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考高分过》系列资料-初三语文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 10

月月考真题 3

一、积累与运用

1．古诗文默写

（1） ，西北望，射天狼。

（2）醉里挑灯看剑， 。

（3）无可奈何花落去， 。

（4）过尽千帆皆不是， 。

（5）海内存知己， 。

（6）马作的卢飞快， 。

（7） ，欲语泪先流。

（8）剪不断，理还乱， 。

（9）苏轼《江城子 密州出猎》中运用典故表达自己希望得到朝廷重用的句子

是“ ， ？”

（10）辛弃疾《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表白自己赤诚的爱国情怀和

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句子是“ ， 。”

2．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字音和字形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妖娆．náo 禁锢．gù 旁骛．wù 强聒．guō不舍 刻骨明．míng心

B．留滞．zhì 亵．xiè牍 枘．nè凿 怒不可遏．è 无与轮．lún比

C．襁．qiǎng褓 骈．pián进 谀．yú辞 怜悯．mǐn 断章．zhāng 取义

D．狡黠．xié 扶掖．yē 睿．rùi 智 恪．kè尽职守 吹毛求疵．cī

3．阅读下面语段，回答问题。

北国早春，山野的杏花先开，那干瘦乌黑的枝条上绽放出明亮的粉色花朵，

生意盎然。但远看那山坡上一簇簇的杏花，一团团白灰灰的，被 在灰暗的土

石中，倒像是癞秃头上的疮疤。花，宜近看不宜远看；树，依凭体态之美，才宜

于远看。鲜艳的碧桃，远看不过是一堆红色灌木，失其妖娆；牡丹、芍药，远看

也不见其丰满华贵之态，只呈点点嫣红了。所以，中国传统绘画中画花大都表现



折枝花卉，取花瓣转折之柔和，如亲其肌肤，闻其芬芳。

鲜花令人珍惜，花比青春，年华易逝，虽然花期苦短，但是这实在是人生千古憾

事。为了赋予短暂的花期以恒久深远的含义，人们赞美莲是花之君子，兰为空谷

佳丽， ……其实正是生命的轮回，促成了人间的缤纷多彩。

（1）请为文中括号处选择最恰当的词语。

衬托 依托 鲜嫩 鲜艳

① ②

（2）文中画线句有语病，请修改。

（3）根据上下文，仿照“兰为空谷佳丽”这一句子，为横线处续写一个句子。

4．以下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水浒》采用了先分后合的链式结构：第四十回以前先讲述单个英雄人物的故

事，此后逐步发展到水泊梁山大聚义，七十回之后则写他们归顺朝廷、走向失

败．这使小说环环相扣，头绪众多却线索分明．

B．《水浒》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例

如鲁智深和李逵，同是嫉恶如仇、侠肝义胆、脾气火爆的人物形象，但鲁智深头

脑简单，直爽率真；李逵粗中有细，豁达明理．

C．在《水浒》中武松是一个下层英雄好汉中最富有血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

有仇必复，有恩必报，从为兄报仇开始，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

血溅鸳鸯楼，除恶蜈蚣岭，一步步走向反抗的道路．

D．《陈涉世家》《唐雎不辱使命》分别选自纪传体《史记》和国别体《战国策》．这

两部书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5．根据提供的材料，回答问题。

“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

人送饭，不如及早撤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户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

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

（1）上面文字中的“洒家”指的是谁？选段体现了人物怎样的性格特点？

（2）后来他去了哪里？再列举至少两条他后来的故事。



二、古诗文阅读

6．阅读下面文言文语段，完成下列各题

【甲】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日：“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日：“臣未尝闻也。”

秦王日：“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

秦王日：“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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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荆轲奉樊於期①头函，而秦武阳②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③下，秦武阳色变

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

振慑，愿大王少④假借⑤之，使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

轲既取图奉之，发
⑥
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揕⑦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⑧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

坚，故不可立拔。

荆轲逐秦王，秦王还⑨柱而走。群臣惊愕，卒⑩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

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

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

【注释】①[樊於期]秦国将领，因得罪秦王逃到燕国。②[秦武阳]人名，又名秦

舞阳，充任荆轲出使秦国的副手。③[陛]殿前的台阶。④[少]通“稍”。⑤[假借]

在文中是“原谅”的意思。⑥（发]打开。⑦[揕（zhèn）]用刀剑等刺。⑧[绝]挣

断。⑨「还]通“环”，绕。⑩[卒]“猝”，突然。



（1）根据上文，解释下列加线词语的意思。

①秦王怫然．．怒

②秦王色挠．

③以头抢．地

④天下缟素．．

⑤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

⑥图穷．而匕首见

（2）下列各组词句中加点字意思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A、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 徒．以有先生也

