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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七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试卷及分析

南山区统考

一、本大题共 5 题，共 10 分.

1.请选出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项（ B ）

A、诀．别（jué） 菡萏．．（hàn dàn） 狩．猎（shǒu） 花团锦簇．（cù）

B、倏．忽（shū） 肥硕．（shuò） 峰峦．（luán） 惊慌失措．（cuò）

C、竦峙．（zhì） 感慨．（kǎi） 啜．泣（cuò） 小心翼翼．．（yì）

D、滑稽．（jì） 静谧．（mì） 酝酿．．（yùn niàng） 津津．．有味（jīn）

答案：A.shòu C.chuò D.jī

2.请选出下列句子中加点成语运用正确的一项（ A ）

A、张伟昨天迟到了，今天又早退，真是不可救药．．．．了。

B、听了这个故事，他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C、别看他嘴上对对方失利表示遗憾，其实心里早就得意洋洋．．．．了。

D、今天我向大家介绍我们开展课外读书活动的一些做法，请各位专家洗耳恭听．．．．。

答案：B.忍俊不禁和笑重复 C.得意洋洋是表面表现出来 D.谦辞

3.请选出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C ）

A、昨天下午放学前，我见他从学校图书馆借走了两本书籍。

B、为了营造一个祥和安宁的春节氛围，国务院近期将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肉类产品掺假售

假。

C、学生能否够熟练而规范地书写正楷字，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语文课程标准》对汉字书

写要求的基本标准。

D、由于我们语文老师经常开展文学名著阅读活动，让我们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悟出了

世间的人生真谛。

答案：A.书籍是集合名词，不能受数量词修饰 B.缺少宾语 D.介词，缺少主语

4.请选出下列排序正确的一项（ B ）

①它是慷慨和荣誉的母亲，是感情和仁慈的姐妹，是憎恨贪婪的死敌。

②不用他人恳求

③它时刻准备舍己为人

④而且值得永远赞扬

⑤而且完全出乎自愿

⑥不光是值得特别推崇

⑦友谊真是一样最神圣的东西

A、⑦①③②⑥⑤④ B、⑦⑥④①③⑤②

C、①③②⑤⑥④⑦ D、①②③⑤④⑥⑦

5.请选出下列说法有误的一项（ D ）

A、《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相传为西

汉戴圣编纂。

B、写作无非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把自己想抒发的感情表达出来，说真话是第一位的。

C、“自然”是个多义词，但在“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的语境中，

“自然”只适用于“当然”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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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正确运用比喻能使读者对事物产生鲜明印象，也能使读者感受到作者对事物的强烈情感。

如：“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这句话就具有这样的表达效果。

答案：D.拟人

二、本大题共 1 题，共 12 分。

6.请在下面横线上填写相应的句子。（12 分）

（1）子曰“ 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十二章）

（2） 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王湾《次北固山》）

（3）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4）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5）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观书有感》）

（6） 开轩面场圃 ，把酒话桑麻。（孟浩然《过故人庄》）

（7）万籁此都寂， 但余钟磬音 。（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8）《河中石兽》中，最能表达作者观点的句子是： 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多矣 。

（9）古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中蕴含了古人多样的情愫。其中既有朋友之间的深情的牵

挂，如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的“ 我寄愁心与明月 ， 随

风直到夜郎西 ”，又有对未来相逢之景的想象，如李商隐《夜雨寄北》中的“何当

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既有对统治者不顾国事艰难，只顾自己享乐的批判，如杜

牧《泊秦淮》中的“ 商女不知亡国恨 ， 隔江犹唱后庭花 ”，又有对

人生哲理的形象感悟，如杨万里《过松原晨炊漆公店》中的“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

山拦”。这些古诗至今读来，恒久弥香。

三、本大题有三类阅读题，共 31 分。

（一）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7-9 题。（9分）

【甲】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

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节选自《礼记·学记》）

【乙】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

默记。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

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

怖，冕小儿，恬若不知。

（节选自《宋学士文集》）

7.解释下面句中加点的词。（2分）

①不知其旨．也（ 甘美 ） ②教学相长．也（ 促进 ）

③窃．入学舍（ 偷偷地 ） ④执策．映长明灯读之（ 书 ）

8.翻译下列句子.(4 分)

①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之后才能自身反省，从而加紧学习

②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

晚上回来，忘了带回牛，父亲发怒了，鞭打他一顿 。

9.【甲】【乙】两文均与“学”有关，但两文表达的方式和表达的主题明显不同，试结合原

文具体分析；并结合自身实际谈谈【乙】文对你的启发。（3分）

表达方式：甲是议论，乙是记叙。表达主题：甲文阐明了教和学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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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教学相长，点出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乙文表明了王冕读书的刻苦，专心。启示略

