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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语文期末考试试卷及分析

说明：本试卷考试时间 100 分钟，满分 100 分。必须在．．．答题卷上作答，在试题卷上作答无效。

一、 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1、请选出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组（）

A、嶙峋．（xún） 脸颊．（xiá） 喑．哑（àn） 花团锦簇．（cù）

B、菡．萏（hàn） 酝酿．（niàng） 刹．那（chà） 丝丝缕．缕（lǚ）

C、干涸． (hé) 憔悴．（cuì） 攲．斜（qí） 踉踉跄．跄（niàng）

D、黄晕．（hún） 佳肴． (yáo) 蜷．曲（quán） 莽莽榛．榛（zhèn）

答：B

错音，A、喑 C、欹 D、黄晕．莽榛．

评价：白送分，别问我为什么，自己看教材，年年考这些字儿。

2、请选出下列句子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

A、“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可随声附和．．．．了。难道我是

一个愚蠢的人吗？……”

B、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在雾中神情紧张地驾驶着一条大船，津津有味．．．．地缓慢向对

岸驶去，心儿砰砰直跳，唯恐发生意外。

C、“小朋友之间不是不可以送东西，但是，要看什么样的东西，这样贵重的东西不像一块点

心一盒糖，怎么能自以为是．．．．呢？”

D、耳朵灵敏的人，能听到弱肉强食．．．．处四周的绿叶丛中，蟋蟀在窃窃私语。

答：C

评价：都是常见成语，蛮友好。

3、请选出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

A、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火了，孩子们的表现给观众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B、听了他的讲述，妈妈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

C、通过使用“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自助通关，使旅客大大缩短了排队等候过关的时间。

D、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读者，关键在于他在青少年时期养成的读书习惯。

答：A

评价:B、忍俊不禁和大笑重复（多东西）

C、通过、使、这样的介词使得句子没有主语。（缺东西）

D、能否和关键，两面对一面（逻辑搭配）

和讲的方法一样啊，四种病句，一个选项一种，老师想把每一种都考全点儿。

4、请选出谢列巨额字的排列顺序最合理．．．的一项。

○1 但是，平平淡淡才是真，正是这平淡的生活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

○2 但句句都是“真理”，连伟人、圣人也做不到

○3 真的东西不一定完美，也不一定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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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说真话”还可能说错话

A、○3 ○1 ○2 ○4 B、○1 ○3 ○4 ○2 C、○4 ○3 ○1 ○2 D、○3 ○1 ○4 ○2

答案：D

5、请选出下列说法错误．．的一项。

A、“挥汗如雨”“千钧一发”“惊天动地”“白发三千丈”等词语都包含夸张的意思。

B、《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儒家经典著作，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相传为西

汉戴圣编撰。

C、有的词只有一个意义，称为单义词，如：三轮车、鱼塘、桑树、包袱：莫怀戚、史铁生、

济南、原子、行星、克隆。

D、笔试连带，是硬笔行楷的快捷写法之一，就是在临近的笔画之间，顺着笔势，连带着写

下来，有时还带轻微的“游丝”。

答：C

评价：单意词是指有的词语只有一个意义或者是特指某一物。单义词主要有：常见事物的名

称，如西红柿；专有名称，如马克思、鲁迅、北京、黄河；科技术语，如原子、元素、行星、

克隆，等等。汉语中只有少量的单义词，只要掌握了单义词的意义，理解和使用时一般都不

会出错儿。包袱不是单意词。

其实 B也很不爽，礼记是汉族各种礼仪的论著，把汉族二字省略了，变成了所有民族的礼仪，

这是个问题。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6——21 题）

6、请在下面横线上填上相应的句子。

（1）绿树村边合，_____________。（孟浩然《过故人庄》）

（2）几处早莺争暖树，_____________。（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3）_____________，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

（4）_____________？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

（5）我寄愁心与明月，_____________。（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有感》

（6）山光悦鸟性，_____________。（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7）当别人不了解、误解自己时，孔子在《<论语>十二章》中认为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第七个，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其他没啥悬念。

三、本大题共三段阅读，计 13 小题，共 33 分。

（一）比较阅读下列【甲】【乙】两篇文言文，完成 7—10 题。（10 分）

【甲】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

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

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陈太丘与友期》）

【乙】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

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
○1
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

“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

世而了，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选自《世说新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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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1 绥：安抚】

