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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无锡市初中毕业升学考试

语文试题
本试卷分试题和答题卡两部分，所有答案一律写在答题卡上。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试卷满分

为 130 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的相应

位置上；认真核对条形码上的姓名、准考证号是否与本人的相符合。

2.答选择题必须用 2B 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正确选项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

选涂。

3.答主观题必须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作答，答案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区域内相应位置

上。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的答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不按以上要求

作答的答案无效。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积累与运用（共 15 分）

1.下列各组词语中读音和书写有错误的一项是（3分）

A.摒．(bìng)弃 骇．(hài)人听闻 B.诘．(jié)责 相得益彰．(zhānɡ)

C.窒．(zhì)息 融会贯．(ɡuàn)通 D.翩跹．(qiān) 心无旁鹜．(wù)

2.比较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意思，不相同的一项是（3 分）

时代的发展异常迅猛，我们要做有志而勤奋的新一代少年，就必须做驾驭．．时间的主人。

A.

古人在生产和战争中总结出了驾驭．．车马的多种方法，把它归纳为“十八式”。

要想遏制．．“诈弹”事件频繁发生，就必须强化法律的严肃性与威慑力。

B.

法院应当化被动为主动，及时公布权威信息，遏制．．网络谣言漫延。

在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上，东城职校同其它职校明显不一样，他们就分道扬镰．．．．，各显特色。

C．

两位曾经朝夕相处的好朋友终因志趣不同而分道扬镳．．．．，令人唏嘘感慨。

人们掌握了自然规律就能解释“海市蜃楼”、“沙漠魔鬼”这些光怪陆离．．．．的自然现象。

D．

要想不受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生活的诱惑，就必须培养自己高雅的情趣。

3.对下面文段中加点词的解释有错误的一项是（3分）

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
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
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A.晏子避．席对日 避：躲开。 B．其实．味不同 实：果实。

C.圣人非所与熙．也 熙：同“嬉”，开玩笑。 D．寡人反取病．焉 病：辱。

4.为下列长单句提炼主干，正确的一项是（3分）

饱含原始宗教、哲学、文学的悠悠岁月的滋养下，中国的诸子百家从组织的有序性、参与的严

整性、活动的集中性、内外的可辨识性、不同时空的统一性这五个方面站立起来向世人宣告了自己

的主张和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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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始宗教、哲学、文学的滋养，诸子百家站立起来。

B.诸子百家站立起来宣告了主张和习惯。

C.中国的诸子百家站立起来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主张。

D.诸子百家从这五个方面站立起来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主张和思维习惯。

5.《水浒传》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以下括号中所填人物与情节对应有误的一项是（3 分）

A.（鲁达）再人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

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成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

B.（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边，抢起身来，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搦的火杂杂。

吴用便把手将髭须一摸，晁盖、刘唐便上亭子来，虚拦住王伦，叫道：“不要火并！”

C.那只右脚早踢起，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踢着正中，望后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

提起这醋钵儿大小拳头，望蒋门神脸上便打。

D.（杨志）那里应笞，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到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

众人都吃一惊。宋江喝道：“黑厮又做甚么？”

二、阅读与赏析（共 49 分）

（一）（12 分）

①荀攸字公达，祖父昙，广陵太守。攸少孤。及昙卒，故吏张权求守昙墓。攸年十三，疑之，
谓叔父衢日：“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将有奸！”衢寤，乃推问，果杀人亡命。由是异之。董卓之乱，

关东兵起，卓徙都长安。攸与议郎郑泰、何颙(yóng)、侍中种辑、越骑校尉伍琼等谋日：“董卓无
道，甚于桀纣，天下皆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事垂就而觉，收

颗、攸系狱，颞忧惧自杀，攸言语饮食自若，会卓死得免。
②太祖①拔白马还，遣辎重循河而西。袁绍渡河追，卒与太祖遇。诸将皆恐，说太祖还保营，攸

日：“此所以禽敌，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辎重饵贼，贼竞奔之，阵乱。乃纵步骑击，
大破之。

