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襄樊中考语文试题及答案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为试题卷和答题卡两部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满分 120 分。
2、考生在答题前请阅读答题卡中的“注意事项”，然后按要求答题。
3、所有答案均须做在答题卡相应区域，做在其它区域无效。
一、积累与运用（20 分）
1．下面句子中有两个错别字，请改正后用正楷字将整个句子抄写在田字格中。（2 分）
保护生态资原，共创温欣家园。
2．给下面一段话中加点的字注音。（2 分）
襄樊这座千年古城，其根深蒂
（
．

）固的历史传承、厚重的文化底蕴，如香远绵醇的佳酿
（ ），
．

令人沉醉。
3．下列句子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有误的一项是（

）
。（2 分）

A．我市短小精悍
．．．．的民俗节目《鼓盆歌》，在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上亮相。
B．当西方世界还在经济危机的迷雾中彷徨，生机勃勃的华夏大地，首先传导出经济复苏妙手
．．
回春
．．的强烈信号。
C．登上市郊真武山，举目远眺，只见青山如屏，绿水如带，令人心旷神怡
．．．．。
D．在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的时节，泛舟风光旖旎，美不胜收
．．．．的襄阳古护城河，那真是惬意无
比啊！
4．请用一句话提取下面这段文字的主要内容。（2 分，限 16 字以内）
4 月 1 日，随着数百只信鸽展翅飞向蓝天，201O 年全国“爱鸟周”活动在襄樊市南湖广场启动。
启动仪式上，襄樊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牌为“中国红嘴相思鸟之乡”。
据了解，本届“爱鸟周”活动的主题为“科学爱鸟护鸟、保护生物多样性”。活动期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全部行动起来，开展观鸟活动、野鸟摄影、书画展览、征文活动、
文艺演出、知识竞猜等活动。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为湖北省爱鸟护鸟先进单位和个人及上届“爱
鸟周”征文获奖者颁奖，中学生代表宣读了“爱鸟护鸟倡议书”。
主要内容：
5．根据语境仿写句子。（2 分）
欣赏是一种领略，欣赏也是一种收获。欣赏日出，自然会在日出的喷薄中感受向上的力量；欣
赏大海，自然会在大海的浩瀚中领悟博大的胸怀；

，

。

6．名著导读。（2 分）
罗曼·罗兰的《名人传》所写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位伟人，都是
人，作品赞美了他们的高尚品格和

的精神。

7．古诗文默写。（每空 1 分，共 8 分）
（1）

，青山郭外斜。
（孟浩然《过故人庄》）

造就的伟

（2）长风破浪会有时，

。（李白《行路难》）

（3）王维在《使至塞上》中以传神笔墨刻画了奇特壮美的塞外风光的名句是：
“
（4）只有那些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能达到《望岳》中“
，

（5）宋代的范仲淹说过“

，

，

。”

”的境界。

”，这正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济世情怀。

二、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10 分）
8．据《襄樊日报》报道，玉树地震后，一对受伤的藏族玉树小兄妹被接到襄樊疗养。5 月 5
日上午，襄樊义工在线群主“紫去东来”收到快递送来的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全是风干的牦牛肉、
奶渣等特色食品。几经周折后，他终于联系上了网名叫“不奢望”的捐赠者，他问道：“您怎么会
想到要买这些食品呢？”假如你是捐赠者，你会怎样回答？（2 分）
9．在我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无数风流人物。虽然这些风流人物的生命早已消逝，
但他们感人的故事，不朽的业绩，博大的情怀，高尚的品质，却留在我们心中。假如你班要开展以
“话说千古风流人物”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请你完成以下任务：
（8 分）
（1）请你为这次活动拟写一条主题语。（2 分）
（2）在参与此次综合性学习过程中，老师设计了两项活动，请你再补充两项。（2 分）
①排风流人物座次。
②讲风流人物故事。
③

。

④

。

（3）在“排风流人物座次”时，假如你把诸葛亮排在第一，请说说你对诸葛亮重要精神品质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理解。（2 分）
（4）在襄樊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众多的风流人物，请你简要写一个他们在襄樊留下的传颂
千古的故事的名称（必须包括人物和事件）。（2 分）
三、阅读与欣赏（40 分）
（一）阅读古诗《己亥杂诗》，完成 10-11 题。（4 分）
己亥杂诗
龚自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0．这首诗写诗人离京的感受，将