B、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 而乃以．手共搏之

C、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 剑坚，故．不可立拔。

D、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吴广素．爱人

（3）翻译下列句子。

①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

②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

（4）下列对甲、乙两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不合文意的一项是

A．甲文所记叙的是强国和弱国之间的一场外交斗争，最后弱国取得胜利的故事。

B．乙文记叙的是荆轲刺秦王：他拿着匕首，追赶秦王，而其余臣子则袖手旁观。

C．乙文中记载了秦的一条法律：带刀的侍卫一般不上殿，上殿的臣子不能带刀。

D．甲、乙两文在人物刻画上均用了对比的方法，其中乙文用秦武阳的“色变振恐”

衬托出荆轲的沉着冷静。

7．赏析范仲淹的《渔家傲 秋思》，完成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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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对这首词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

A．词的上片描写边塞秋色，以“异”字统领全部景物特点，突出了塞下秋景与中

原的不同．



B．“衡阳雁去无留意”，塞外的苍凉连大雁也毫不留恋的从衡阳飞走了，衬托了

戍守边疆将士生活环境的凄苦．

C．“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一方面描写迥异内地的独特景色，表现边塞的悲

凉，同时也反映了战事吃紧、戒备森严的特殊背景．

D．“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是全词的核心，正面揭示了戍边将士思

念家乡却又不甘无功而返的矛盾心理．

三、现代文阅读

8．阅读下面的议论文语段，完成下列各题

第一要敬业。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

人说得太精微，倒变得不适实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适便是

敬。”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

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业有什么可敬呢？为什么该敬呢？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

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

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

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

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

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

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

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

可敬的。

（1）选文中作者阐明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2）判断选文中划线句子使用的主要论证方法，并分析其表达作用。

论证方法： ；

表达作用：

（3）结合选段说一说“我们为什么要敬业？”。

9．阅读下面一篇议论文，完成下列各题。

让阅读成为我们的信仰



①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各种信仰和主义可谓多矣，虽然我们并不一定都要皈依某

种宗教，但是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都应该有指引自己前行的信仰。今天，当物质的

匮乏不再困扰我们时，心灵的成长便成为生命的第一要务。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都

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上帝”，而真正的信仰不仅是一种理论，是一种实践，一种内

在生命的实际体验，更是精神的支持和动力。如果有一种信仰能让全世界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毫无争议地共同信守的话，那就是阅读了。在历史长河中，有关宗

教的庙宇与雕像在风雨中颓毁坍塌，而经典之籍则与世长存。文字是人类文明最

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

的感知。人类的文明以文字的脉络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阅读已经超越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宗教，既没有时空界限，也没有地域之分，让

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在阅读中共生。

②文字，是生命洪炉中的一缕袅袅炊烟；书籍，则是由心灵唱出的歌，安慰着每

一个骚动不安的灵魂。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都会有一批足以代表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成果的经典之作，曾经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

伟大的思想能挣脱时光的束缚，即使是千百年前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新颖如

故，熠熠生辉。那些已经被阅读了千百年的经典，依然将一代又一代的人引领到

同样的精神时空，在那里，历代圣人贤士群聚，仿佛与我们同处一堂，让我们亲

聆所言，亲见所行。他们的言行，使我们变得深沉而非浮躁、清醒而非昏聩，深

刻而非肤浅，让我们的人格得到提升，生命得到重塑。

③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助于文字符号构筑

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读书可以经世致

用，也可以修身怡心。一个不重视阅读的人，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一个不重视

阅读的家庭，是一个平庸的家庭；一个不重视阅读的学校，是一个沉闷枯燥的学

校；一个不重视阅读的社会，是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社会；一个不重视阅读的民

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读书的好坏对于一个人的文化高低、知识多少、志

向大小、修养好坏、品行优劣、情趣雅俗，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经典，

是人生修养所应追求的一种境界。



④阅读的广度改变生命历程的长短，阅读的深度决定思想境界的高低。四季都是

读书时，让我们在书中相遇，让阅读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

（1）请说出本文主要用了什么论证方法，论证了怎样的中心论点。

（2）联系上下文，为“伟大的思想能挣脱时光的束缚，即使是千百年前的真知灼

见，时至今日仍新颖如故，熠熠生辉。”这一观点补充一个事实论据。

（3）本文第③段划线句子在语言上有什么特色，请简要赏析。

（4）请分析文章结尾一段的作用。

四、作文（65分，含书写分 5 分）

10．题目：遇见

要求：

①以“遇见”为题目写一篇 600字以上的文章，文体自选。

②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地名、校名等透露个人身份的信息。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积累与运用

