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锡市滨湖区 2016-2017 学年上学期期中考试初一语文试卷

2016.11

（本试卷满分 100 分 考试时间 120 分钟）

命题人：施列彬(南湖中学) 杨亚平(区教育研究发展中心 市学科带头人)

审题人：杨亚平(区教育研究发展中心 市学科带头人) 施列彬(南湖中学)

陆文苑(东绛实验学校学科组长 区教学新秀)

一、积累与运用（24 分）

1．根据课文默写，并填写相应的作者或篇名。（8分）

①曰：“宁信度， 。”（《韩非子·郑人买履》）

②念天地之悠悠， 。（ 《登幽州台歌》）

③ ，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 》）

④但愿人长久， 。（苏轼《水调歌头》）

⑤ ，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书两广总督府对联）2. 根据

拼音写汉字。（4分）

①吞 shì( ) ②荟 cuì( ) ③zī（ ）铢必较 ④半明半 mèi（ ）

3．解释下列句中的加点词。（4分）

①不亦惑．乎 惑： ②及反．，市罢 反：

③徐．喷以烟 徐： ④鞭．数十 鞭：

4.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狗丢失后，他心急如焚，到处张贴“寻狗启示．．”。

B．马友友早已跻身．．为世界屈指可数的一流大提琴家。

C．读书使你的修养、素质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D．一个六十多岁的流浪汉，坐在铺着毯子的墙根下，旁若无人．．．．地读书。

5.下列对名著《小王子》相关内容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 “小王子”是整部故事的中心人物，他的身上承载着作者祈望回归纯真世界的愿望，并肩负着

探寻人生真谛的使命。

B. 在到访地球之前，小王子游历了五个星球，每个星球上都居住着一个人，他们分别是国王、爱

虚荣的人、酒鬼、商人、点灯人，这些人构成了书中的成人世界。

C．《小王子》在表现人类精神家园的可贵的同时，还凸显了交往的真谛，即对爱与责任的感悟。



D．对于小王子来说，玫瑰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为她付出了时间和心血，并倾注了最真挚的感

情，使她在自己心里生根发芽。

6.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3 分）

此时，第三趟灯火明亮的快车又隆隆而过。

“他们是在追随第一批旅客吗？”A 问道。

“他们什么也不追随。”扳道工说，“他们在里面睡觉，或是在打哈欠。只有孩子们把鼻子

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

“只有孩子知道他们自己在寻找什么。”A 说，“他们为一个布娃娃，花费不少时间，这个布

娃娃就成了很重要的东西，如果有人夺走了他们的布娃娃，他们就哭泣……”

“他们真幸运。”扳道工说。

选文中 A 是哪位人物？扳道工为什么说“他们真幸运”？

答：

二、阅读与赏析（36 分）

(一)（10 分）

乳母获免

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宪，乳母求救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

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

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帝虽才雄心忍，亦深有

情恋，乃凄然愍
①
之，即敕免罪。

（《世说新语》）

注释：①愍（mǐn）：怜悯。

7．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4分）

①帝欲．申宪 欲： ②尔必望济．者 济：

③但当屡顾．帝 顾： ④乳母既至． 至：

8．下列句中的“之”与“乃凄然愍之”中的“之”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分）

A．何不试之．以足 B．至之．市

C．故时有物外之．趣 D．是吾剑之．所从坠

9．翻译下列句子。（2分）

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



译：

10．在东方朔身上，你学到了什么？（2分）

答：

（二）（4 分）

江楼感旧

赵嘏

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

11．请分条概括诗人“思渺然”的原因。（2 分）

答：

12．“月光如水水如天”一句有何妙处？（2 分）

答：

(三)（9分）

浇 花

张丽钧

①阳台上的双色杜鹃开花了，终日里，妖娆的红色与雅洁的白色争艳，静静的阳台显得喧嚷．．起

来。

②妈妈提来喷壶，哼着歌儿给花浇水。她在看花儿的时候，眼里漾着笑，她相信花儿们能读懂

她这份好感，她还相信花儿会在她的笑容里开得更欢——她用清水、微笑和歌声来浇花。

③儿子也学着妈妈的样子，拎了喷壶来给花儿浇水——呵呵，小小一个男孩子，竟也如此懂得

怜香！

④一天，妈妈仔细端详她的花儿，发现植株的旁侧生着几株杂草。她笑了，在心里对那杂草说：

“几天没搭理你们，偷偷长这么高了？想跟我的杜鹃抢春光，你们的资质差了点！”这样想着，俯

下身子，拔除了那杂草。

⑤儿子回到家来，兴冲冲地拎了喷壶，又要给花儿浇水。但他跑到阳台上，却忍不住哭叫起来：

“妈妈，妈妈，我的花儿哪里去了？”