和

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抒发了诗人

复杂的感情。
（2 分）
11．请你谈谈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用形象的比喻表明了作者怎样的心志？
（2 分）
（二）阅读文言文《桃花源记》，完成 12-16 题。
（10 分）
桃花源记
陶渊明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
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
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
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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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
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大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
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12．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的意思。（2 分）
（1）阡陌交通
．．（

）

（2）欣然规
．往（

13．下列句中加点词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A、芳草鲜
．美

陶后鲜
．有闻

B、悉
．如外人

悉
．以咨之

）
）
。（2 分）

C、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 属
．予作文以记之
D、设酒杀鸡作食
． 食
．之不能尽其材
14．将下面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2 分）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5．请用简洁的文字补充下面对“渔人”行踪的概括：（2 分）
发现桃花源→

→做客桃花源→离开桃花源→

。

16．“桃花源”是作者追求的社会理想，请谈谈你对作者这一社会理想的积极意义的认识。（2
分）
（三）阅读记叙文《雪中小卓玛》，完成 17-21 题。（13 分）
雪中小卓玛
李春雷
玉树大地震之后的第七个早晨，我从震中的结古镇，驱车赶往西宁。忽然发现，前面路边悄然
站立着一个藏族小姑娘，双手捧着一个奖状大小的纸板，上面歪歪扭扭却又清清楚楚地写着两个殷
红似火的大字：“谢谢！
”
四周是茫茫的雪山，根本看不到村庄的影子，她是从哪里来的呢？
停下车，我走过去，拉住她的手，轻轻掸去她头上的一层雪花。这个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的小姑
娘，约有五六岁的样子，蓬乱的头发，瘦瘦的小脸上是典型的高原红，额头上还凸起一道长长的已

经结痂的伤痕。
“你是哪个村庄的？”“谢谢！”
“上学了没有？”“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谢谢！”
我有些纳闷了，又问她这次地震中家里的情况。她似乎没有听懂，圆睁着大大的眼睛，迷惑地
看着我，嘴里仍只是在重复着那两个字。
我猛然明白，这里是纯粹的藏族牧区，她还没有上学，自然听不懂汉语。
这么冷的天，是谁让她来的呢？震中心周围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了，伤亡惨重。她的家中，她
的小村灾情如何呢。这个小姑娘，是不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希求援助呢？
但我马上否定了自己。地震之后，灾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都得到了政府救济，逝者安葬，伤者
就医，失居者也都有了帐篷，有了粮食，有了饮水。正是因为这些，灾区才安定下来。
况且看看她额头上的伤口，早已经过医生处理，且已经结痂了。身上的衣服虽然破旧，却也算
干净整齐。再看她的神情，更像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我决定把车上的食品，送给她一些，还有她的家人。那是从城市里买来的一些奶制品和肉制品，
花花绿绿，包装精致。
她的眼光一亮，旋即又摇了摇头。不仅摇头，红红的小手也在摇动着，像风中的枫叶。
我坚持着，有些强行地塞给她。她迟疑了一下，只得从其中拿了一块造型别致的巧克力，揣在
怀里。接着，恭恭敬敬地冲着我，鞠了一个躬，再次清晰地说出了那两个字“谢谢！”之后，她细
心地把巧克力塞进贴身的兜兜里。
做完这一切，她又用双手托起了那个宝贝纸板，高高地抱在胸前，遮住了自己的半张脸，只露
出两只大大的眼睛，像青海湖一般澄澈和镇静。
虽然我不知道在这个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灾难已经过去，作为一个小小的亲历者，她只
是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一种心底里难以言说的感激。
从她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与年龄并不相符的镇静和成熟！我们城市里的五六岁的孩子，在这
样的冰雪天气里，会干什么呢？或许正依偎在妈妈怀里睡觉呢？或许正在暖意盈盈的房间里玩游戏
吧？哦，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理解人生的艰难吗？你们品尝过感恩的味道吗？你们明白国家和民族
的概念吗？
这个青藏高原上的楚楚可怜的藏族小姑娘，她才五六岁，通过这一场灾难，却已经开始真切地
感觉到了这一切。
孩子，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权且按藏族人通常的习俗，称呼你小卓玛吧。我也不了解发生在你
身上的故事，但我理解和明白你的心思。不过，今天太冷了，雪太大了，你还是回家去吧，那怕只
是一顶简陋的帐篷。
我再三地劝她。这个小姑娘，这个小卓玛，却像巴颜喀拉山一样坚定和倔强，她虽然明白了我
的好意，但再一次摇了摇头，用手指了指纸板上的那两个字，指了指远方，又指了指自己的心窝。
哦，可爱的孩子，可爱的小卓玛，我的眼中酸热热的，情不自禁地双手抱拳，面对她的痴情，