1．古诗文默写

（1） 会挽雕弓如满月 ，西北望，射天狼。

（2）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 。

（3）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

（4）过尽千帆皆不是， 斜晖脉脉水悠悠 。

（5）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

（6）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 。

（7） 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语泪先流。

（8）剪不断，理还乱， 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

（9）苏轼《江城子 密州出猎》中运用典故表达自己希望得到朝廷重用的句子

是“ 持节云中 ， 何日遣冯唐 ？”

（10）辛弃疾《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表白自己赤诚的爱国情怀和

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句子是“ 了却君王天下事 ， 嬴得生前身后名 。”

【考点】名篇名句默写．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古诗文的背诵、默写，能熟练的背诵并准确的默写，不出

现错别字．对于一些理解性的背诵默写的诗句要理解原句，还要知道句子的象征

意义，延伸意义，知道用于哪种意境之中．

【解答】（1）会挽雕弓如满月（注意“雕”的写法）

（2）梦回吹角连营

（3）似曾相识燕归来

（4）斜晖脉脉水悠悠

（5）天涯若比邻

（6）弓如霹雳弦惊（注意“霹雳”的写法）

（7）物是人非事事休



（8）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9）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10）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注意“嬴得”的写法）

2．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字音和字形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妖娆．náo 禁锢．gù 旁骛．wù 强聒．guō不舍 刻骨明．míng心

B．留滞．zhì 亵．xiè牍 枘．nè凿 怒不可遏．è 无与轮．lún比

C．襁．qiǎng褓 骈．pián进 谀．yú辞 怜悯．mǐn 断章．zhāng 取义

D．狡黠．xié 扶掖．yē 睿．rùi 智 恪．kè尽职守 吹毛求疵．cī

【考点】易误读常见字；常见易错字．

【分析】本题注音题要结合平时课文中所学词语来辩析字音，要结合汉字的拼写

规则来掌握字的读音，对一些多音字、形近字、形声字要能准确辨析；写汉字题

要注意形近字、同音字辨析．此类题关键是平时的积累，积累生字词，要注意字

词的音形义．

【解答】A．“妖娆”应读作“yāo ráo”，“刻骨明心”应写作“刻骨铭心”；

B．“亵牍”应写作“亵渎”，“枘凿”应读作“ruì záo”，“无与轮比”应写作“无与伦比”；

C．正确；

D．“狡黠”应读作“jiǎo xiá”，“扶掖”应读作“fú yè”，“枘凿”应读作“ruì záo”．

故选：C．

3．阅读下面语段，回答问题。

北国早春，山野的杏花先开，那干瘦乌黑的枝条上绽放出明亮的粉色花朵，

生意盎然。但远看那山坡上一簇簇的杏花，一团团白灰灰的，被 衬托 在灰暗

的土石中，倒像是癞秃头上的疮疤。花，宜近看不宜远看；树，依凭体态之美，

才宜于远看。鲜艳的碧桃，远看不过是一堆红色灌木，失其妖娆；牡丹、芍药，

远看也不见其丰满华贵之态，只呈点点嫣红了。所以，中国传统绘画中画花大都

表现折枝花卉，取花瓣转折之柔和，如亲其肌肤，闻其芬芳。

鲜花令人珍惜，花比青春，年华易逝，虽然花期苦短，但是这实在是人生千古憾



事。为了赋予短暂的花期以恒久深远的含义，人们赞美莲是花之君子，兰为空谷

佳丽， 鲜艳 ……其实正是生命的轮回，促成了人间的缤纷多彩。

（1）请为文中括号处选择最恰当的词语。

衬托 依托 鲜嫩 鲜艳

① 衬托 ② 鲜艳

（2）文中画线句有语病，请修改。

（3）根据上下文，仿照“兰为空谷佳丽”这一句子，为横线处续写一个句子。

【考点】说明文阅读综合；词义辨析；续写 补写 改写句子；病句辨析与修改．

【分析】该题考察了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辨析或修改病句；选用、仿用、

变换句式能力．

【解答】（1）此题考查学生对近义词演绎的辨析能力．注意根据语境分析．衬托：

为了突出主要事物，用类似的事物或反面的、有差别的事物作陪衬．依托：仗赖，

依靠．故选“衬托”．鲜嫩：解释：1．谓初生而新鲜． 2．谓颜色浅而鲜丽．3．谓

味美而易咀嚼．4．形容年轻美丽．鲜艳：鲜艳：强烈，艳丽，鲜妍明媚．故选“鲜

艳”．（2）此题考查学生对常见的语病类型的分析，常见的语病类型有语序不当、

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成分赘余、结构混乱、语意不明、不合逻辑．划线句关联

词语搭配不当改后为“由于（因为）花期苦短，因此（所以）这实在是人生憾事．”