③攸深密有智防，自从太祖征伐，常谋谟②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称日：“公达

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攸与钟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维，自谓无以易；

以咨公达，辄复过人意。”
【注】①太祖：指曹操，这时荀攸被曹操征召为汝南太守。②谋谟：谋划。

6.下列句中的“于”与“甚于桀纣”中的“于”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 分）

A.达于．汉阴 B.万钟于．我何加焉

C.苛政猛于．虎也 D.每假借于．藏书之家

7.下列对人物的分析评价有错误的一项是（2分）

A.苟攸少年时就很聪慧，能从细小的地方觉察他人的隐情。

B.苟攸对“董卓之乱”的认识很深刻，但又担心董卓军力强大，难以对付。

C.通过曹操智败袁绍的经过，可看出苟攸是个有勇有谋的人。

D.曹操对苟攸“三外三内”的评价，可看出苟攸在曹操心目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8.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4 分）

①果杀人亡．命 亡： ②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 谢：

③太祖目．攸而笑 目： ④大破．之 破：

9.翻译下列句子。（4分）

(1)攸言语饮食自若，会卓死得免。（2 分）
(2)此所以禽敌，奈何去之？（2分）

（二）（4 分）

蚕妇吟

（南宋）谢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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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
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①歌舞未曾归。

【注】①玉人：美人，此处指歌女。

10.阅读上面的一首古诗，回答问题。（4 分）

(1)“起视蚕稠怕叶稀”，一个“怕”字写出蚕妇怎样的生活状态和心情？（2分）

(2)诗人将蚕妇和歌女放在一起写有何用意？（2 分）

（三）（4 分）

榴莲

①榴莲，是热带一种非常奇特的水果。

②榴莲浑身上下长满了扎人的尖叫，它像性格泼辣的妇女，只看一眼，便不想去动它，偏它又
散发出一种浓烈已极的香味来引诱你，呼唤你，于是，你会不由自主的向它走近、走近。用撬子战

战兢兢在撬开它，躺在坚实果壳里的，是带核的果肉。果肉极香，香味如蛇，绕喉而下，整个人，

都被这一股香熏得有点恍恍惚惚的。
③选购榴莲，是一门不易掌握的“学问”。根据此中行家指出：要买上好榴莲，要诀有二：一是

嗅、二是听。把榴莲捧在手里，将鼻子凑近榴莲，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嗅！如果有一缕强烈的

香味好像出弦弓箭一样的射入鼻腔内，那么，这榴莲的果肉，必然令人满意。有些榴莲，味道虽好，
但是，核很大很大，果肉极薄，不耐咀嚼，亦不能算是上品。所以，嗅了以后，还要听。将香喷喷

的榴莲高举至耳朵旁，以手用力摇一摇，如果有细微的响声发出来，表示肉厚核薄，上品也。如果
响声太大，便明明白白告诉你，这榴莲核极大，不中吃，倘若嗅时无香而摇时又无声，那么，这榴

莲，多半是半生不熟的，千万别买。知易行难，这两个要诀听起来好似很容易，然而，要在香味弥
漫的市场里嗅出个别榴莲的味儿、要在闹声喧天的市集里静听个别榴莲的响声，真是谈何容易呀！

11.第②自然段中画线句用了什么修辞方法？有何妙处？（2 分）

12.第③自然段主要采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2 分）

（四）（5 分）

放弃也是一种智慧

①放弃，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豁达，它不盲目，不狭隘。

②放弃，对心理是一种宽松，对心灵是一种滋润，它驱散了乌云，它清扫了心房。有了它，人

生才能有爽朗坦然的心境；有了它，生活才会阳光灿烂。

③1998 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崔琦，在有些人眼里简直是“怪人”：远离政治，从不抛头露面，整