面对她的坚定，深鞠一躬，并模仿着她的语气，说了一声：
“谢谢！”
车走远了，雪中小卓玛的身影，像一簇猩红的篝火。在我的心底燃烧着。
（摘自《人民日报》2010 年 4 月 28 日，有改动）
17．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3 分）
18．阅读全文后，你觉得藏族小姑娘具有哪些可贵的品质？（2 分）
19．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这个青藏高原上的楚楚可怜的藏族小姑娘，她才五六岁，通过这一
场灾难，却已经开始真切的感觉到了这一切”中的“这一切”指什么？（3 分）
20．请从修辞手法运用的角度理解文章最后一句“车走远了，雪中小卓玛的身影，像一簇猩红
的篝火，在我的心底燃烧着”的含义。（3 分）
21．下面是文中画横线的句子，请根据这句话的具体语境，揣摩此时小卓玛的心理活动。（2
分）
她的眼光一亮，旋即又摇了摇头。
（四）阅读议论文《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完成 22-26 题。
（13 分）
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朱铁志
①每个人的人生定位不同，生活态度自然就不同。打算把自己置于生活的哪个层次、何种境界，
是每一个严肃生活的人都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也决定了这个人基本的生活方式。鲁迅立志揭出
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把别人用来喝咖啡的时
间用于读书写作。哈佛大学集中了全美甚至世界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的校训正是“追求卓越”。是
的，雄鹰不甘宇下，骏马难守圈栏。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将追求优秀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作
为一种近乎本能的习惯。
②所谓习惯，是一种常态，一种下意识，一种自动化，一种经过长期培养历练而形成的自然而
然的状态，一种无需思考即可再现的回忆。其程序好像早已置于大脑和肌肉中，成为一种特殊的记
忆，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是优秀的外化和证明，都会使人眼前一亮，为之折服和赞叹。
③优秀习惯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起点，但肯定没有固定的终点。但
只要不断追求，每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都会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即便生命个体终结，后来者依然可以
从他倒下的地方起步，向着更高的境界跋涉。
④优秀和勤勉是天然的盟友，是孪生兄弟。优秀的人无一不是勤勉的，而勤勉的人即便不是最
优秀的，起码是比较优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勤勉本身就是优秀的代名词。所有天才无不是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请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天才的神话，那种似乎不需练习就能演奏的神童，那种
不费吹灰之力就品学兼优的学子，我们听说过，但没见过，不可太当真。即便有莫扎特那样的特例，
于我等也毫无借鉴之可能，不可作为榜样盲目复制。道理很简单，你是你，你不是莫扎特。你我遍
地都是，莫扎特只有一个。哲学常识告诉我们，特例不揭示必然性。聪明的人从来不把自己当特例，
聪明人只知道下笨功夫。
⑤因为追求优秀，做什么都必须有“争创一流”的意识。食人俸禄，尽其本分，是常人的标准，

而在优秀的人看来，是起码的德性；考上名牌大学，获得全优成绩，将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一
般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而在优秀的头脑中，仅仅是一个通向优秀的起点而已。因为定位于优秀，
别人可以睡的懒觉自己不能睡，别人可以敷衍的责任自己不能推，别人可以视而不见的工作自己不
能躲，别人可以心安理得的生活自己不能忍。
⑥优秀作为一种品质，当然离不开客观环境。但真正优秀的人懂得：命运只有把握在自己手里，
才是真正的命运。平庸的人总是把别人的成功归结为环境好、条件好、人缘好、运气好，而把自己
所有的失败归结为外在原因。优秀的人心里明白成功离不开客观条件，但从不过分依赖客观条件。
他们懂得：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他们成功的时候往往以感恩之心面对社会、面对所有帮助
过他们的人，把成功的功劳归结于客观条件。他们失败的时候，往往把原因归结为自己努力不够。
优秀的人总是说自己不行，认为自己无知；平庸的人总是利用各种机会表白、粉饰自己。在真正优
秀的人看来，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了。
⑦优秀是一种酵母，把它用到生活中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效果。套用一句诗人的话：优秀是优秀
人的通行证，平庸是平庸者的墓志铭。
（摘自《人民日报》2010 年 4 月 19 日，有改动）
22．认真阅读全文，找出文章的中心论点。用原文语句回答。（3 分）
23．文章首段引用鲁迅、哈佛大学的事例的作用是什么？（3 分）
24．读文归纳填空：
“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一是要不断追求；二是要勤勉；三是