7、解释下列加点的词。（2分）

（1）陈太丘与友期．行

（2）尊君在不．

（3）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

（4）久而益．敬

答：（1）相约（2）否（3）称赞（4）更加

8、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4分）

（1）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2）强者绥
○1
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

答：（1）友人惭愧，下车拉元方，元方进了门头也不回。

（2）对强者用德行去安抚；对弱者用仁慈去安抚

9、请你分析元方所说的“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答语的巧妙之处。（2分）

答：一方面将元方的父亲和袁绍都比作了古代圣贤，都尊重，一方面解答了谁学谁的问题，

而是因为有共同的情操和道德追求。

10、通过【甲】【乙】两文，可以看出陈元方是一个怎样的孩子？（2分）

答：元方聪明、机智、能够将所学道理灵活运用，对事物有深刻的内在见解。

乙文的翻译：陈元方十一岁时，去拜会袁绍。袁公问：“你贤良的父亲在太丘做官，远近的

人都称赞他，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元方说：“我父亲在太丘，对强者用德行去安抚；

对弱者用仁慈去安抚，让人们心安理得地做事，久而久之，大家就对他老人家更加敬重。”

袁公说：“我曾经也当过邺县县令，正是做这样的事情。不知是你的父亲学我，还是我学你

的父亲？”元方说：“周公、孔子生在不同时代，虽然时间相隔遥远，但他们的行为却是那

么一致。周公没有学孔子，孔子也没有学周公。”

（二）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11—14 题。（讲义第 15 讲是，说明文，方法齐的）

自私而无畏的“母爱”

○1 植物世界是平静而温顺的，仿佛所有植物，都会默然顺从、逆来顺受。但一种名叫岩

蔷薇的植物，却用“自燃”这种极端的方式，阐明在世界上，植物与命运的抗争，其实非常

惨烈。

○2 岩蔷薇，是生长在岩石上的蔷薇。岩蔷薇名字里虽有“蔷薇”二字，花朵形状也和单

瓣蔷薇很像，却和大家常见的蔷薇没有一点血缘关系，是半日花科的植物。

○3 初夏时节，深绿、油亮的叶片顶着五颜六色的花朵，蔷薇花开始铺在裸露的沙砾或岩

石上，红的如霞，白的若云，黄的似锦……五枚圆形的花瓣，按顺时针方向依次叠压，然后

在花心部位沉淀出深色的晕纹。微皱的花瓣轻薄如纱，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

○4 很难想象，这柔美的岩蔷薇，拥有着如火般刚烈的性子，它会自燃，而且是故意的！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271595/530148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602180/46021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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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长在摩洛哥、西班牙中部山区岩石上的岩蔷薇，生存环境无疑是恶劣的，在与炎

热斗、与贫瘠斗、与同伴斗、与狂风雷电斗的峥嵘岁月里，岩蔷薇练就了自燃的本领――把

自己和周围的植物一并烧成灰烬，为下一代赢得宝贵的生存空间。

○6 从种子钻出地面开始，岩蔷薇的叶片里，会持续分泌一种类似于香脂香气的挥发性

精油。当岩蔷薇觉得自己的种子快成熟时，她会将枝叶里挥发性精油的储量增加到几近饱和。

一旦遇上干燥的晴天，外界气温超过 32℃时，在“导火索”骄阳的照耀下，岩蔷薇就会把

自己燃烧成一把壮烈的火炬！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何况是高温下刻意燃烧的火炬！

○8 在这场蓄意的纵火案中，牺牲的不仅仅是岩蔷薇妈妈，生长在她周围的植物，都无

一幸免。因为，自私而无畏的岩蔷薇妈妈知道，岩石上的生存空间寸土寸金，谁能占领空间，

谁才能获得生存。因此，在给自己的孩子穿上“防火服”（种子壳外的隔热层）后，岩蔷薇

妈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杀式燃烧，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或许，她更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

的道理。

○9 这自私而无畏的母亲，用自己的生命为孩子换来生存空间后，还不忘化作草木灰，

滋养后代，从这个意义上看，母爱真是太伟大了！

○10 正应了罗曼・罗兰的那句话：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

○11 在母爱的营养中，小小的岩蔷薇种子在来年会率先破壳、发芽、展叶、开花，等轮

到自己做妈妈，孩子“长大成人”快要离开自己时，这一代的岩蔷薇也会“重蹈覆辙”，像

上一代母亲那样，在骄阳下让自己与周围的竞争者同归于尽，用身体的大火，为孩子圈出充

足的生长领地，如此代代相传……

○12 在自然界，不止岩蔷薇敢于和命运抗争，南美洲大森林里的“看林人”杜鹃树、生

长在西班牙的自焚树以及我国新疆天山地区的白鲜等，都拥有自燃的无畏本领。

○13 树木的自燃，对森林来说，也不全是坏事。自燃，不仅可以控制森林幼树生长的数

量和速度，而且能淘汰一些病树、枯枝，为森林中各种树木的快速成材提供适合的空间。

○14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里的森林，在自然状态下，每隔 5～20 年就会自燃起火一次，但