日浸泡在书本中和实验室内，甚至在诺贝尔奖桂冠加顶的当天，他还如常地到实验室工作。更令人

不敢置信的是，在美国高科技研究的前沿领域，崔琦居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电脑盲”。他研究中

的仪器设计、图表制作，全靠他一笔一划完成。而一旦要发电子邮件，也都请秘书代劳。他的理论

是：这世界变化太快了，我没有时间赶上！

④人的一生很短暂，有限的精力不可能方方面面都顾及，这时候，放弃就成了一种大智慧。放

弃其实是为了得到，只要能得到你想得到的，放弃一些对你而言并不必需的“精彩”，又有什么不

可以呢？

⑤贪婪是大多数人的毛病，有时候死死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放，就会给自己带来压力、痛苦、

焦虑和不安。往往什么都不愿放弃的人，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⑥放弃是一种睿智。尽管你的精力过人、志向远大，但时间不容许你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完成许

多事情，正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在众多的目标中，我们必须依据现实，有所放弃，

有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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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如果在放弃之后，烦乱的思绪梳理得分明起来，模糊的目标变得更加清晰，摇摆的心变得坚

定起来，那么放弃又有什么不好呢？

13.第③自然段举崔琦“电脑盲”的例子，意在阐明什么哲学道理？请简要分析？（2分）

14.联系上下文，说说第⑤自然段是从什么角度进行论证的？这样写有什么好处？（3分）

（五）（14 分）

树知道

苏沧桑

①月亮升起时，远山如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悄然隐退。山下，娘家花园里那棵丹桂开花

了，娘家的月色也就香了。

②披着一身幽香的月色，我们坐在一地花影里。母亲突然说，看，树上是不是鸟？

③我踮起脚尖，却看不真切，便脱了鞋，爬到凳上看。真的！两只很小很小的鸟儿，交颈依偎

在桂花枝上，头顶特别白，身子像是粉红色。遂想起一句诗来：“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

老头先白，春波绿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心中砰然而动。想让母亲也看看，便轻轻将桂花枝

往下扳了一扳。不料，鸟儿惊醒了，“扑啦”一声飞向园外，消失在黑憧憧的树影里。母亲嗔怪我惊

动了它们。父亲闻声从房里出来说，没关系，这些小鸟常来。

④这倒也是，娘家的花园是蝴蝶、蜜蜂和鸟儿的天堂。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这儿总在不停地

