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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2016 年八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试卷及分析

（福田区统考）

一、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1、请选出下列加点字注音完全正确的一组（ B ）

A寒噤．（jìn） 绮．丽（yǐ） 取缔．（dì） 风雪载．途（zài）

B 颓．唐（tuí） 吊唁．（yàn） 脊．椎（jǐ） 销声匿．迹（nì）

C藩．篱（pān） 镂．空（lòu） 伎俩．（liǎng） 物竞．天择（jìn）

D 殷．红（yīn） 推崇．（cóng） 奔丧．（sāng） 气息奄奄．．（yǎn）

分析：A选项,绮丽应读 qǐ lì;B 选项，全对；C选项，藩篱应读 fān lí，物竞天择应读 jìng;D

选项，殷红应读 yān hóng，推崇应读 tuī chóng,气息奄奄，应读 qì xī yān yān。

2、请选出下列加点的词语使用有误的一项（ D ）

A、李师傅举起刷子，啪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得天衣无缝．．．．，刷过去的墙面，真好比平平

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

B、一旦发生大地震必将引发海啸，众多沿海著名城市将同时受灾，成千上万居民在劫难逃．．．．。

C、春夏秋冬，植物的生长荣枯，周而复始．．．．，年年如此。

D、他长着一双低眉顺眼．．．．，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乖巧的孩子。

分析：D选项，低眉顺眼的意思是：低着眉头，两眼流露出顺从的神情。形容驯良、顺从的

样子。是一个形容神态的词语，不是名词，不能说长着一双低眉顺眼。

3、请选出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 A ）

A、“中国科技第一展”——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是中国规模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

B、作文写好以后，我们要学会把不正确的错别字改正过来。

C、最近全国各地加大了对醉酒驾车的惩处力度，为的是避免那些悲惨的交通事故不再发生。

D、在本届世乒赛上，经过运动健儿们的奋力拼搏，再次赢得了男子团体冠军。

分析：A选项，无误；B选项，“不正确的”与“错别字”语义重复；C选项，“避免”“不再

发生”双重否定，表肯定，句意变为了要发生。D选项，缺少主语，“经过”多余。

4、请选出下列句子排序正确的一项（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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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示庆祝、致敬，展现部队建设成就，并可壮观瞻，振军威，鼓士气。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多次举行盛大的阅兵，接受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检阅。

③大阅兵是对武装力量进行检阅的仪式。

④早在公元前，中国周朝和古埃及、波斯、罗马等国已有阅兵活动。

⑤通常在国家重大节日、迎送国宾和军队出征、凯旋、校阅、授旗、授奖，大型军事演习时

举行。

A④②③⑤① B③④②⑤① C③⑤①④② D④③②①⑤

分析：第 3 句中开头有主语，适合放在第一个；接第 5 句比接第 1 句更合适；剩下的第 2

句和第 4句按照从古到今，一次先 4再 2。

5、请选出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 B ）

A、《阿长与<山海经>》选自鲁迅的散文诗集《朝花夕拾》

B新闻，又称消息，其结构可分为五部分：标题、导语、主体、背景、结语。新闻的表达方

式主要是叙述，有时兼有议论和描写。

C、《三峡》选自《水经注》，作者是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水经注》是我国古代最全面、

最系统的综合性文学著作。

D、“让他们圆大学梦。”这个句子中的“圆“为形容词。

分析：A选项，《朝花夕拾》不是散文诗集，而是散文集；B选项，无误；C选项，《水经注》

是地理著作，不是文学著作；D选项，“圆”应该是动词。

二、本大题共 1题，每空 1分，共 10 分。

6、请在下面横线上填写相应的句子。

（1）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2）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3）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4）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5）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6）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

（7）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8）“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汉乐府《长歌行》中写江水东流不返，正如人的青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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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一去不复返，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苏轼面对着西流的兰溪水，却产生奇妙的遐想：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体现了作者在贬谪期间旷达振作的

精神状态。

分析：本次古诗文默写题考得较简单，诗七空，词两空，文言文一空，共十空。其中三空虽

为理解性默写，但实际上也给出了上下句，比直接默写反而更简单。

三、本大题共三段阅读，共计 11 小题，共 33 分。

（一）阅读甲、乙两则文言文，完成 7—9 题。（10 分）

〖甲〗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甚)爱牡丹。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