是该公园在得到人工保护后，80 年间未发生过火灾。然而，这看似一团和气的背后，却导

致了此地森林的生长过缓，新生林减少。1988 年的那场大火，不仅没有毁灭黄石国家公园，

反而让公园的森林，充满了勃勃生机。

○15 可见，草木的自燃，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自我毁灭，而是一种更有意义的重生。

（作者：祁云校 选自《思维与智慧》2015 年第 10 期，有删改）

11、从文中看，岩蔷薇自私而无畏的“母爱”体现在哪些方面？（2分）

答：寻配题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20&is_app=0&jk=e6155d8a73289db5&k=%CE%F7%B0%E0%D1%C0&k0=%CE%F7%B0%E0%D1%C0&kdi0=0&luki=5&mcpm=0&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b59d28738a5d15e6&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5%2Fview%2D682742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20&is_app=0&jk=e6155d8a73289db5&k=%C9%BD%C7%F8&k0=%C9%BD%C7%F8&kdi0=0&luki=1&mcpm=0&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b59d28738a5d15e6&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5%2Fview%2D682742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20&is_app=0&jk=e6155d8a73289db5&k=%D2%B6%C6%AC&k0=%D2%B6%C6%AC&kdi0=0&luki=6&mcpm=0&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b59d28738a5d15e6&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5%2Fview%2D682742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20&is_app=0&jk=e6155d8a73289db5&k=%CF%E3%C6%F8&k0=%CF%E3%C6%F8&kdi0=0&luki=2&mcpm=0&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b59d28738a5d15e6&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5%2Fview%2D682742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20&is_app=0&jk=e6155d8a73289db5&k=%BE%AB%D3%CD&k0=%BE%AB%D3%CD&kdi0=0&luki=7&mcpm=0&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b59d28738a5d15e6&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5%2Fview%2D682742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20&is_app=0&jk=e6155d8a73289db5&k=%D6%B2%CE%EF&k0=%D6%B2%CE%EF&kdi0=0&luki=8&mcpm=0&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b59d28738a5d15e6&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5%2Fview%2D682742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20&is_app=0&jk=e6155d8a73289db5&k=%C4%EA%BB%E1&k0=%C4%EA%BB%E1&kdi0=0&luki=3&mcpm=0&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b59d28738a5d15e6&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5%2Fview%2D682742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20&is_app=0&jk=e6155d8a73289db5&k=%B6%C5%BE%E9&k0=%B6%C5%BE%E9&kdi0=0&luki=4&mcpm=0&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b59d28738a5d15e6&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5%2Fview%2D6827428%2Ehtm&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20&is_app=0&jk=e6155d8a73289db5&k=%CE%F7%B0%E0%D1%C0&k0=%CE%F7%B0%E0%D1%C0&kdi0=0&luki=5&mcpm=0&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b59d28738a5d15e6&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5%2Fview%2D6827428%2Ehtm&url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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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现在一旦遇上干燥的晴天，外界气温超过 32℃时，在“导火索”骄阳的照耀下，岩蔷

薇就会把自己燃烧成一把壮烈的火炬！（无畏）

2.体现在在这场蓄意的纵火案中，牺牲的不仅仅是岩蔷薇妈妈，生长在她周围的植物，都无

一幸免。（自私）

12、第○12 自然段中划线的部分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其作用是什么？（2分）

答：说明方法题，举例子，具体有说服力的说明了很多植物都有自燃的无畏本领。

13、阅读下面的句子，回答问题。（4分）

因此，在给自己的孩子穿上“防火服”（种子壳外的隔热层）后，岩蔷薇妈妈毅然决然

地选择了自杀式燃烧，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或许，她更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