变幻着一幅幅隽永的画卷。未进园门，紫薇已在墙头颌首含笑。蔷薇虬劲的枝干狂草般游走在铁栏

杆间，柔嫩的花叶如饱蘸水墨的笔，在白色粉墙上尽情倾诉酝酿了一整个冬季的缠绵。推开咿呀作

响的红铁门，依墙而立的文旦树涌来满眼绿意，三两棵被花儿和果实醉弯了腰的石榴树将你的视线

引向花园深处。三三两两白梅、迎春、玉兰、栀子花、美人蕉，还有一丛丛自生自灭的晚饭花，在

这片靠山傍水的天地间，尽享清风明月、阳光雨露，无不花繁叶茂。鱼儿们在水里游曳张望，成群

的鸟儿高唱着四处飞奔，蝴蝶毫无防备地歇在你肩上。

⑤暮色四合的时候，我们将饭桌摆在桂树下。一阵微风拂过，几点桂雨飘在被轻轻夹起的小葱

豆腐上，让人良久不忍动筷，怕惊落了这份芳香的诗意。这时，小狗都都突然在园门外大摇大摆地

用前脚敲门，要求共进晚餐。打开门，它忽闪一下从你脚下钻到草坪里，先撒起欢来。

⑥闭上眼，感觉着这些旺盛而无拘无束的生命，我看见自己那颗蒙尘结痂的心冉冉盛放，一瓣

比一瓣纯净，一瓣比一瓣透明。

⑦自然，就想起了杭州家里那些可怜的植物。

⑧它们刚来时，应该是喜欢这个家的。

⑨巴良木和发财树婷婷的身姿和青翠的叶子，衬着客厅洁白的沙发，在台灯的光晕里摇曳出幸

福的绿影婆娑。

⑩素心兰是在花市里偶尔遇到的，虽然单薄，也没有要开花的样子，但喜欢她的名字，连着紫

砂花盆带回来，放在小书房里。

⑪宝蓝色的瓜叶菊，含羞草和开着两朵极小的金色花朵的仙人掌，在黑白色调的卫生间里，平

添生趣。三盆茉莉是我亲手种的。朋友送来了两盆君子兰和叫不出名的观叶植物。林林总总几十盆

花木，葱笼热闹得像来了一群亲朋。

⑫可是，我没料到植物们并不喜欢这个临街的新家。它们姹紫嫣红了几个月，便日渐憔悴。花

儿谢了，叶子发黄，接二连三往下掉，无论怎样抢救，仍一棵接着一棵慢慢枯萎了。

⑬继续买，更换，继续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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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家里留下的树的空白，很蜇人的眼，好像是一个个失去灵魂的生命。夜半起来，街灯透过窗

纱照进空旷的客厅，恍然便能听到并不存在的绿色的叹息。与此同时，时常觉得身体的慵倦，皮肤

的粗糙，心绪的迷乱，像那些树一样心力交瘁，却不知何故。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位乡里朋友，她

一语道破天机：你们这些地方，空气里什么有毒的都有，连人浑身上下都冒着毒气，你们不知道，

树知道啊！

⑮树知道，树不能说，不能挪，树只好死了。可人并不比它们幸运，也许还更可怜，明知生存

面对的种种威胁何止空气里的毒素，却仍怀着侥幸的心理，给自己制造各种不能挪动的理由：想逃，

逃往何处？若真有干净的去处，又如何割舍责任和爱的牵绊？

⑯只好躺在异乡的静夜里，细细怀想娘家的花园。心魂在梦里跋山涉水，奔向那个树喜欢、我

也喜欢的地方。

15.第①自然段的景物描写用了什么修辞方法？请你简要分析它的表达效果。（3 分）

16.第③自然段画线句表达了母亲怎样的情怀？（2 分）[来源:学科网]

17.第④自然段所写的娘家院子有何特点？在全文有什么作用？（4分）

18.请结合文中杭州家里植物变化的过程，说说第⑥自然段画线句的深刻含义。（5分）

(六)(10 分)

19.根据课文默写。（10 分）

①温故而知新， 。（《论语》）

②苟全性命于乱世， 。（诸葛亮《出师表》）

③ ，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归园田居》）

④ ，哀多如更闻。（杜甫《孤雁》）

⑤荷叶罗裙一色裁， 。（王昌龄《采莲曲》）

⑥山回路转不见君，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⑦ ，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⑧ ，甲光向日金鳞开。（李贺<雁门太守行》）

⑨中庭地白树栖鸦， 。（王建《十五夜望月》）

⑩ ，一任群芳妒。（陆游《卜算子 咏梅》）

三、表达与交流（共 66 分）

（一）（6 分）

20.阅读下面的漫画，完成题目。（6分）

漫画题目：适当弯曲[来源:学科网 ZXXK]

请用自己的话概括漫画所表达的观点，并对观点作简要的论

证。（字数 100 字左右）

（二）（60 分）

21.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 分）

远方的山是美丽的，远方的海也是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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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翅膀让我们总觉得斑斓的远方，才是最精彩的去处。
然而又有谁知道，自己脚下那一小块驻足之地，才是最稳实可靠的地方啊！它能磨砺你的思想，

敏锐你的目光，坚定你起步的脚板，充实你背负的行囊……

请以“我从脚下出发”为题，写一篇文章。[来源:Zxxk.Com]

要求：

(1)可以写你生活中经历的事情和明白的道理；

(2)文体自定，诗歌除外；[来源:Zxxk.Com]

