概括唐雎和富弼的性格特征。（2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文章人物形象的把握。解答此题需要先疏通文意，了解内容，概括人
物性格从言行入手。
答案：唐雎：有勇有谋。富弼：不卑不亢。
四、作文（40 分）
32.（1）以“最美的时光”为题目写作。
（2）田野的小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大自然的风景每天都是新的；我们的校园，随着
教育的均衡发展，各种功能室不断建立起来，各种活动相继开展起来；当代的中国，在十九
大精神的指引下，出现了新气象新作为……请你以“变化”为话题，自拟题目作文。
要求：从以上两个题目中任选一个；诗歌除外，文体不限；不少于 600 字，字迹工整；
文中不得出现本地的人名、地名、校名。
解析：第一个是命题作文，第二个是话题作文。从二者中选择一个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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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题作文，首先要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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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的时光
愉快的童年，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童年里，藏着好多有趣的事，快乐的事，唯
一没有的是烦恼的事。这里面藏着一个有趣又对我印象最深的事，那就是——捕鼠。
小时候，同学说要来我家玩我高兴的一蹦三尺高，我心想：
“明天我们一定玩的很开心！
”
早晨，我起的很早。
“喂，你们快来，我爸妈走了！嘘，别告诉别人！”
“好的，你放心！
我来了！
”咚咚！……哎呀！同学来了！正在看电视的我,来不急关电视,就像一支箭似的冲
向门口,我走在门口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有三只调皮的小老鼠在我身后蹿来蹿去了呢！还叫了
一声，我居然没听到！打开了门，有一个大胆的同学反应过来了，猛一声叫道：
“你身后有
只老鼠，小心别动！我来收拾这几只可恶的小老鼠！
”老鼠好像听的懂人话，迅速的躲了起
来，我眼疾手快，拿起棒子就开打，没打到！再用脚一踹，死了一只。可那两只小老鼠一只
躲在锅里，还有一只跑到了洗手池里，一个同学盖住锅，还有一个同学打开水龙头。两个同
学齐声说：
“哈哈你跑不了啦！
”
有一个同学已经累的气喘如牛，我去看了看，
“狂晕！太多老鼠了！
”
这样下去又会把锅弄脏，又把水龙头弄臭，干脆把它们放了下午再想办法收拾这可恶的
老鼠！到了中午，太阳挂在天空上，好像这天上的太阳就是神灵一样让我的眼睛一亮，想出
了这个好办法：
“把一个铁盒子里灌进水，然后再放点盐，再放两颗花生。”
“一切准备就绪！
”
三个同学说，还敬了个“军礼”
（所谓的军礼是歪歪斜斜的敬了个不像样的礼）
。我们在窗子
上静静的观察着。两只小老鼠出动了！他们用嗅觉灵敏的鼻子闻了闻，那花生的香味就像迷
魂香一样，把他们引了过来，它们跳进了水里，被淹的喘不过气来，接着，我心想：
“哈哈，
这种方法果然奏效了！”我笑着说：
“该我们行动了！
”一个同学拿拖把，还有一个同学拿棒
子，我拿剪刀。
“看我的开天辟地拖把！”
“看我的无敌神棒！
”
“看我的大力金刚剪！
”两只小
老鼠现在可以说的上是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了。我和伙伴们看到了这种情景，不由的笑了起来。
愉快的童年只能回忆。我们又背上了沉重的书包，做着写不完的作业。但学习不也很快
乐吗？让我们来回忆这最美好的时光——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