○1 “自杀式”一词能否删去？结合句子内容说明理由。（2分）

答：说明文语言题，当然不能删啊，自杀式说明了燃烧是自发的，如果删去了燃烧的原

因就变得不明了，与原意不符，这体现了说明文的科学性准确性严谨性。

○2 “退一步海阔天空”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2分）

答：还是寻配题，岩石上的生存空间寸土寸金，谁能占领空间，谁才能获得生存。因此，

在给自己的孩子穿上“防火服”（种子壳外的隔热层）后，岩蔷薇妈妈用自己的退与死，换

取孩子的进与生。

14.作者说：“草木的自燃，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自我毁灭，而是一种更有意义的重生。”

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看法。（3分）

答：从本文来开，草木的自燃是为了后代有更好的生存空间，是为了种族有延续的保证，就

像本文的蔷薇，燃烧自己，杀伤对手，延续了种族，主观上也凸显了母爱的伟大。

（三）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15—19 题。（12 分）

榕树的风度

○1 我爱南国，也爱南国的榕树。

○2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由于唐诗上有这两句，好几位北方及江南的朋友向我

打听过红豆的印象，或托我觅寄过红豆。其实，红豆树虽生于南方，我们常住在南方的人也

不容易见到，未免太罕有，太矜贵了。至于榕树，就完全不同，无论城乡，到处皆有；它同

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对它也就非常谂熟。但奇怪不，它却不大为诗人们所注意和吟咏，

更说不上礼赞与讴歌了。

○3 其实这是不公平的。

○4 榕树，一般都长得很大，两三个人合抱不拢来。它盘根错节，气宇轩昂。它的树干粗

壮，棱角嶙峋，枝桠却光滑平直，有的低层的横枝，一字般平伸出去，竟像一尺多见方的屋

梁，放牛娃可能在上面睡午觉。最可爱的是它那大幅的浓阴，往往盖过半亩地面，不透一丝

阳光，盛夏之时，人们来到榕阴之下，简直要产生“人在清凉国”的感觉。所谓“大树好乘

凉”，真正说起来，只有榕树才当之无愧。南国多炎热，而榕树，就像是大自然有意赐予这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20&is_app=0&jk=e6155d8a73289db5&k=%D6%B2%CE%EF&k0=%D6%B2%CE%EF&kdi0=0&luki=8&mcpm=0&n=10&p=baidu&q=52066088_cpr&rb=0&rs=1&seller_id=1&sid=b59d28738a5d15e6&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47666&tu=u1847666&u=http%3A%2F%2Fwww%2Exzbu%2Ecom%2F5%2Fview%2D6827428%2Ehtm&urlid=0


中小学课外辅导领军品牌

SZ.ZY.COM 第 6 页

儿人们的恩物，它不必到山林中去找寻，而是在村头巷陌，屋旁路边，就可以见到它绿影婆

娑，巍然屹立，好像正在那里等候着乘凉者、需要憩息者的来临。

○5 如果松树有值得称颂的性格的话，那么，榕树的风度却又迥然不同，彼此足以互相辉

映，或者说各有千秋。榕树，它显得魁伟、庄严、恬静、安详。它庄严，但并没有矜持的气

味；它平和，却半点也不见得荏弱。它恬静、安详，却又非常坚韧而强劲。尽管可怕的台风

把松柏连根翻起，榕树仍然牢不可拔；尽管异常的干旱使别的大树枯死掉了，它仍然能够生

存。它根扎得最深，伸得最远，惟其如此，才可以风雨不动安如山。风过榕树的人，都对它

那璎珞流苏一般的须根感兴趣。它们倒垂而下，把榕树装点得更幽然有致，意态横生……正

由于这些千丝万缕、互为表里的地下根和空中气根，保持了榕树生命力的经久不衰，使它显

出一种从容不迫、恬静而平和的风度。倘若树木也能给人以美感的话，那么，榕树那翠珠华

盖般的外形美，和它坚忍不拔而恬静安详的内大美，实在是非常统一调和、独具一格的。同

青松的挺且直，岂不是足以媲美而有余吗？

○6 我敬仰青松，但我却更喜欢榕树。

○7 我常常想起，正是庄严而矜持的榕树，把它的浓阴给予一切的人，总是那么慷慨，那

么无私。当那些“锄和日当午”，汗流浃背的劳动者，到这儿来披襟而坐，吹一阵沁人心肺

的凉风的时候；当赶路累乏了的远行者，到这儿来，呷一口“路铺”的米汤或黄片糖冲的柠

檬水，借以恢复疲劳的时候；当夏日晚凉，邻居好友，同志同窗，三五成群地拿着薄扇，围

拢在一起，享受一天工作之后的余暇，谈天说地评古论今的时候；当一群群少年儿童，携带

着炊具，到野外活动，在这儿找到最理想的营地的时候，人们就更加感到榕树的可爱可亲，

不由得要对它产生一种恒久的、真挚的感情。

○8 我爱榕树，在南国，更甚于爱青松。

○9 柳宗元在柳州时，有一首题为《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的诗，那是抒发他的羁旅愁