（3）从对联的特点考虑，一是字数要相等；二是词性相当；三是结构相称；四

是节奏相应；五是平仄相谐；六是内容相关．应该围绕“竹、菊”等植物来写．

答案：

（1）衬托 鲜艳

（2）由于（因为）花期苦短，因此（所以）这实在是人生憾事．

（3）示例：菊是花中隐士，牡丹是花中富贵．

4．以下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水浒》采用了先分后合的链式结构：第四十回以前先讲述单个英雄人物的故

事，此后逐步发展到水泊梁山大聚义，七十回之后则写他们归顺朝廷、走向失

败．这使小说环环相扣，头绪众多却线索分明．



B．《水浒》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例

如鲁智深和李逵，同是嫉恶如仇、侠肝义胆、脾气火爆的人物形象，但鲁智深头

脑简单，直爽率真；李逵粗中有细，豁达明理．

C．在《水浒》中武松是一个下层英雄好汉中最富有血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

有仇必复，有恩必报，从为兄报仇开始，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

血溅鸳鸯楼，除恶蜈蚣岭，一步步走向反抗的道路．

D．《陈涉世家》《唐雎不辱使命》分别选自纪传体《史记》和国别体《战国策》．这

两部书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考点】名著综合．

【分析】本题考查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积累．考生一方面需熟悉文学名著的

主要故事情节，另一方面需要对人物心理和性格有充分的了解，能够概括作者的

写作目的和名著的主要内容．

【解答】A．正确；

B．但鲁智深粗中有细、豁达明理，李逵头脑简单、直爽率真；

C．正确；

D．正确．

故选：B．

5．根据提供的材料，回答问题。

“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

人送饭，不如及早撤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户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

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

（1）上面文字中的“洒家”指的是谁？选段体现了人物怎样的性格特点？

（2）后来他去了哪里？再列举至少两条他后来的故事。

【考点】名著综合．

【分析】本道题考查学生对《水浒传》有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解答】（1）根据文段描述，很容易判断四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从回头指着郑屠

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可以看出他的



粗中有细．

（2）理解和掌握古典名著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性格特点，学会用简明的运用概

括故事情节，抓住人物的主要故事，根据原著人物鲁达故事发展顺序得出．鲁智

深拳打郑关西后，去了五台山，后来发生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

答案：

（1）鲁达（鲁智深） 粗中有细

（2）五台山 大闹五台山 倒拔垂杨柳

二、古诗文阅读

6．阅读下面文言文语段，完成下列各题

【甲】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日：“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日：“臣未尝闻也。”

秦王日：“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

秦王日：“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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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荆轲奉樊於期①头函，而秦武阳②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③下，秦武阳色变

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

振慑，愿大王少④假借⑤之，使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

轲既取图奉之，发
⑥
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揕⑦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⑧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



坚，故不可立拔。

荆轲逐秦王，秦王还⑨柱而走。群臣惊愕，卒⑩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

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

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

【注释】①[樊於期]秦国将领，因得罪秦王逃到燕国。②[秦武阳]人名，又名秦

舞阳，充任荆轲出使秦国的副手。③[陛]殿前的台阶。④[少]通“稍”。⑤[假借]

在文中是“原谅”的意思。⑥（发]打开。⑦[揕（zhèn）]用刀剑等刺。⑧[绝]挣

断。⑨「还]通“环”，绕。⑩[卒]“猝”，突然。

（1）根据上文，解释下列加线词语的意思。

①秦王怫然．．怒 愤怒的样子

②秦王色挠． 屈服

③以头抢．地 撞

④天下缟素．． 穿丧服

⑤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 道歉，谢罪

⑥图穷．而匕首见 穷尽，完结

（2）下列各组词句中加点字意思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C

A、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 徒．以有先生也

B、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 而乃以．手共搏之

C、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 剑坚，故．不可立拔。

D、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吴广素．爱人

（3）翻译下列句子。

①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

②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

（4）下列对甲、乙两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不合文意的一项是 B

A．甲文所记叙的是强国和弱国之间的一场外交斗争，最后弱国取得胜利的故事。

B．乙文记叙的是荆轲刺秦王：他拿着匕首，追赶秦王，而其余臣子则袖手旁观。

C．乙文中记载了秦的一条法律：带刀的侍卫一般不上殿，上殿的臣子不能带刀。

D．甲、乙两文在人物刻画上均用了对比的方法，其中乙文用秦武阳的“色变振恐”