⑥听到哭闹，妈妈一愣，心想莫非杜鹃插翅飞走了？待她跑来，却发现杜鹃举着笑脸，开得好

好的。妈妈于是说：“儿子，这花儿不是在这儿吗？”



⑦儿子哭得更厉害了：“呜呜……那是你的花儿！我的花儿没有了！”

⑧妈妈见儿子绝望地指着原先长草的地方，顿时就明白了。说：“儿子，那哪儿是花呀？那是

草，是妨碍花儿生长的草！妈妈把她拔掉了。”

⑨不想儿子却说：“我天天浇我的花儿，它都开了两朵了！呜呜……”

⑩妈妈疑惑地把那几株杂草从垃圾桶里翻捡出来，发现那蔫蔫的叫不上来名字的植物确实开着

两朵比叶片颜色稍浅的绿色小花儿。妈妈心想：原来这样不起眼的植物在孩子心中也是花儿，我怎

么没有意识到呢？她的心温柔地动了一下，俯下身子抱起孩子。

⑪“对不起，妈妈不该拔掉你的花儿。儿子，你真可爱！妈妈要替这两朵小小的花儿好好谢谢你，

谢谢你眼里有它们，谢谢你一直为它们浇水；妈妈还要替妈妈的花儿谢谢你，因为你在为你的花儿

浇水的时候，妈妈的花儿也沾了光！”

⑫后来，妈妈惊讶地发现，这个世界上被忽略的花儿真多！柳树把自己的花儿编成一个个结实

的绿色小穗，杨树用褐色的花儿模拟虫子逗人，狗尾草的花儿就是毛茸茸的一条“狗尾”，连蒺藜

都顶着柔软精致的小花儿与春风逗弄……上帝爱他的花园，大概，他也会用清水、微笑和歌声来浇

花吧？并且，他会和孩子一样，不会忽略掉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一株植物的一株浅笑……