（二）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10-12 题。（8分）

一对沉默寡言人

①深山里，落叶簌簌。山崖下的老宅里，一对老人，他们坐着，相对无言。等我突然出

现在门外，他们似乎才醒过来，张开没剩几颗牙的嘴，朝我无声地笑了。

②我同老人喝着用门外井水泡的山茶，时光安静得仿佛能听见井水的汩汩声。老太太留

我吃了午饭。离开时，两位老人一前一后送我出门，我回头望见他们相互搀扶着，缓缓回到

屋子里去。我看见房顶上有一层青苔覆盖着，青苔下面，是那些老去的时光。

③我曾经看见过一个老人，坐在老伴儿墓前，独自喃喃。一只羊，正埋头肯吃墓地边的

青草。

④在一个农家，我还看到过一位老人，她至今收藏着当初出嫁时的那顶轿子。那年，老

太太还是一个青春女子，她坐着那顶轿子，头上扎着一朵红花，几个乡丁抬着轿子。一个女

子，就这样咿咿呀呀来到一个男人的家。我很想知道，在那个烛光摇曳的新婚之夜，一对新

人，他们热烈缠绵时的耳语。那女子头上的红花，最多就戴了三天吧，而今，头上青丝，早

被秋霜染白。一些雨天，屋顶上的雨声，就替代了他们曾经有过的窃窃私语；一些起风的天

气，林子里穿过的风声，就是他们曾经的耳语。

⑤我在城里的父亲，70 多岁了，和我母亲在一起时，常常电视也不看，就坐在一起，

不说话，只有屋里炉子上正炖着一锅汤的咕嘟声。有一天，他们也是这样无言地坐着，母亲

开口了：“老头子，你还记得我们去照结婚照的那天吗？”父亲笑了起来，竟有一些羞涩。

父亲起身去拿出影簿，翻出了那张照片，照片上写的日期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一天，父亲还

回忆说，去城里照相的那一天，他给母亲买了个大白馒头。母亲舍不得自己一个人吃掉，就

把馒头掰了一半，塞到了父亲手上。

⑥我回家，和父亲母亲常常也是这样沉默地坐着，任时光的滴答声轻轻溜走。从前常常

嫌父亲母亲的叮咛嘱托木讷厌烦，人到中年，我对孩子也是这样的语气。而今，老人的叮咛

也省略了。

⑦一对沉默寡言人，其实也没有天籁响起，只是相守时光落地

10.文章温馨感人，沁人心脾，总共写了哪几个老人？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出来。（2分）

①山崖下的老宅里的一对老人 ② 坐在老伴儿墓前的老人③ 收藏着当初出嫁时的那顶

轿子的帮老人④“我”的父亲和母亲

11.文章第⑤段写的生动传神，真挚动人。试结合原文分析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3分）

沉默寡言 ：父亲和我母亲在一起时，常常电视也不看，就坐在一起，不说话 。

羞涩腼腆 ： 父亲笑了起来，竟有一些羞涩

关心体贴 ： 亲还回忆说，去城里照相的那一天，他给母亲买了个大白馒头

12.理解“一对沉默寡言人，其实也没有天籁响起，只是相守时光落地”这句话在文章中的

含义（3分）

两个人不用说什么甜言蜜语，就能一起相守到生命的尽头

（三）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13-17 题。（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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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长存的萤火

①在张家界的一天夜里，我非常迫切地想独处一会。我朝一片茂密的丛林走去，待我发

现已经摆脱了背后的灯火和人语时，一片星月下的竹林接纳了我。

②我拨开没膝的蒿草坐在竹林里。竹林里的空气好得让人觉得上帝也在此处与我共呼

吸，山涧的溪水声幽幽传来。在风景宜人的游览胜地，如果你想真正领略风景的神韵，是非

常需要独自和自然进行交流的。

③那是个朗朗的月夜，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竹林里无处不在的月光。我很惧怕阳光，在阳