；四是

。

（2 分）
25．文章第⑥段主要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3 分）
26．如果把文章第④段中的“优秀的人无一不是勤勉的”一句作为观点，请你参照下面示例再
写一个具体事例作论据（所举事例限制在所学初中教材的范围内）。（2 分）
示例：闻一多日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终于写成了《唐诗杂论》。
四、写作与表达（50 分）
27．请从下面两题中任选一题作文。
（50 分）
题一：阅读，使人思维活跃，聪颖智慧；阅读，使人胸襟开阔，豁达大度；阅读，使人目光远
大，志存高远。在阅读中，我们会体验生活的乐趣；在阅读中，我们会拥有崭新的发现；在阅读中，
我们会懂得做人的道理。
请以“阅读，让我

”为题，写一篇文章。

题二：阅读下面材料，按要求作文。
一位 65 岁的老人想从北京市步行到上海市参观世博园，她觉得这样游览世博园才有意义。经
过长途跋涉，克服了重重困难，她到达了目的地。在那儿，有位记者采访了她：“这路途中的艰难
险阻是否曾吓倒过您？您又是如何鼓起勇气徒步旅行的？”老人平静地答道：“没什么呀，一步一
步地走路是不需要什么勇气的，关键是你目标要明确，要清楚到哪儿去！”
要求：
①请先在答题卡上所选题号后的括号内打“√”
，然后再作文；

②若选题一，请先将题目补充完整（填短语，也可填词语）；若选题二，请自拟题目，不要脱
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③立意自定，文体自选（除诗歌外）
；
④字数不少于 600 字；
⑤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和人名。

2010 年襄樊市初中毕业、升学统一考试
语文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说明
一、20 分
1．“原”改为“源”；
“欣”改为“馨”。
（改正错别字 1 分，每字 0．5 分；书写规范、准确、美观 1 分。共 2 分）
2．dì

niàng（每注音正确一字给 1 分，共 2 分）

3．B（2 分）
4．全国“爱鸟周”活动在（襄）樊（市）启动。（引号独立占一字格也可，不占也可）（2
分）
5．示例一：欣赏高山，自然会在高山的巍峨中感悟理想的崇高；
示例二：欣赏大树，自然会在大树的伟岸中获得自立的尊严；
（2 分，要求：句式相同，语意连贯，意对即可）
6．痛苦和磨难

顽强奋斗（2 分，每空 1 分）

7．（1）绿树村边合
（2）直挂云帆济沧海
（3）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4）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每空 1 分，共 8 分。出现错字、别字、添字、漏字，所在句不得分）
二、10 分

8．示例：我考虑到玉树小兄妹是藏族人，为让他们在襄樊吃得好，过得开心，我才特地买了
这些藏族人喜爱的特色食品送给他们。（2 分，意思相近即可）
9．（1）示例一：说风流人物，传丰功伟绩。示例二：学风流人物，作国家栋梁。（语言简洁，
突出主题，意对即可，2 分）
（2）示例：诵风流人物诗文。评风流人物功过。写风流人物英姿。
（写出一个得 1 分，共 2 分）
（3）示例：勤勤恳恳，竭尽心力，为事业奋斗终生。（意对即可，2 分）
（4）示例：刘备三顾茅庐请（访）孔明。刘秀起兵反对王莽政权。韩夫人襄阳城头抗敌。岳
飞收复襄阳等六郡。关羽在樊城水淹七军。卞和献玉。（2 分）
三、40 分
（一）（4 分）
10．政治抱负