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

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周敦颐《爱莲说》）

〖乙〗自古人知贵兰，不待楚之逐臣①而后贵之也。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②之

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是所谓“遁世无闷，不见③是而

无闷”者也。兰虽含香体洁，平居与萧艾不殊。清风过之，其香蔼然，在室满室，在堂满堂，

所谓含章以时发者④也。 （黄庭坚《书幽芳亭记》）

注释：①楚之逐臣：即屈原。②薄丛：贫瘠的丛林。③不见：不被人知道

④含章以时发者：藏善以待时机施展自己。

7、解释下面加横线词语。

（1）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亲近而玩弄） （2）陶后鲜有闻（少）

（3）是所谓“遁世无闷（这） （4）平居与萧艾不殊（没有不同）

分析：四个词语解释，表面看，两个是课内的，两个是课外的，但实际上第 3题，“是”常

见的两个意思（1.表判定，如我是中国人；2.此，这。）是老师课内经常会讲到的文言词汇。

第 4题有些难度，但如果能结合上下文，揣度一番，也能得出答案。

8、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答：我只喜欢莲花从淤泥中生长出来却不受沾染,经过清水的洗涤却不显得妖媚。

（2）不为无人而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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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因为缺少他人的观赏而停止芬芳。

分析：一句课内，一句课外。课内不能丢分，课外的也较简单。

9、甲文把“莲誉为“花之君子”，乙文赞兰“甚似乎君子”，周敦颐和黄庭坚分别借助“莲”

和“兰”想表达什么感情？

答：周敦颐借助莲表达自己虽处在世俗之中，却不被世俗所玷污高洁傲岸的情操；黄庭坚则

借助兰来表达自己含蓄不张扬，不为无人欣赏而愁闷，遭受打击也不该本性的高尚品格。

分析：已经知道莲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特点，只

需从课外文言文中总结出兰所具有的特点即可回答完整。注意关键词“分别”，不能答它们

的共同点。

（二）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10-12 题

鹰击-12 反舰导弹

今年 9月 3日，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我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此次

阅兵张世德武器装备均为国产主战装备，84﹪是首次亮相，充分展示我军建设得新发展、新

成就、新面貌。

由于受场地环境所限，海军武器装备仅能展示舰载武器。其中，鹰击-12 这一重型超音

速反舰导弹正式亮相。

鹰击-12 反舰导弹（又名 YJ-12）属中国最新的反舰导弹，也是目前为止．．．．最为神秘的反

航母利器。

鹰击-12 反舰导弹采用了中国最先进的四进气口一体式冲压喷气超音速反舰导弹，分别

均匀对称布置在弹体周边，弹翼采用可折叠式 X布局，弹头采用略尖的抛物线气动外形，这

种布局的好处是，当导弹进入高机动飞行模式时。至少会有两个进气道保持正常进气，在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末端的突防能力。

鹰击-12 是 GPS＋“北斗”联合卫星制导＋末端宽频主动雷达系统，具有极高的命中精

度。这种导弹发射后先爬升到一定高度的高空，通过数据链接收来自己方预警雷达的第一次

目标参数确认，制导系统将参数发送给飞行控制系统后，导弹开始下降飞行高度进入低空巡

航状态静默飞行，速度为 1.5 马赫。高度 12-15 米。鹰击-12 反舰导弹重量在 2-2.5 吨之间，

弹长约 7米，飞行速度可达 4.0 马赫，射程大约在 400 公里，鹰击-12 如果集中进行“饱和

攻击”破坏力将更加惊人。从作战用途看，鹰击-12 可通过更换导引头的方式，执行反舰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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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反雷达作战，打击方式非常灵活。

对于鹰击-12 载机的选择，最早亮相的是“飞豹”歼击轰炸机，“飞豹”载弹能力强、

航程远、其充足的机体空间和较大的外挂能力非常适合改装为重型导弹载机。“飞豹”的作

战半径为 1650 公里，加上该导弹 400 公里的 射程，将对中国东、南沿海方向潜在的敌人造

成巨大威慑，也有能力威胁第二岛链内外的敌方海上目标。海空军已经大量装备的苏-30MKK、

歼-16、轰-6G/K 等机型，也是鹰击-12 的理想载机；在作战半径上，这三者要比“飞豹”更

大一些，能在更大范围内遂行反航母和反舰作战任务。

由于鹰击-12 重量较大，即使“飞豹”这样挂载能力比较大的战机，也仅能携带两枚鹰

击-12，换装了新型发动机的轰-6G/K 也只能携带四枚。

与鹰击-18 远程反舰导弹相比，鹰击-12 导弹的射程略近一些（400 公里最大射程须采

用中高空巡航导弹，容易被拦截），但战斗部威力更大，且由于全程高速飞行，有利于提高

攻击命中率和缩短敌舰防御时间。

虽然媒体一度热衷炒作该导弹为“航母杀手”，但由于射程有限等因素，这项“桂冠”