光下我老是有逃跑的欲望，而对月光却有着始终如一的衷情，因为它带给人安详和平静，能

使紧张的心情得到舒缓与松弛。

④眼前忽然锐利地一亮。一点光摇曳着从草丛中升起，从我眼前飞过。正在我迷惑不已

时，又一点光从草丛中摇曳升起，依然活泼地从我眼前飞过。这便是萤火虫了。如果在我的

记忆中不储存关于这种昆虫的知识有多好，我会认定上帝开口与我说话了。我也许会在冥想

中破译这种暗夜里闪光的话语。

⑤然而我知道这是昼伏夜出的萤火虫。这种飞翔的光点使我看到旧时光在隐隐呈现。它

那颤颤飞动的光束不知怎的使我联想到古代仕女灿烂的白牙、亮丽的丝绸，中世纪沉凝的流

水，戏院里琤琮不的器乐，画舫的白绸以及沙场上的刀光剑影。一切单纯、古典、经久不衰

的物质都纷至沓来，我的心随之飘摇沉浮。

⑥萤火虫的发光使它成为一种神奇的昆虫，它总是在黑夜到来时才出现，它同我一样不

愿沉溺于阳光中。阳光下的我在庸碌的人群和尘土飞扬的街市上疲于奔命，而萤火虫则伏在

安闲的碧草中沉睡。它是彻头彻尾的平静，而我只在它发光时才消除烦躁，获得真正的自由。

因为它本身是光明的，所以它能在光明下沉睡，只有在黑暗中它才如鱼得水，悠游自如。而

哪一个人能申明自己是完全拥有光明的呢?我们曾被一些阳光下的暴行吓怕了，所以我们无

法像萤火虫一样在阳光下无忧无虑地沉睡。我们睡着，可我们睡得不安详;我们醒着，可我

们却又糊涂着。萤火虫则不然，它睡得沉迷，醒得透彻，因而它能心无旁骛地舞蹈，能够在

滚滚而来的黑夜中毫不胆怯地歌唱。

⑦月光下萤火虫的光束毕竟是微不足道的，能够完全照亮竹林的还得是月光。然而萤火

虫却在飞翔时把与它擦身而过的一片竹叶映得无与伦比的翠绿，这是月光所不能为的。萤火

虫也在飞过溪涧的一刻将岩石上的一滴水染得泛出珍珠一样的光泽，这也是月光所不能为

的。

⑧萤火虫忽明忽灭地在我眼前飞来飞去，我确信它体内蓄积着亿万年以前的光明。多少

人一代一代地去了，而萤火虫却永不泯灭。旧坟塌了成为泥土，又会有新坟隆起，而萤火虫

却能世世代代地在墓园中播撒光明。也许它汲取了人的白骨中没有释放完全的生气和光芒，

所以它才成为最富于神灵色彩的一种昆虫。

⑨我坐在竹林里，坐在月光飞舞、萤火萦绕的竹林里，没有了人语，没有了房屋的灯火，

看不见炊烟，只是听着溪流，感受着露水在叶脉上滑动，这样亲切的夜晚是多么让人留恋。

⑩可我还是朝着有人语和灯火的地方返回了。那种亘古长存的萤火在一瞬间照亮了我的

青春。我将要走出竹林时，一只萤火虫忽然从草丛中飞起，迅疾地掠过我面前，它在经过我

眼前时骤然一亮，将我眸子里沉郁的阴影剥落了一层。

13.请你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本文的内容。（2分）

一天夜里，“我”在张家界竹林里看到萤火虫，它让“我”获得了自由和平静，表达了“我”

对幽静生活的留恋。

14.读完全文，你认为作者赋予了萤火虫哪些含义？（3分）

安详、自由、光明，永不泯灭，亘古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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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③段说：“我很惧怕阳光，在阳光下我老是有逃跑的欲望。”试结合全文分析作者为

什么“惧怕阳光”（3分）

我们在平常庸碌的日子里生活得疲惫、烦躁、恐惧、糊涂，因此作者常常想要逃离这样的

生活

16.有人认为第⑥段“萤火虫则伏在安闲的碧草中沉睡”中的“伏”改成“卧”更好，你同

意吗？说说你的理由。（3分）

不同意，因为“伏”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萤火虫的轻盈，而“卧”字就没有这种表达效果，

显得笨重。

17.本文语言含蓄，含义隽永。结尾说“一只萤火虫忽然从草丛中飞起，迅疾地掠过我面前，

它在经过我眼前时骤然一亮，将我眸子里沉郁的阴影剥落了一层。”这句话表达了作者怎样

的思想感情？（3分）

这句话既表明萤火虫的突然飞起给“我”带来了光亮，使“我”眼前的黑暗得以缓解(2

分);又表明萤火虫带给“我”人生的启迪，使“我”原先的烦躁得以消减，内心得以安宁(2

分)。

四、本大题共 2 题，共 4 分。

请根据你的阅读积累，回答 18-19 题。

狗叼着肉渡过一条河。他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还以为是另一条狗叼着一块更大的肉。

想到这里，他决定要去抢那块更大的肉。于是，他扑到水中抢那块更大的。结果，他两块肉

都没得到，水中那块本来就不存在，原有那块又被河水冲走了。

18.根据你的阅读积累，你认为上文最有可能出自《 伊索寓言 》，以上选文表

达的主题是： 劝诫人们不要贪婪

（2分）

19.以上故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请从内

容、语言、写作手法等方面，谈谈你对这部原著的整体评价。（2分）

《伊索寓言》大多是动物故事，以动物为喻，教人处世和做人的道理，少部分以人或神

为主，形式短小精悍，比喻恰当，形象生动，通常在结尾以一句话画龙点睛地揭示蕴含的道

理，它们篇幅小而寓意深刻，语言不多却值得回味，艺术上成就很高，对后代影响很大，是

古希腊民间流传的讽刺喻人的故事。

五、本大题共 1 题，共 43 分。（作文 40 分，书写 3分）

20.作文

人生是从每一个起步开始的。起步是从“零”开始的那第一步，起步是失败后又重新振

作起来的那股劲头，起步是成功后又一次踏上征途的那种精神。其实起步是一种行动，也是

一种自信和决心，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执着和希冀。

请以“起步”为题，写一篇 600——900 字的文章。

要求：（1）先把题目补充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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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3）文中不得出现真是的人名、校名、地名；如出现可用 XX 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