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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呼 和 浩 特 市 中 考 试 卷

语　文

注意事项:

1.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涂在试卷和答题卡的规定位置。

2.考生必须把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答题一律无效。考试结束后,本试卷和

答题卡一并交回。

3.本试卷满分12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一、积累与运用(21分)
1.阅读下面文段,完成(1)—(5)题。(9分)

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古老风俗滋味鲜活。
突然静了下来,静得鸦雀无声,这一准是闹社火的高潮———登天塔开始了! 天塔

是用板凳当场搭建的高台,左一条右一条,横一层竖一层,层层摞
∙

高,摞高,搭建者已站

在高空飘摇了,板凳还在摞高。仔细看,不是人在飘摇,而是头顶上的白云在飘摇。看

看,称作天塔毫不夸张吧? 正愁搭建者如何下来,蓦
∙

地如风摆杨柳,人已顺着塔边滑落

在地。不待喝彩声响起,色彩亮丽的四只“雄狮”,早蹦跳出来,沿着天塔四个角同时上
﹏﹏﹏﹏﹏﹏﹏﹏﹏﹏﹏﹏﹏﹏﹏﹏﹏﹏﹏﹏﹏﹏﹏﹏﹏﹏﹏﹏﹏﹏﹏﹏﹏﹏﹏﹏

攀
﹏

。攀一层,勾腿侧身,面朝天空摇头晃脑,似乎在抒发凌云之志。再攀一层,背负蓝

天,朝下观看,犹如展翅大鹏俯kàn人间。不觉然,四只“雄狮”已蹦跳上天塔的顶端。
看看那高耸云天的架势,仰头观望的人哪个不liǎn声屏气,真真是“　　　　”。可这

不知高低的“雄狮”偏偏还要腾空蹦跳,似瑶池摘星,如天马行空。表演者艺高人胆大,
观赏者却 (A. 目不忍睹　B. 提心吊胆),手心出汗!
(1)请你给加点字注音,根据拼音写汉字。(2分)
(2)请选出与“雄狮”所加双引号的用法相同的一项。(2分)
A. “不多不多! 多乎哉? 不多也。”
B.古人说“缘物寄情”,写景就是写情。
C.本题主旨,自然是在“敬”字、“乐”字。
D.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
(3)文中双引号处需引用两句古诗,请你选出恰当的一项。(1分)
A.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B.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C.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D.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4)请为文中画横线处选择恰当的成语。(2分)
(5)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你写出修改意见。(2分)

2.名著阅读。(5分)
(1)请你结合自己读《儒林外史》第五回“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第四十

八回“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的相关体验,就如何阅读讽刺作品给出
两点建议。(3分)

(2)《海底两万里》是凡尔纳写于150年前的科幻小说。在阅读过程中,哪一个科学幻
想引发了你的兴趣? 与它相关的情节体现了尼摩船长是个怎样的人? (2分)

3.古诗文默写。用正楷字书写。(7分)
(1)陶弘景借表现万物勃发的生命力来描写山川之美,其中“ , ”,绘

傍晚之景,传自得之意。
(2)白居易对卖炭翁的肖像做了精练传神的描绘,“ , ”,可见其生活

之艰辛。
(3)我们常用《醉翁亭记》里“ ”来描述生活中“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言在

此,而意在彼”的现象。
(4)孔子说:“ , 。”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

(填写的句子出自《〈论语〉十二章》)
二、综合性学习(6分)
4.兴华学校开展“天下国家”综合性学习活动,本次活动由学校小记者站“信雅社”策划。

讨论选题后,他们决定在校报上编辑一个专栏。主题是“中国新冠疫苗助力多国抗
疫”。作为该社编辑,你和参加活动的同学合作完成以下任务。(6分)
(1)拟标题

专栏需要用对偶句拟写标题。已有上句,请你补写下句。(2分)
疫苗研发彰显民族自信　

(2)选素材
以下是同学们为专栏搜集的新闻素材,请把不适合使用的素材选出来。(2分)

A.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自前往机场迎接首批由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
B.2021年1月18日,巴西正式在全国开始中国新冠疫苗接种。
C.截至2021年1月20日,我国新冠疫苗接种量超过1500万人次。
D.伊拉克卫生部已做好接收中国新冠疫苗的准备工作,确定了优先接种人群。
(3)写消息

某同学拟写了一则消息,请你写旁批,指出导语中存在的问题。(旁批写在答题卡
对应位置。)(2分)

　　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高度认可中国科兴疫苗。
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代院长加西亚当天在专家委员