(3)文章中不得出现校名、人名，如必须出现，一律用“×××”代替；

(4)不少于 600 字。

解析版答案：
1、D 解析：此题考查对读音和字形的把握。D 项中“跹”应念“xiān”，“鹜”应写为“骛”。

2、A 解析：此题考查词语的正确使用。A 项第一句中的“驾驭”指“使……服从自己的意志而行动。”

第二句中的“驾驭”指“驱使马车行进”。

3、A 解析：此题考查文言实词翻译。A项中的“避”解释为“离开”。

4、B 解析：此题考查对语句主干的把握。“饱含原始宗教、哲学、文学的悠悠岁月的滋养下”作状

语。“中国的”是主语的定语。“从组织的有序性、参与的严整性、活动的集中性、内外的可辨识性、

不同时空的统一性这五个方面”作状语。“向世人”也作状语。“自己的”是宾语的定语。提炼主干

时，应该把定语、状语、补语等去掉，留下主谓宾即可。

5、D 解析：此题耆对名著《水浒传》主要人物与情节的把握。D 项中宋江所称的“黑厮”应该是李

逵。

6、C 解析：此题考查文言虚词翻译。“甚于桀纣”的“于”解释为“比”。而 A 项的“于”解释为“到”。

B 项的“于”解释为“对于”。D 项的“于”解释为“向”。只有 C 项的“于”解释为“比”。

7、B 解析：此题考查对文言语段内容的把握。从荀攸的话，可以知道他对“董卓之乱”的深刻认识，

但是从“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可知他并没有担心董卓的兵力强大。

8、⑴逃，逃跑上 ⑵谢罪 ⑶用眼睛看 ⑷打败 解析：此题考查对文言字词含义的理解和把握。

完成时，可联系课内文言文中字词的解释，加以甄别。比如，“亡”可以联系《陈涉世家》中的“今

亡亦死”，“目”可以联系《陈涉世家》中的“皆指目陈胜”，“破”可以联系《陈涉世家》中的“皆

破之”。

9、⑴荀攸说话、吃饭像往常一样，后适逢董卓死而得到赦免。⑵这是擒敌的机会，怎么能离开呢？

解析：此题考查文言语句翻译。完成时，应一字一句地翻译。同时要注意对句中关键字词和句式的

把握。第一句注意“自若”“会”的解释。第二句注意“禽”的解释以及反问句式。

10、⑴怕桑叶稀了，蚕不能吃饱，不能很好地生长，反映出蚕妇生活的艰辛和内心的担忧、无奈。 (2)

通过蚕妇夜以继日的劳作和歌女通宵达旦为官人表演的对比，表达了对为官者荒淫无耻生活的批判，

对百姓艰难度日的同情。 解析：此题考查古代诗歌赏析。⑴考查对诗句内容的理解和把握。从“子

规啼彻四更起，起视蚕稠怕叶稀。”一句可以看出时间之早，蚕妇怕的是叶子少，蚕多。⑵此题考查

对表现手法的把握，诗歌主要表现蚕妇，但是又写到了歌女，其目的就是用歌女来突出蚕妇的悲惨

遭遇。从而抒发诗人自己对以蚕妇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同情。

11.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形象写出榴莲香味的浓郁和对人很强的吸引力。 解析：此题考查对修辞

手法及其作用的把握。从句中的“引诱”“呼唤”可知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在说明文中，运用拟

人修辞手法，能使文章语言生动形象，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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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分类别。将选购榴莲的方法概括为两类，条理清晰，简洁易懂。解析：此题考查对说明方法及其

作用的把握。完成时，要注意题干中的“主要”二字。

13.放弃和获得不是矛盾的，不可调和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放弃丁才能获得更多的成功。