13. 请你说说文章第①段在全文中的作用。（3分）

答：

14. 结合具体语境，说说下面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表达效果。（3 分）

静静的阳台显得喧嚷．．起来。

答：

14. 联系上下文，谈谈你对第⑩段中划线语句“她的心温柔地动了一下”的理解。（3 分）

答：

(四)（13 分）

长衫老者

冯骥才

①我幼时，家对门有条胡同，又窄又长，九曲八折，望进去深邃莫测。隔街是店铺集中的闹市，

过往行人都以为这胡同通向那边闹市，是条难得的近道，便一头扎进去，弯弯转转，直走到头，再

一拐，迎面竟是一堵墙壁，墙内有户人家。原来这是条死胡同！好晦气！凡是走到这儿来的，都恨

不得把这面堵得死死的墙踹倒！

②怎么办？只有认倒霉，掉头走出来。可是这么一往一返，不但没抄了近道，反而白跑了长长

一段冤枉路。正像俗话说的：贪便宜者必吃亏。那时，只要看见一个人满脸丧气从胡同里走出来，



哈，一准知道是撞上死胡同了！

③走进这死胡同的，不仅仅是行人，还有一些小商小贩，为了省脚力，推车挑担串进来，这就

热闹了。本来狭窄的道儿常常拥塞；叫车轱辘碰伤孩子的事也不时发生。没人打扫它，打扫也没有

用，整天土尘蓬蓬。人们气急时就叫：“把胡同顶头那家房子扒了！”房子扒不了，只好忍耐；忍耐

久了，渐渐习惯。就这样，乱乱哄哄，好像它天经地义就该如此。

④一天，来了一位老者，个子矮小，干净爽利，一件灰布长衫，红颜白须，目光清朗，胳肢窝

夹个小布包包，看样子像教书先生。他走进胡同，一直往里，可过不久就返回来。嘿，又是一个撞

上死胡同的！

⑤这位长衫老者却不同常人。他走出来时，面无懊丧，而是目光闪闪，似在思索，然后站在胡

同口，向左右两边光秃秃的墙壁望了望，跟着蹲下身，打开那布包，包里面有铜墨盒、毛笔、书纸

和一个圆圆的带盖的小饭盆。他取笔展纸，写了端端正正、清清楚楚四个大字：此路不通。又从小

盆里捏出几颗饭粒，代做糨糊，把这张纸贴在胡同口的墙壁上，看了两眼便飘然而去。

⑥咦，谁料到这张纸一出，立刻出现奇迹。过路人刚要抄近道扎进胡同，一见纸上的字，转身

就走，小商贩们即使不识字，见这里进出人少，疑惑是死胡同，自然不敢贸然进去。胡同陡然清静

多了。过些日子，这纸条给风吹雨打，残破了，胡同里的住家便想到用一块木板，依照这四个字写

在上边，牢牢钉在墙上，这样就长久地保留下来。

⑦胡同自此大变样了。

⑧它出现了从来没见过的情景：有人打扫，有人种花，有孩童玩耍；鸟雀也敢在地面上站一站。

逢到一夜大雪过后，犹如一条蜿蜒洁白的带子，渐渐才给早起散步的老人们，踩上一串深深的雪窝

窝。这些饱受市井喧嚣的人家，开始享受起幽居的静谧和安宁来了。

⑨于是，我挺奇怪，本来这么简单的一举，为什么许多年里不曾有人想到？我因此愈加敬重那

矮小、不知姓名、肯思索、更肯动手来做的长衫老者了……

16. 选文题目是“长衫老者”，前三段对长衫老者只字未提，是否离题，为什么？（3 分）

答：

17. 从描写方法的角度赏析下列语句。（3分）

站在胡同口，向左右两边光秃秃的墙壁望了望，跟着蹲下身，打开那布包，包里面有铜墨盒、

毛笔、书纸和一个圆圆的带盖的小饭盆。他取笔展纸，写了端端正正、清清楚楚四个大字：此路不

通。

答：

18. 选文中说“胡同自此大变样了”，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大变样”？（3分）



答：

19. 综观全文，简要概括作者对胡同里人们的态度。（4分）

答：

三、表达与交流（40 分）

20．请以“你是我的 ”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

1 补全题目。

2 不少于 500 字。

③ 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校名、人名，如必须出现，一律以“XX X”代替。

2016 年秋学期期中考试答卷

初一语文 2016.11

一、积累与运用（24 分）

1．（8 分）

① ② （ ）

③ （ ） ④

⑤

2. （4 分） ① ② ③ ④

3．(4 分） ① ②

③ ④

4. （3 分） 5. （2分）

6. （3 分）

二、阅读与赏析（36 分）

(一) （10 分）

7．（4 分）① ② ③ ④

8．（2 分）

9．（2 分）

10．（2 分）



（二）（4 分）

11．（2 分）

12．（2分）

(三) (9 分)

13.（3 分）

14. (3 分)

15.

（3 分）

(四) (13 分)

16.（3 分）

17.（3 分）

18.（3 分）

19.（4 分）

三．表达与交流（40 分）

你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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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秋学期期中考试答案

初一语文 2016.11

一、积累与运用（24 分）

1. （8 分）

①无自信也 ②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

③今夜月明人尽望 十五夜望月 ④千里共婵娟

⑤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2. （4 分） ①噬 ②萃 ③锱 ④昧

3. （4 分） A. 迷惑，糊涂 B. 通“返”，返回 C.慢慢地 D. 鞭打

4. （3 分） A 5.（2 分）B

6. （3 分） A 小王子（1 分）。因为孩子感性、纯真，而成人空虚、麻木（2 分）。

二、阅读与欣赏（36 分）

（一）（10 分）

7．（4 分） ①想要 ②帮助 ③看（回头看） ④到

8．（2 分）A

9．（2 分）皇上怎么还会想到你哺乳时的恩情呢？重点字词：岂（怎么）复（再）邪（呢）

10．（2 分）从旁敲击的劝说艺术。（答“聪明机智”得 1 分）

（二）（4分）

11.（2 分）孤独寂寞、物是人非。

12.（2 分）运用比喻手法（叠字回环），描写了江楼下如水的月光照临波光荡漾的江面那种浩渺恬

静的景色，营造出月光、水和天空交相辉映、浑然一体的意境。

(三) (9 分)

13.（3 分）写出了杜鹃花开的妖娆，为妈妈专心浇杜鹃花、拔掉儿子的“花儿”作铺垫。

14.（3 分）“喧嚷”运用拟人手法，使花儿具有了人的特性，形象地写出了双色杜鹃花的开放给阳

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15.（3 分）她的心被孩子触动了；她理解了孩子的做法，体会到孩子对弱小生命的呵护；她明白了

孩子在照顾自己心爱的花的同时也呵护了她的花。

(四) (13 分)

16. （3 分）不离题。写出胡同的特点，交代长衫老者出现的场所；描写行人、小商小贩的表现，

是为了与下文长衫老者的做法形成对比，从而突出长衫老者不同常人的地方，表现文章主旨。

17. （3 分）动作描写，运用“站”、“蹲”、“打开”、“取”、“展”、“写”等动词，生动传神地写出



了长衫老者宽厚、大度、肯思索、肯动手、关心世事的热情的形象。

18. （3 分）以前热闹、拥塞、土尘蓬蓬、乱乱哄哄；现在静谧安逸，老人、小孩怡然自乐。

19. （4 分）既有对他们起初自私而安于现状的批评，也有对人们从善如流的肯定和赞扬。

三．表达与交流（40 分）

建议切入分为 3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