会投票结束后说,中国科兴疫苗是一款安全和有效

的疫苗,能够有效降低重症感染率和入院率,因此决

定给予其紧急使用许可。

旁批:

三、文言文阅读(13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语段,完成5—9题。(13分)

【一】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

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

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 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

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

易节,始一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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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 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

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

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

曲智叟亡以应。
【二】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① 于郊衢② ,抚

节③ 悲歌④ ,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选自《列子》)

注解:①饯:饯行,就是用酒食送行。②衢:大路,四通八达的道路。③抚节:节,是一种乐器。抚

节,就是弹奏乐器,可译作“弹琴”。④悲歌:高歌。悲,表示声音高亢,不是悲伤的意思。

5.解释下列加点的词。(2分)
(1)河曲智叟笑而止

∙
之

(2)担中肉尽
∙

,止
∙

有剩骨

(3)自谓尽
∙

之

6.下列加点词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分)

A.面山而
∙

居　　　　潭西南而
∙

望

B.饯于
∙

郊衢　　　　 达于
∙

汉阴

C.惩山北之
∙

塞　　　　未穷青之
∙

技

D.以
∙

残年余力　　　　属予作文以
∙

记之

7.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5分)
(1)其如土石何?
(2)薛谭乃谢求反。

8. 《愚公移山》体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 请联系现实,简要写出你的体会。(2分)

9.请你对薛谭作全面而简要的评价。(2分)
四、现代文阅读(30分)
(一)阅读下面文章,完成10—13题。(13分)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　巍

①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
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

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②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③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 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

单的哩,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

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地纯

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地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地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

怀是那样地美丽和宽广!

④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

⑤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

路。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

的先头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冈,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

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

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

这烟与火的山冈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个

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冈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

不致覆灭。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

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
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向敌人扑去,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把敌

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

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各种各样

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和敌人

倒在一起,烧在一起。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

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

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些人

的手指都掰断了。……虽然这个连伤亡很大,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更重要的,他们

使得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来,聚歼了敌人。

⑥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

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
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官全、王金侯、赵锡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
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

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⑦这个营的营长向我叙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调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

说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是,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伤

心,不,我是为他们骄傲! 我觉得我们的战士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

掉下泪来。”

⑧朋友,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 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

爱的吗? 你不以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吗?

⑨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地爱,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⑩在汉江北岸,我遇到一个青年战士,他今年才21岁,名叫马玉祥,是黑龙江青冈县

人。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儿,高高的个儿,站在那儿,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

样淳朴可爱。不过因为他才从阵地上下来,显得稍微疲劳些,眼里的红丝还没有退净。他

原来是炮兵连的。有一天夜里,他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出去一看,是一个朝鲜老妈妈坐在

山冈上哭。原来她的房子被炸毁了,她在山里搭了个窝棚,窝棚又被炸毁了。回来,他马

上到连部要求调到步兵连去,正好步兵连也需要人,就批准了他。我说:“在炮兵连不是一

样打敌人吗?”“那,不同!”他说,“离敌人越近,越觉着打得过瘾,越觉着打得解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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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在汉江南岸阻击敌人的日子里,有一天他从阵地上下来做饭。刚一进村,有几架敌

机袭过来,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就扔下了两个大燃烧弹。有几间房子着了火,火又盛,烟
又大,使人不敢到跟前去。这时候,他听见烟火里有一个小孩子哇哇哭叫的声音。他马上

穿过浓烟到近处一看,一个朝鲜的中年男人在院子里倒着,小孩子的哭声还在屋里。他走

到屋门口,屋门口的火苗呼呼的,已经进不去人,门窗的纸已经烧着。小孩子的哭声随着

那滚滚的浓烟传出来,听得真真切切。当他叙述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能够不进去吗?
我不能! 我想,要在祖国遇见这种情形,我能够进去,那么,在朝鲜我就可以不进去吗? 朝

鲜人民和我们祖国的人民不是一样的吗? 我就踹开门,扑了进去。呀! 满屋子灰洞洞的

烟,只能听见小孩儿哭,看不见人。我的眼也睁不开,脸烫得像刀割一般。我也不知道自

己的身上着了火没有,我也不管它了,只是在地上乱摸。先摸着一个大人,拉了拉没拉动;
又向大人的身后摸,才摸着小孩儿的腿,我就一把抓着抱起来,跳出门去。我一看小孩子,
是挺好的一个小孩儿啊。他穿着小短褂儿,光着两条小腿儿,小腿儿乱蹬着,哇哇地哭。
我心想:‘不管你哭不哭,不救活你家大人,谁养活你哩!’这时候,火更大了,屋子里的家具