衬托出荆轲的沉着冷静。

【考点】课内文言文阅读．

【分析】参考译文：

【甲】秦王勃然大怒，对唐雎说：“先生也曾听说过天子发怒的情景吗？”唐雎回

答说：“我未曾听说过．”秦王说：“天子发怒（的时候），会倒下数百万人的尸体，

鲜血流淌数千里．”唐雎说：“大王曾经听说过百姓发怒吗？”秦王说：“百姓发怒，

也不过就是摘掉帽子，光着脚，把头往地上撞罢了．”唐雎说：“这是平庸无能的

人发怒，不是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发怒．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彗星的尾巴扫过

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一道白光直冲上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

扑在宫殿上．他们三个人，都是平民中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心里的愤怒还没发作

出来，上天就降示了吉凶的征兆．（现在专诸、聂政、要离）连同我，将成为四

个人了．假若有胆识有能力的人（被逼得）一定要发怒，那么就让两个人的尸体

倒下，五步之内淌满鲜血，天下百姓（将要）穿丧服，现在就是这个时候．”说

完，拔剑出鞘立起．

秦王变了脸色，直身而跪，向唐雎道歉说：“先生请坐！怎么会到这种（地

步）！我明白了：韩国、魏国灭亡，但安陵却凭借方圆五十里的地方幸存下来，

就是因为有先生您在啊！”

【乙】荆轲捧着装了樊於期头颅的盒子，秦武阳捧着地图匣子，按次序进宫，到

达殿前的台阶下，秦武阳脸色都变了，十分害怕，秦国的群臣对此感到奇怪．荆

轲回过头来对秦武阳笑了笑，上前替他向秦王谢罪说：“北方蛮夷地区的粗鄙人，

没有拜见过天子，所以害怕，希望大王稍微原谅他些，让他在大王的面前完成他

的使命．”秦王对荆轲说：“起来，取来武阳所拿的地图!”

荆轲拿了地图捧送给秦王，打开地图，地图全部打开，匕首就露了出来．于

是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拿着匕首刺秦王．还没有刺到秦王的身上，秦

王非常惊骇，自己伸直身子站起来，挣断了袖子．秦王拔剑，剑太长，就握住剑

鞘．当时秦王心里又怕又急，剑插得很紧，所以不能立即拔出来．

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柱子跑．秦国的君臣都惊呆了，事情突然发生，意

料不到，大家都失去了常态．并且按照秦国的法律，臣子们侍立在殿上的，不能



带一点兵器；那些宫廷侍卫握着武器，都排列在宫殿的台阶下面，没有君王的命

令不能上殿．当危急的时候，来不及召唤阶下的侍卫，所以荆轲追逐秦王，大家

仓猝间惊惶失措，没有武器用来击杀荆轲，仅仅用空手一起同荆轲搏斗．

【解答】（1）本题考查文言实词含义的理解．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先理解词语所在