对于鹰击-12 来说显然过于沉重了，不过，它是一种敲开航母编队外围防御的有效武器，可

以用于攻击航母编队的护航舰艇——苏联当年设计“马斯基特”导弹的目的也是如此。

10、为什么说鹰击-12 反舰导弹是目前为止最为神秘的反航母利器？（4分）

答：因为鹰击-12 反舰导弹首次正式亮相，它设计布局很先进，反应飞行速度快，打击方式

灵活，有理想的载机相匹配。

分析：该题一如传统，考文章内容，着重考察孩子的概括能力。

11、第 6 自然段划线句子采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何作用？（3分）

答：第 6自然段划线句子采用了作比较的说明方法。将“苏-30MKK、歼-16、轰-6G/K”这三

种机型与“飞豹”进行比较，突出这三种机型作战半径大，更适合作为鹰击-12 载机的特点。

分析：该题考察说明方法及其作用，而且考的是考频最高的“作比较”这一说明方法。该题

有固定答题格式，难度较低。

12、第 3 自然段加点词“目前为止”能不能删掉？为什么？（3分）

答：不能删掉。“目前为止”表时间限定，意思是截止到现在，不包括未来。如果去掉“目

前为止”，意思则变为了一直都是最神秘的，与事实情况不符。这个词体现了说明文用语的

准确性、周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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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该题考察说明文语言特点。答题四个步骤，只要你会分析，答得完整，这道题就相当

于送分题了。

（三）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13-17 题。（13 分）

不发言，扛过去

有一次长途旅行，我坐的是卧铺。旅途漫漫，除了看书、听歌，最好的消遣方式就是看

人。

一列火车上有很多人，每个人都带着疲惫的神情，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聊得投机的话，

或许一刻钟之内就知道了对方的秘密；也可能只是沉默，或许你到了自己下车的那一站，还

对周围的人一无所知。

了解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认真去观察过一些东西。

故事发生了很久，有三年多了，今日才突然想起来，是因为最近很多事情使我感触颇多，

面对种种无言，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

我对面的下铺，是一个妇人，30 岁出头，穿了一套运动装，躺在卧铺上一动不动。

刚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渐渐发现，她每隔十几秒，身体就会不自觉地抽搐，然后她就

顺势做着掩饰尴尬的动作，比如手突然抽了一下，她会顺势用手背擦擦汗。

渐渐所有的人都发现了这一事实，而她依然在努力克制自己的不自觉抽搐，同时努力去

掩盖自身的缺陷。周围的人虽然不再看她，但心里一定在想：她究竟是怎么了？猎奇心理愈

发严重。

列车在夕阳中驶入隧道，进入夜晚。对面的妇人早早入睡，但仍止不住身体的痉挛。更

为严重的是，她躺下之后的抽搐使得气管也发出尖厉的声音。

那个晚上我在半梦半醒中度过。

第二天一早，我见对面的妇人已经醒来，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这时从车厢另一头走过

来一个推销员，开始推销自己的产品。本来觉得无所谓，但我突然想到，如果推销员向对面

的妇人推销的话会怎样。

似乎人人都有这种感觉，气氛也变得紧张。

一抬头，推销员果然坐到了妇人对面，我也开始紧张起来。

紧张的原因不是怕妇人把推销员吓到，而是怕她克制不住自己的抽搐，而伤了自尊。从

她不停的掩饰里，我看得出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

3秒，5 秒，8秒，10 秒……推销员一句一句地说，我担心她不能控制住自己，心里也



中小学课外辅导领军品牌

SZ.ZY.COM 第 7 页

在盼着时间快点过去。

15 秒过去了，30 秒、60 秒过去了，我第一次发觉时间过得这样慢。

妇人一言不发。推销员觉得无趣，起身走向另一节车厢。

推销员刚走开 5米，妇人又开始控制不住地抽搐，她的手依然在空中画了一个圈，继续

擦拭没有汗的脸……

这段记忆被我写在了某本小说里，每次扛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想一遍这个故事。那天，

在她扛过推销员推销的两分钟后，我哭了，拿出一本小说，遮住了自己的脸。也不知道为何，

就觉得自尊伟大，其实更应该说是人性的胜利。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双眼睛看着她，也不知