什物也烧着了。我就把他往地上一放,就又从那火门里钻了进去。一拉那个大人,她哼了

一声,我就使劲往外拉,见她又不动了。凑近一看,见她脸上流下来的血已经把她胸前的

白衣染红了,眼睛已经闭上。我知道她不行了,才赶忙跳出门外,扑灭身上的火苗,抱起这

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12朋友,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如何呢? 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

可爱的人吗?
○13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战士们是怎样想的呢? 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

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

勺雪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 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

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儿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

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

子,想吃点儿什么就做点儿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再比如蹲防空洞吧,
多憋闷得慌哩,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

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

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儿血不算什么,吃这点儿苦

又算什么哩!”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啊?”他笑起来:“谁不想哩,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

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啦?’
我怎么答对呢? 我说‘朝鲜半边红,半边黑’,这算什么话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

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

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一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

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
○14朋友们,用不着多举例,你们已经可以了解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有一

种什么品质,他们的灵魂多么地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

流的人! 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 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 我们以

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15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

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

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

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

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

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 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注解:1950年6月,美国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我国国家安

全。同年10月,应朝鲜政府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

10.随着采访的深入进行,作者对志愿军战士崇高精神境界的景仰与赞颂之情也在不断

深化。请你精读文本,分析这个过程,概括相关内容,填写下表。(5分)

典型事例 ①松骨峰战斗 ② ③防空洞里,志愿军战

士不畏艰苦生活。

精神品质 ① ② ③

评论与赞颂(在○14段感叹句中筛选“全面而深刻”的一句评论,抄写下来。)

11.文中用设问的修辞手法构建了触发、推动读者情感发展的脉络。请你浏览,找到相关

段落,写下段落序号。(3分)

12.作者在组织第一个典型事例材料时,没有像第二、第三个那样呈现“问答过程”,请你

略读,探究这样安排的原因。(3分)

13.作者说:“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句话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 (2分)
(二)阅读下面文章,完成14—16题。(8分)

说不尽的水之一

　　———水的用处知多少
陈仁政

水是水生动物的“寒冬救星”

南北两极四季严寒,中高纬度地区的冬季严寒,那么气温0℃以下时,水生动物为何

没被冻死呢? 答案不复杂:冰为它们盖上了一层“温暖的棉被”。“棉被”的奥秘,就在“4℃
的水密度最大”和“冰的密度比水小”之中。

原来,每当气温降到0℃以下时,淡水表面就会结成0℃的冰。海水的平均结冰温度

大约是-2℃。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海水如何咸、苦、涩,一旦结成冰,就成为(固态的)淡水

了。正因为如此,北极圈内的居民都把就地取材的冰融化之后的淡水作为饮用水的主要

来源。密度比水小的冰浮在水面而不会沉入水底。冰浮在水面的作用,就是充当水生生

物的“棉被”———冰和水都是热的不良导体,冰的存在减缓了下层水变冷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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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4℃的水不是密度最大”和“冰的密度比水大”,当气温降到0℃
以下并持续很长时间,那么水表面结的冰就会下沉到底,最下层的水就上浮,如此循环,全
部的水也就依次结冰,水生动物将和寒冷的冰冻在一起!

事实上,虽然南北两极的严寒让海水结上了一层厚冰,看上去“千里冰封”,但是厚冰

之下依然是不会结冰的海水,各种水生生物在海水中“万类‘寒’天竞自由”! 冬天冰封江

河湖海的时候,水生动物依然“鱼翔浅底”———那里有4℃或者比4℃更高的水,照旧“春意

盎然”!
水是廉价的“药”

从捷克“水专家”文森特·普雷斯尼茨创始的、20世纪70年代盛行于日本但有争议

的饮水疗法,到迄今依然风行的“早上多喝水,一天都清爽”的习惯,人们都把水看成“万

能药”。
当然,水并非“万能药”。但是,水的确有某些类似药物的疗效。例如,喝淡盐水散热,

防治中暑。又如, 。更值得一提的是,水可以治疗普通感冒。对于体温不超

过38.5℃,仅有轻微症状的普通感冒,无需药物治疗,只需大量喝温白开水。当然,要不

断监测体温变化,如果大多数时间低于38.5℃,就继续大量喝,仅需一周就会康复;如果
﹏﹏

大多数时间高于38.5℃,就必须去医院
﹏﹏﹏﹏﹏﹏﹏﹏﹏﹏﹏﹏﹏﹏﹏﹏﹏﹏

。
(选自2021年2月02B《百科知识》。有删减)