句子的含义，然后结合句意来推断词语意思．

①句意为：秦王勃然大怒． 怫然：愤怒的样子．

②句意为：秦王变了脸色． 挠：屈服．

③句意为：把头往地上撞罢了． 抢：撞．

④句意为：天下百姓（将要）穿丧服． 缟素：穿丧服．

⑤句意为：荆轲回过头来对秦武阳笑了笑，上前替他向秦王谢罪说． 谢：道

歉，谢罪．

⑥句意为：地图全部打开，匕首就露了出来； 穷：穷尽，完结．

（2）本题考查一词多义的理解及辨析．解答此类题目，一定要先翻译句子，知

道句意然后再解释词语，选出正确的答案．

A 句意为：也不过就是摘掉帽子，光着脚，把头往地上撞罢了． 徒：光

着． 只是因为有先生你呀！ 徒：只是．

B句意为：安陵却凭借方圆五十里的地方幸存下来． 以：凭借． 仅

仅用空手一起同荆轲搏斗． 以：用．

C 句意为：因为我把安陵君当作忠厚老实的人，所以不加注意．故：所

以． 剑插得很紧，所以不能立即拔出来． 故：所以．

D句意为：天下百姓（将要）穿丧服，现在就是这个时候．素：白色． 吴

广平时很关爱下属． 素：平时．

故选 C．

（3）本题考查文中重点句子的翻译．解答时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

懂句子的整体意思，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并按现代汉语的规范，将翻译过来的

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达到词达句顺．

①句中重点词为：怀：胸中，心中；休祲：吉凶； 句意为：心里的愤怒还没

发作出来，上天就降示了吉凶的征兆．（现在专诸、聂政、要离）连同我，将成



为四个人了．

②句中重点词为：逐：追逐；还：通“旋”，绕着． 句意为：荆轲追逐秦王，

秦王绕着柱子跑．

（4）本题考查文言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本题为选择题，在了解两篇文章大意

的基础上，抓住各个选项的要点，对照与选项有关的内容，判断正误即可．

A：正确；

B：错误，从“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中可知，而其余臣子不是袖

手旁观，而是用空手一起同荆轲搏斗．

C：正确；

D：正确．

故选：B

答案：

（1）①怒的样子． ②挠：屈服． ③抢：撞． ④穿丧服． ⑤

道歉，谢罪． ⑥穷尽，完结．

（2）C

（3）①心里的愤怒还没发作出来，上天就降示了吉凶的征兆．（现在专诸、聂政、

要离）连同我，将成为四个人了．

②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柱子跑．

（4）B

7．赏析范仲淹的《渔家傲 秋思》，完成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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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对这首词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

A．词的上片描写边塞秋色，以“异”字统领全部景物特点，突出了塞下秋景与中

原的不同．



B．“衡阳雁去无留意”，塞外的苍凉连大雁也毫不留恋的从衡阳飞走了，衬托了

戍守边疆将士生活环境的凄苦．

C．“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一方面描写迥异内地的独特景色，表现边塞的悲

凉，同时也反映了战事吃紧、戒备森严的特殊背景．

D．“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是全词的核心，正面揭示了戍边将士思

念家乡却又不甘无功而返的矛盾心理．

【考点】诗歌阅读综合．

【分析】范仲淹的《渔家傲》变低沉婉转之调而为慷慨雄放之声，把有关国家、

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里，可谓大手笔．这首边塞词既表现将军的英雄气概及

征夫的艰苦生活，也暗寓范仲淹对宋王朝重内轻外政策的不满．

【解答】A．正确．

B．“衡阳雁去无留意”的意思是大雁又飞回衡阳了，一点也没有停留之意．所以

本项错误．

C．正确．

D．正确．

译文：

秋天到了，西北边塞的风光和江南不同．大雁又飞回衡阳了，一点也没有停留之

意．黄昏时，军中号角一吹，周围的边声也随之而起．层峦叠嶂里，暮霭沉沉，

山衔落日，孤零零的城门紧闭．

饮一杯浊酒，不由得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未能像窦宪那样战胜敌人，刻石燕然，

不能早作归计．悠扬的羌笛响起来了，天气寒冷，霜雪满地．夜深了，将士们都

不能安睡：将军为操持军事，须发都变白了；战士们久戍边塞，也流下了伤心的

眼泪．

三、现代文阅读

8．阅读下面的议论文语段，完成下列各题

第一要敬业。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

人说得太精微，倒变得不适实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适便是



敬。”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

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业有什么可敬呢？为什么该敬呢？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

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

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

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

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

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

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

合理的生活。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

可敬的。

（1）选文中作者阐明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2）判断选文中划线句子使用的主要论证方法，并分析其表达作用。

论证方法： 道理论证 ；

表达作用： 论证了“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便于人们对

敬的理解，从而论证“要敬业”这一论点．

（3）结合选段说一说“我们为什么要敬业？”。

【考点】议论文阅读综合．

【分析】这个语段首先点明观点“我们要敬业”，接着阐述了“敬”的含义，然后论

证了业的可敬之处，敬业的原因，最后之处我们要敬业，认认真真地把事情做到

最好．

【解答】（1）本题主要考查的是提炼和概括议论文的论点，论点是作者的完整看

法、见解或主张，能够统摄全文．通读全文，可以明确第一句就是论点，但是要

用完整的陈述句进行表达，可以陈述为“我们要敬业”．

（2）本题主要考查的是辨析论证方法及其作用．解答此类题需要正确辨别论证

方法，然后根据各种论证方法的答题格式，具体分析，进行解答．因为没有具体

语句，所以可以根据自己对论证方法的熟练程度，选择能顺利分析的段落进行解

答．道理论证．论证了“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便于人们

对敬的理解，从而论证“我们要敬业”这一论点．



（3）此题考查学生对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的能力，解答此题的关键是通读全

文，找出段落的关键语句．即：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

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

认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

答案：

（1）我们要敬业．

（2）道理论证．论证了“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便于人

们对敬的理解，从而论证“我们要敬业”这一论点．

（3）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

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凡

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

9．阅读下面一篇议论文，完成下列各题。

让阅读成为我们的信仰

①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各种信仰和主义可谓多矣，虽然我们并不一定都要皈依某

种宗教，但是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都应该有指引自己前行的信仰。今天，当物质的

匮乏不再困扰我们时，心灵的成长便成为生命的第一要务。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都

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上帝”，而真正的信仰不仅是一种理论，是一种实践，一种内

在生命的实际体验，更是精神的支持和动力。如果有一种信仰能让全世界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毫无争议地共同信守的话，那就是阅读了。在历史长河中，有关宗