怀之作，他所描写的榕树落叶情况，却并不是确切的。榕树落叶情况，却并不是确切的。榕

树二月确实要落叶，但它一边落，一边又长出新叶来了，榕树的叶是那么浓密，一年四季也

没有“落尽”的时候。正像它不曾有过因气候的变化而枯槁，它从来也不曾因风雨冰霜的侵

袭而变成秃顶。任凭风吹雨打，它总是并不减损它那一树绿云，巍巍矗立的丰姿。

○10 榕树的寿命很长，很长。假如它们会说话，那么，让它们来讲述一个村、一个乡、一

座城市的沧桑变化史那该多饶有兴味啊。桂林的溶湖，因榕树得名，据说现在湖边那株大榕

树，当年曾系过黄庭坚贬官南平的行舟，这样算来，就已活了将近一千岁了。阳朔明月峰前

的古榕，则相传是晋代的遗物。在我的故乡博白，它们与五十年前并无两样，仍然枝荣叶茂，

处在它们的青春时期……

○11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榕树，了解榕树，并从内心里十分欣赏它的吧。

○12 南国的风光是美好的，南国的榕树令人喜爱、眷恋、难忘。我想随着时光的迈进，将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榕树，了解榕树，并从内心里十分欣赏它的吧。（作者：秦似 选自

《中国最美的科学散文》）



中小学课外辅导领军品牌

SZ.ZY.COM 第 7 页

15、读完全文后，你认为文中的榕树具有哪些风度？作者分别从哪几个方面描写了榕树的风

度？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4分）

答：概括题，魁伟、庄严、恬静、安详，分别对应的方面是生命力，奉献和无私、风吹雨打

并不减损，寿命很长。

16、结合语境，赏析文中画线的句子。（2分）

答：赏析题，运用了排比的手法，突出强调了榕树的不凡气度的魁伟、庄严、恬静、安详，

表达了作者对榕树的爱。

17.第○3 自然段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请从结构与内容上分别概括。（2分）

答：段落赏析题，过渡，上承接榕树不被赞美，下面开启对榕树的赞美。

18.文章写“榕树的风度”，却多次提到榕树（青松），这样安排有什么作用？（2分）

答：写作手法题，对比，通过松的描写突出松树风吹不折，无私奉献的气度，表达作者对榕

树的爱。

19.作为广西博白人，作者与榕树之间的情感可谓非同寻常，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情有

独钟”，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所钟情的事物。请选择一种你最钟情的事物，借以抒发你的某

种独特情感（50 字左右）。（2分）

答：考察象征手法，言之有理即可。

四、本大题共 1小题，共 4分。

20、《伊索寓言》往往简洁客观地叙述一个故事，最后以一句话画龙点睛地揭示____○1 ______,

《狐狸和山羊》写的是掉在井里的狐狸哄骗山羊下井，然后踩着山羊背跳出井底，却仍下山

羊不管的故事，警示人们______○2 ____。《乌龟与老鹰》通过乌龟非要学飞翔不可，结果摔

死的悲剧。说明______○3 __。《骆驼与宙斯》批评___○4 _______。都对人们有教育意义。

答：这种都是靠背的，考试前就说了这个会考，看书后面的附录。

五、本大题共 1题。共 43 分（作文内容 40 分，书写 3分）

21、命题作文。

人生如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因此，生命也会有起有伏，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

的风波。

请以“风波”为题作文。

要求：（1）写生活中一件突发事情。（2）不少于 600 字。（3分）

风波，主题是抒情、喻理都可以。

对象，显然是事件。

结构，注意心理线索的变化，没有心理变化线索的风波不是好风波。这学期我们所有

作文都围绕这个训练的。尤其是第三讲欲扬先抑。

表达：综合使用语言、动作、神态、心理描写突出文章波折，通过波折展现主题。

作文评价，大家都有素材，都会写， 但表达和结构是重要的分数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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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这套语文卷难题和中档题拉的很开，难题真的有难度，简单的题，地球人都不会错，

是一套得高分和得低分都不容易的，想让大家都差不多心态好好过年的试卷。难点在于阅读

理解，小伙伴们加油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