14.简要概括:在四季严寒的南北两极,水生动物“温暖的棉被”形成的原因、过程。(3分)
15. “千里冰封”出自毛泽东《　　　　》一词,请你分析其在句中的作用。(3分)
16.请你选择其中一题作答。(2分)

(1)调动相关生活体验,在“又如”后面,用举例子的方法说明“水的确有某些类似药物

的疗效”。
(2)简答末段画波浪线的句子不能去掉的原因。

(三)阅读下面文章,完成17—20题。(9分)

把自己活成一棵树
向贤彪

①美景因树而生动,遐思因树而美妙,时光因树而温馨……树不仅提供着日用之便,
而且给人以情感慰藉、精神滋养。

②“看到梧桐树,就想起焦裕禄”“看到木麻黄,就想起谷文昌”。焦裕禄、谷文昌为改

变兰考和东山的面貌,组织干部群众遍种林木,治服了盐碱地,锁住了大风沙,成为被群众

深情怀念的“栽树人”。杨善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卷起铺盖扎进大亮山,植树造林22
年,把荒山变成了绿洲。一位位勤于并乐于栽树的党员干部,用心血汗水播下绿荫,彰显

“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展现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襟。
③活成一棵松树。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写道:“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

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做人就应该学习松树的

坚定性、坚韧性,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考验,都要心存定力、站稳脚跟,风吹不转向,浪打不迷

航;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④活成一棵柳树。无论在何处,只要随手一插,柳树就能存活下来、茁壮成长。我们

就要像它那样不计环境好坏,在哪里都能生根抽枝、生机勃勃。党员干部更要学习这种精

神,无论在哪里,都要深入群众、扎根群众,从群众智慧中获取力量。
⑤活成一棵银杏树。银杏树也叫公孙树,祖父栽种,收果却要等到孙子辈。它将根深

深扎进大地,枝干在风雨雷电中砥砺生长,耐得住光阴一寸一寸来雕刻打磨,笑对飒飒金

风,结出累累果实,这就是银杏树的风格。党员干部要像银杏树那样,不急不躁,学会安静

地扎根,创造经得起时光打磨的业绩。
⑥一棵树教给我们的, (A. 也许　B. 必定)比一摞书的东西还要多。

(选自2021年4月8日《人民日报》。有删减)
注解:﹝“看到梧桐树,就想起焦裕禄”﹞1962年焦裕禄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当时兰考县遭

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扎根群众,坚持实事求是,带领全县干部群众与深重的自然灾害作顽

强斗争。封沙、治水、改地,改变兰考人民贫困落后的面貌。慢性肝病恶化后,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直
到生命最后一息。50多年后,河南省首个摘掉贫困县“帽子”的是兰考。用焦裕禄当年带领大家栽下的

泡桐树制作乐器、家具等,成为兰考致富奔小康的一项重要产业。

17.本文题目运用了 修辞手法,其中的“自己”主要指 。(2分)
18. “活成一棵平凡的树。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孕育着可贵的品格和精

神。一棵松树,一棵柳树,一棵银杏树,一棵棵平凡的树汇聚在一起,就有了‘绿我涓

滴,会它千顷澄碧’的磅礴。事实上,生于平凡而不甘于平凡,也能超越平凡、成就伟

大。”把这一段放回文中,位置应在 段之后,请你简答理由。(2分)
19. “看到梧桐树,就想起焦裕禄”。请你结合文后注解内容,谈谈“党的好干部”焦裕禄,

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怎样的“树”。(3分)
20.请为⑥段画线处选择恰当的词语。(2分)
五、作文(50分)
21.小作文(10分)

改写《约客》(赵师秀·南宋)
要求:(1)改写为散文,不得曲解原诗内容与作者的思想感情;

(2)必须用描写与抒情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3)可以合理想象,字数在150左右。

22.大作文(40分)
题目:我最欣赏的一篇文言文
要求:(1)文题所指的“文言文”不包括“诗词歌赋”和本试卷中的文言文;

(2)要简介文章的题目与作者;
(3)要让读者知道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4)要写出你欣赏这篇文章的理由;
(5)运用学过的某些写法,尽量使你的文章感人;
(6)文体自选(诗歌除外),不少于600字;
(7)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校名、人名。

语文试卷第7页(共8页)　 　语文试卷第8页(共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