解析：此题考查对论证方法作用的把握。完成时，注意题干中的提示“哲学道理”。

14.从反面进行论证，用“贪婪”所造成的后果来证明不愿放弃就不能更好获取这个道理，使论证更

有力。解析：此题考查对论证角度作用的把握。“从什么角度进行论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是否从正面或反面进行论证；二，是否可能找到该段的中心句，如可以找到，那么中心句就是

该段的论证角度。

15.用比喻和通感的修辞手法。说远山如“黑白照片”“月色也就香了，将山写得轮廓分明，富有层

次，将不可嗅觉的月色写得可嗅感。这样写使景色更具诗意，更形象可爱。 解析：此题考查对修辞

手法及其作用的把握。从“犹如”可以看出此句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月色也就香了”运用了通感

的修辞手法。“通感”是叙事状物时运用词语，使不相通的感觉器官相互沟通起来的一种修辞手法。

16.表达了母亲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和爱护，表现了母亲的善良和生命平等的思想。 解析：此题考查

对人物情感的把握。两只鸟儿“交颈依偎在桂花枝头”，情景特别温馨，“我”却惊扰了它们。母亲

对我的做法表示不满，可以看出她的善良，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17.娘家院子一年到头都如天堂、画卷一般，充满生机，充满美感，充满自由，和下文杭州家里可怜

的植物形成强烈的对比，更突出本文的主旨：投身自然的怀抱，让心到“干净的去处”。

解析：前半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把握。从整段话看，院子中的景色非常美，而且每一样景物

都充满生机。特别是最后一句“鱼儿们在水里游弋张望，成群的鸟儿高唱着四处飞奔，蝴蝶毫无防

备地歇在你肩上”让人感受到动物的自由自在。而且第⑥段作者直接写出了院子中的生命是“旺盛

而无拘无束”的，所以院子的特点是美丽、充满生机、充满自由的。后半题考查对语段作用的把握。

完成时，可从内容和结构两方面进行分析。
[来解

：析：
源:学§科§网 Z§X§X§K]

18.写杭州家里植物的变化暗示着生存环境的变化，在城市喧嚣的生活中，“我”的心被名利和责任、

爱束缚。更无法摆脱恶化的环境对自身的伤害，在娘家院子的熏陶下，自己的心情终于轻松快乐，

思想也纯净起来。没有了遮蔽和污浊。解析：此题考查对文中重要语句含义的理解。从第⑥段事线

句，可以感知到作者心情的变化。完成此题时，一定要讲清楚作者心情变化的原因。结合文章的最

后两段，可知在家中时，摆脱不了名利、责任、爱的牵挂、束缚，所以心情抑郁。而在娘家院子中，

看到那些富有美感、生机、自由的生命后，蒙尘结痂的心冉冉盛放了。

19.（1）可以为师矣 （2）不求闻达于诸侯 （3）晨兴理荒秽 （4）望尽似犹见 （5）芙蓉向脸两

边开 （6）雪上空留马行处 （7）沉舟侧畔千帆过 （8）黑云压城城欲摧 （9）冷露无声湿桂花 （10）

无意苦争春 解析：此题考查对古诗词名句的积累。完成时，注意书写即可。比如，“侯”不要误写

成“候”，“沉”不要误写成“乘”。

20.观点：条件（情况）变化了，思想和行为方法也要随之变化。论证略。解析：此题考查对漫画主

旨的把握。完成时，要把漫画的标题和漫画本身结合起来思考。图中的两个形象，一个根据架子的

高度，调整了自己的弯曲程度，最终通过了架子。而另一个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结果一头

撞上架子。结合漫画的标题“适度弯曲”，可以知道此漫画就是希望人们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和

变通。

21.思路点拨：写这篇作文，首先要进行比较全面的审题。“我”，表示要写与自己有关的体验；“出

发”，要考虑到“出发”的目的，它可以是一种生活理想，也可以是学习目标等；“从脚下”一词比

较抽象，涉及生活的磨炼，为达到目标付出的努力与坚持等。当然，思考时不能光看题目，还要从

材料入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