个人志向

（2 分，每空 1 分）

11．表明作者要为国为民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或：表明作者虽然辞官，但仍会关心国家的前
途和命运。或：表现了他一贯的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片痴情。（2 分）
（二）（10 分）
12.（1）交错相通
13．B

（2）计划

（2 分，每小题 1 分）

（2 分）

14．（他们）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然不知道有过汉朝，（至于）魏、晋两朝就更不用说了。
或：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然不知道汉朝，更不必说魏、晋两朝了。
（2 分，
“何世”
“乃”
“无
论”必须译正确，译对一处给 1 分）
15．进入桃花源

复寻（迷失）桃花源（2 分，每空 1 分）

16．作者这一社会理想寄托了作者对和平的向往，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客观上反映的是人
民的意愿。或：作者这一社会理想是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的批判，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人民摆脱压迫、
摆脱剥削的要求。（只要答出要点“对和平的向往”“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即可）（2 分）
（三）（13 分）
17．一个藏族小姑娘，风雪中站在路边，捧着写有“谢谢”两个大字的纸板，表达心底的感激。
或：在早晨的风雪中，一个藏族小姑娘站在路边，捧着写有“谢谢”两个大字的纸板，表达心底的
感激。（答案必须写出什么人干什么事。如果答案为：我遇到藏族小姑娘，劝说她，并被她的行为
所感动，给 1 分）（3 分）
18．①有感恩之心，②坚定和倔强，③懂事，④镇静和成熟（答出其中两点即可，2 分）
19．（理解）人生的艰难，
（品尝过）感恩的味道，
（明白）国家和民族的概念。（3 分，每个要
点 1 分）
20．这句话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将风雪中的“小卓玛”比喻为熊熊燃烧的“篝火”，形象
生动地写出了小卓玛高大的形象对我的感染，使我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同时也看到玉树灾后重建
的信心）。（3 分，答出修辞手法 1 分，答出含义 2 分，若答不出括号中内容不扣分）
21．示例：花花绿绿，包装精致的食品让小卓玛心生惊喜，一瞬间，她想接受“我”的馈送，

但转念之间想到还有人比她更需要这些食品，马上就拒绝了。（2 分，意思正确即可）
（四）（13 分）
22．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将追求优秀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作为一种近乎本能的习惯。
（3
分）
23．①引出中心论点，②作为论据证明中心论点，③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3 分，每个要点 1
分）
24．做什么都要有“争创一流”的意识；不过分依赖客观条件（或：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
（意对即可，2 分）
25．对比论证。把“优秀的人”与“平庸的人”的不同认识加以对比，强调突出了“优秀的人”
不过分依赖客观条件的观点。（答道理论证和对比论证也给分；只答道理论证不给分。论证方法 1
分，作用 2 分，共 3 分。
）
26．示例：居里夫人埋头在实验室里用了三年零九个月，从 8 吨废沥青中提炼出一克镭。
（凡举教材中所涉及的事例，如海伦·凯勒、邓稼先、宋濂、司马迁等均可）（2 分）
四、50 分
27．作文评分标准：
一类卷（45-50 分）：符合题意，有新意，思想健康，感情真挚，中心明确，内容具体，语言
流畅，条理清楚。
二类卷（40-44 分）：符合题意，思想健康，感情真挚，中心比较明确，文字比较通顺，条理
比较清楚。
三类卷（35-39 分）：符合题意，思想健康，感情真挚，中心大致明确，内容大致具体，文字
大致通顺，条理大致清楚。
四类卷（30-34 分）：基本符合题意，思想健康，感情真挚，中心不够明确，内容不够具体，
文字不够通顺，条理不够清楚。
五类卷（29 分以下）：不合题意，中心不明确，内容不具体，文字不通顺，条理不清楚（不成
篇）。
评分要求：
①须二人阅一卷，各自独立给分，若误差超出规定范围，由第三人（终审）重阅。
②基准分为 40 分，在此基础上根据评分类别进行评定。
③未写题目的扣 2 分；不足 600 字的，每少 50 字扣 1 分；卷面不整洁，字迹潦草的扣 2 分；
标点符号一逗到底的扣 2 分。
④达到一类卷要求的作文，应给高分甚至给满分。满分作文应占全部作文的适当比例。
⑤凡判为满分和五类卷的，原则上须经阅卷组长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