教的庙宇与雕像在风雨中颓毁坍塌，而经典之籍则与世长存。文字是人类文明最

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

的感知。人类的文明以文字的脉络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阅读已经超越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宗教，既没有时空界限，也没有地域之分，让

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在阅读中共生。

②文字，是生命洪炉中的一缕袅袅炊烟；书籍，则是由心灵唱出的歌，安慰着每

一个骚动不安的灵魂。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都会有一批足以代表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成果的经典之作，曾经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

伟大的思想能挣脱时光的束缚，即使是千百年前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新颖如

故，熠熠生辉。那些已经被阅读了千百年的经典，依然将一代又一代的人引领到

同样的精神时空，在那里，历代圣人贤士群聚，仿佛与我们同处一堂，让我们亲

聆所言，亲见所行。他们的言行，使我们变得深沉而非浮躁、清醒而非昏聩，深

刻而非肤浅，让我们的人格得到提升，生命得到重塑。

③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助于文字符号构筑

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读书可以经世致

用，也可以修身怡心。一个不重视阅读的人，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一个不重视

阅读的家庭，是一个平庸的家庭；一个不重视阅读的学校，是一个沉闷枯燥的学

校；一个不重视阅读的社会，是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社会；一个不重视阅读的民

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读书的好坏对于一个人的文化高低、知识多少、志

向大小、修养好坏、品行优劣、情趣雅俗，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经典，

是人生修养所应追求的一种境界。

④阅读的广度改变生命历程的长短，阅读的深度决定思想境界的高低。四季都是

读书时，让我们在书中相遇，让阅读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

（1）请说出本文主要用了什么论证方法，论证了怎样的中心论点。

（2）联系上下文，为“伟大的思想能挣脱时光的束缚，即使是千百年前的真知灼

见，时至今日仍新颖如故，熠熠生辉。”这一观点补充一个事实论据。

（3）本文第③段划线句子在语言上有什么特色，请简要赏析。

（4）请分析文章结尾一段的作用。

【考点】议论文阅读综合．

【分析】这篇文章首先由人类不缺少信仰引出论题，接着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信

仰，并指出人们共同的信仰就是阅读，然后阐述了阅读的意义影响，最后总结全

文，深化论点，并发出号召．

【解答】（1）本题考查辨析论证方法和提炼中心论点．论证方法有举例论证、比

喻论证、对比论证和道理论证，结合具体内容来分析即可．中心论点的提取方法：

①文章标题点明中心论点；②文章开头提出中心论点；③文章结尾归纳出中心论



点；④文章中间用某个承上启下的句子提出中心论点．⑤文章没有直接提出中心

论点，但始终围绕…展开论述．结合全文的内容来看，作者主要是讲述道理来发

表自己的看法，运用了道理论证的论证方法；从全文来看，论点应改在文章的结

尾，是“让阅读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

（2）这是开放性题目，答案不唯一，围绕着”伟大的思想能挣脱时光的束缚，即

使是千百年前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新颖如故，熠熠生辉”这一观点来补充事

实论据即可．本题考查补充论据．论据分为事实论据和道理论据．补充论据时注

意以下三个方面：①看清楚要求补充的论据类型，即看清楚要求的是名言还是事

例补充名人事例要注意字数限制；②当然，作为应考，可以准备“勤奋”、“处世”

等常见主题的名人事例和名言．名言字数要少，事情要熟悉，不要为求新而准备

那些较长名言或不熟悉的名人事例；③当要你添加论据时，一定要注意概括性强，

字里行间都要有论点的影子为论点服务．

（3）本题考查理解议论文语言特点．议论文语言具有准确、逻辑严密、富有概

括力．在议论文中常用修辞手法：如比喻，形象生动的论证了什么论点；如排比，

增强了文章论证的气势；如引用古诗文，使文章富有文采等．根据划线语句，本

句话采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排比的作用在于突出文章的中心，表达强烈奔放的

感情，增强语言的气势．结合语境具体分析即可．

（4）本题考查理解段落的作用．理解段落的作用时，在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

从结构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分析．结合具体语境来分析即可．

文章开头的作用：统领全篇；引起下文，为下文做铺垫；营造氛围；开篇点题；

设置悬念，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中间的作用：单独成段，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