道多少人和我有类似的想法。

至今，我仍很爱乘火车，在卧铺上，靠在枕头上看书，或听着铁轨的声音，沉沉睡去。

如果我爱上谁，我们一定要乘火车去很远的地方，一路都是风景，包括思考时呈现的风

景。

13、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故事情节（2分）

答：文章叙述了三年前在“我”乘坐的一列火车上，一个女人在众人面前努力掩饰自己的病

症，维护自己尊严的感人故事。

分析：第一题，仍然考概括文章内容的能力。注意概括故事时尽量答全六要素。

14、第 13 段中写道“我看得出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文中哪些地方体现其“自尊心极

强”？（3分）

答：她每隔十几秒，身体就会不自觉地抽搐，然后她就顺势做着掩饰尴尬的动作，比如手突

然抽了一下，她会顺势用手背擦擦汗。推销员推销时，她一言不发；推销员走后，她才控制

不住地抽搐。这些描写都体现了“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

分析：此题为寻配体，到文章中，能找到适配的答案，最多也只是简单概括一下。

15、自选一个角度赏析第 14 自然段。（2分）

答：文章不直接写 10 秒或 60 秒过去了，而是从 3秒开始数，这样的写法，写出了过程的艰

难，给人以局促感，更能体现女人强忍的痛楚以及“我”的不忍。

分析：这道题难度较大，没有限制往往会导致孩子没有头绪。该题答案不唯一，既可以如上

从读秒上分析，也可以从描写方式或抒情方式的角度进行分析。

16、题目“不发言，扛过去”有何含义？（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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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发言，扛过去”表面指的是，文章中女人面对推销者的推销，一言不发，强忍痛楚，

硬生生扛到推销员离开。实际上指的是人应当有尊严地活着，遇到挫折，少说多做，坚定意

志，咬牙挺住。

分析：从题目的作用来看，这个标题既简单的概括了文章中女人的所作所为，又具有一定的

深层含义，需要孩子们仔细体味。

17、文中的妇女为了维护自尊，“扛”了两分钟不抽搐，取得人性的胜利。请问你有过哪些

“扛”的经历呢？又是为何而“扛”？请把它写下来。（不超过 50 字）（2分）

答：记得小时候曾经和爸爸妈妈一起做家务活，东西很多很杂，我本已累得不想继续做了，

但因为做活前已经夸下海口，只能硬生生的“扛”到了最后。

分析：这道题有几个要点：1.符合维护尊严的自己的经历；2.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3.

过程一定要艰难地扛过去。符合以上几点，语句通顺，语意明确即可。

四、本大题共 2小题，共 4分。

1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在于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一无产阶级

英雄形象。

19、坐了许久，他偷偷的用那只大的黑手向腰间摸了摸。点点头，手停在那里；待了会，手

中拿出一落儿钞票，数了数，又极慎重的藏回原处。

他的心完全为那点钱而活动着：怎样花费了它，怎样不教别人知道，怎样既能享受而又安全。

他已不是为自己思索，他已成为钱的附属物，一切要听它的支配。

以上文段选自老舍的长篇代表作《骆驼祥子》。文段中所写的人物是（祥子），其在选文中体

现出来的性格特点是（狡猾、自暴自弃、好占便宜）。

分析：如果你知道这学期名著阅读要考哪两本书，他们的主人公分别是谁，这四个空里，你

至少能填对三个了。最后一空有点难，因为祥子的性格是分为前期和后期的，你要足够了解

书里的内容或足够机灵，才能判断这段话是选自书本的前期祥子自力更生赚钱，还是后期祥

子偷奸耍滑借钱骗钱。

五、本大题共 1小题，共 43 分（作文 40 分，书写 3分）

20、半命题作文。

当你呱呱坠地时，一双神圣的手接住了你；当你踉跄学步时，一双有力的手牵引着你；当你

伤心失意时，一双温柔的手拥抱着你；当你奋力攀登时，一双壮实的手托举着你……从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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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你在亲人、老师、同学、朋友等人的帮助下，一步步成长。

请你以“一双＿ 的手”为题写一篇作文

要求：（1）把题目补充完整；（2）600 字以上，900 字以下；（3）不要出现真实的校名和姓

名。

分析：这是一篇半命题作文。从文章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横线上应该填与“神圣”、“有力”、

“温柔”、“壮实”同类型的形容词，而且这双富有特点的手还能见证你的成长。可以是某个

事例中看出你长大了，也可以是多个事例中，这双手给予你成长的帮助与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