用；处于段末，起总结上文引起下文的作用；对比反衬；伏笔铺垫；总领全段（或

部分）．结尾的作用：首尾呼应，使文章结构完整、严谨；总结全文；篇末点题；

深化主题；引人深思，给人启迪，令人回味．

答案：

（1）道理论证；让阅读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

（2）示例：《名人传》中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列夫托尔斯泰在肉体和精神上

都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却为创造不朽的杰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是在经



历了超越常人的磨难之后才成为伟人的，其高尚品格和顽强奋斗的精神激励了千

千万万的人．

（3）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突出强调了“不阅读”对个人、家庭、学校、社会、

民族所带来的危害，增强了文章论证的气势，使文章更具说服力、感染力．

（4）结构上：总结全文，与文题相呼应．内容上：从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强

调阅读给人生带来的影响，从而使论证更加严密．发出号召，归结出中心论点．

四、作文（65分，含书写分 5 分）

10．题目：遇见

要求：

①以“遇见”为题目写一篇 600字以上的文章，文体自选。

②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地名、校名等透露个人身份的信息。

【考点】命题作文．

【分析】这是一篇材料加命题作文，前面有一段提示性的语段，主要话题是关于

遇见的，我们写作的思路应在对话中寻找，只要能确定关键词语或者能分析出材

料中的含义，本作文写作难度不大．

【审题立意】“遇见”人人都有体验，“萍水相逢”，“他乡遇故知”，“相逢何必曾相

识”等等或缠绵洒脱，或浪漫现实，或惆怅落寞，或慷慨激昂．正因遇见，人生

才色彩斑斓．你是怎样理解“遇见”的，写出理解是本次写作的核心，写出自己的

真情是关键．

【思路点拨】遇见的可以是人，可以是现代的人，也可以是古代的人、外国的人，

遇见的可以是物，例如是唐诗、宋词、古典名著、现代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是遇

见，后几中思路更容易获得看卷老师的青睐．

【误区指南】本作文有一个关键词语：遇见，在写时，切记不要围绕该词写假大

空的文字，给人无病呻吟之感．应该写具体的事例来体现．

【细节描写】文章应以细节描写为主，特别是心理描写（写自己遇见什么的心路

历程），一定要使用．

【文体选择】本文适合写记叙文，不太适合写议论文．



【解答】【例文】

遇见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这路途中会有许多站口，来来往往的人群会在这里上车

或是下车，不知道是否会有人陪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

﹣﹣题记

能遇见你们，我很幸运．

家•温暖的港湾

从第一眼看见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开始，从第一次哇哇大哭开始…我遇见了

你们，爸爸妈妈．是你们让我来到这个世界，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奇美壮观；是

你们给予了我双眼，让我看见了美丽，看见了神奇；是你们给了我双手，让我懂

得如何凭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奇迹…在我得意时，警告我的是你；在我快乐时，笑

的最灿烂的是你；在我退缩时，支持我的是你；在我努力时，鼓励我的是你…这

个家，因你们而温暖．

在这趟列车上，在任何的站口，你们都不会下车，我知道，你们将会一直陪

伴着我，直到永远…

爸爸妈妈，能遇见你们，我很幸运．

师•辛勤的园丁

从第一步迈入教室开始，从第一次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开始…我遇见了您，我

的老师．在课堂上，您风味有趣的讲课方式，让本是枯燥的课堂变得格外精彩；

在课下，您和我们聊学习，聊生活…那时，我们不再只是师生，在尊重的基础上，

我们成为了朋友，虽然不是形影不离，但是我们却很亲切．你带领我们畅游在智

慧的天地间，让我们无穷无尽地接受清风的吹拂，雨点的洗礼…我们是树苗，老

师，您让我们茁壮成长．

在这趟列车上，您陪我走了很长的路，虽然在某个时候，您可能赶上了另外

一辆列车，但是在匆匆忙忙的上上下下间，我不会忘了您，我的老师．

老师，能遇见你，我很幸运．

…

列车在继续前行，可能许多乘客已经下车．我不知道，待你们再次上车时，



我还能想起我们曾经相识过吗？但是，我会一直带着你们的期望，伴着列车，前

进再前进．我相信，在远方，我会遇见最精彩的自己．

关于中考的一切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重点高中学校、中考
政策、中考名词解释、自主招生等等知识，还有及时的考试
资料和真题、更有前人备考经验，让我们提前为中考做准
备，做孩子坚强的后盾！

赶紧加入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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