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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八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试卷及分析

南山区统考

第一部分 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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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 D ）

A、绮．丽（qǐ） 寒噤．（jīn） 追溯．（sù） 风雪载．途（zài）

B、繁衍．（yǎn） 诘．问（jié） 镂．空（lóu） 啸．聚山林（xiào）

C、颠沛．（pèi） 尴．尬（gān） 伧．俗（cāng） 连声诺诺．．（ruò）

D、瓦砾．（lì） 殷．红（yān） 嶙．峋（lín） 销声匿．迹（nì）

答案：A.jìn B.lòu C.nuò

2.请选出下列句子中加点成语运用无误的一项（ B ）

A、她在学习上能够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B、面对达官贵人，他们低眉顺眼．．．．；面对平头百姓，他们凶面獠牙。

C、肥沃的黑土层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减少了一半，照此速度，部分黑土层或将在几十年后

销声匿迹．．．．。

D、这家西餐厅的大厨们全都经过严格训练，能够将世界各地的美食演绎得绘声绘色．．．．。

答案：A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办法。

B.低眉顺眼:低着眉头，两眼流露出顺从的神情。形容驯良、顺从的样子。

C.销声匿迹:指隐藏起来，不公开露面。

D.绘声绘色:把人物的声音、神色都描绘出来了。形容叙述或描写生动逼真。

3.请选出下列句子表达没有语病的一项（ A ）

A、当山林中的老枫树伸开它依然绿着的手掌时，我想起大慈大悲的千手观音。

B、今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不久前落下帷幕，四川省内大量考生报考邮政系统，成为最热门

岗位。

C、农民工返乡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广泛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

D、为了避免 QQ 用户的信息不被犯罪分子盗用，腾讯采用了许多相应的安全措施。

答案:B.成分残缺 C.语序不当 D.避免……不被

4.请选出下列选项中排序正确的一项（ C ）

①“水立方”采用的 ETFE 膜，只有一张牛皮纸厚，捧在手上轻若鸿毛；

②此外，它的耐火性、耐热性也非常出色；

③然而这种膜的耐压性非常强，正常状态下，一辆小汽车开过去膜都不会被压破；

④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膜结构来进行全封闭的大型公共建筑；

⑤ETFT 膜的延展性也很好，它可以被拉伸到自身的三到四倍也不会断裂。

A、①④⑤③② B、①⑤④②③

C、④①③⑤② D、④⑤③①②

5.请选出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B )（2 分）

A 《爱莲说》的作者刘禹锡，北宋哲学家，著名诗人。

B 《桃花源记》是东晋伟大文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选自《陶渊明集》。通过对桃花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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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不满。

C “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一句中有 3个介词。

D 新闻的结构的五部分是标题、导语、主体、背景和结语，导语是新闻的躯干，扼要地揭示

新闻的核心内容。背景和结语有时可以暗含在主体中。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二、本大题共 1题，每空 1分，共 10 分

6. 请在下列横线上面填写相应的句子。（10 分）

（1） 荡胸生层云 ，决眦入归鸟。（杜甫《望岳》）

（2）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 。（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3）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

（4） 牧人驱犊返 ，猎马带禽归。（王绩《野望》）

（5） 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归园田居》）

（6）征蓬出汉塞， 归雁入胡天 。（王维《使至塞上》）

（7）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 讲信修睦 。

（8）李白《渡荆门送别》中描绘月映水中，云霞飘飞美景的诗句是： 月下飞天镜 ，

云生结海楼 。

三、本大题共三段阅读，共 11 题，共 33 分

（一）阅读甲乙两篇文言文，完成 7-9 题。（9分）

【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

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节选自《陋室铭》）

【乙】王欢字君厚，乐陵人也。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虽家无斗

储，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而谓之曰：“卿不闻朱买臣妻邪?”

时闻者多哂．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

（节选自《王欢守志》）

【注释】：耽：极爱好。

斗储：一斗粮食的贮存。

意怡如：内心还是安适愉快的。

7.解释加点的词。（2分）

①有仙则名． 出名．． ②无案牍之劳．形 使……劳累

③不营．产业 谋求 ④时闻多哂．之 讥笑

8.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文。（4分）

①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这是简陋的房子，只是我品德高尚 ，（就不感到简陋了 ）

②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 王欢志向更加坚定 终于成为了一个博学的人

9.【甲】文中的刘禹锡和【乙】文中的王欢都安贫乐道，其具体表现有什么不同？（3分）

甲文刘禹锡甘居陋室，情趣高雅，怡然自得。乙文王欢甘守贫困，专心治学，终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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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下面选文，回答 10-12 题。（9分）

调好你的“食物钟”

(1)中学上生物课的时候就听老师讲过“生物钟”。生物钟是人体的一套复杂的调节机

制，以 24 小时为周期，掌管着生物的“觉醒”与“睡眠”节奏。但也许你还不知道，人体

中除了管理睡觉的生物钟，还有个管理“吃东西”的食物钟。

(2)食物钟，顾名思义，主要负责调节我们的进食、消化和营养摄取的时间。通常情况

下，食物钟与生物钟是一致的，日常的运作程序几乎．．与生物钟保持着同步。人的大脑、胃和

肝等内脏器官中都有感受器，可以接受食物钟传递的信号，这种信号一般被称为“食物相关

的生物节律器”。我们到了一定时间就会饿，就会想吃东西，其实就是食物钟在提醒我们该

吃东西了；而吃饱了，食物钟又会提醒我们，你该停止吃东西了！依赖食物钟的调节，我们

才有了一日三餐的吃饭习惯。

(3)近日，加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论文指出，人体有一种叫做 PKCγ的基因，这种基

因可以协助调控食物钟。PKCγ基因是怎么调节食物钟的呢？原来，人体内有一种生物钟蛋

白 BMAL1，PKCγ基因可以结合 BMAL1 使其结构更稳定，然后共同结合在该蛋白上，促进周

期基因和隐色素基因的节律性转录，由此调节人体内的食物钟，进而管理人们吃饭的时间。

(4)食物钟对人体健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食物钟发生紊乱，健康会受到影响。研究发

现，食物钟紊乱会导致胰岛素紊乱，可能增加糖尿病和肥胖的风险，还与心血管疾病存在一

定联系。但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是会扰乱食物钟，甚至造成食物钟紊乱。哪些饮食习惯会

造成食物钟紊乱呢？目前，常见的可能导致食物钟紊乱的饮食习惯有：不吃早餐、节食、暴

饮暴食等。

(5)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晚睡晚起，生活毫无规律，早上都不怎么吃早餐。其实，每天

吃早餐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倡导的一种促进健康的行为，但还是常常被人们忽视。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曾对广州、上海和北京三地区城市居民早餐行为进行询问调查。结果发现，

这三地区的居民早餐就餐率在 74. 8%～90. 5%之间，35 岁以下的调查对象不吃早餐的人数

较多。大量研究发现，经常不吃早餐会干扰食物钟，也会给健康造成影响。台湾研究发现，

每周吃早饭次数低于一次的人，肥胖的几率更高；哈佛大学研究发现，不吃早餐的人患糖尿

病的风险也更高；在儿童心血管健康方面的研究发现，长期不吃早餐还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

(6)节食，通常在爱美的女士中比较多。但节食其实不利于减肥，它通常指在短期内会

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而从长期来看，节食减肥会很快反弹甚至使人更胖，这个可能与食物

钟紊乱有关系，节食造成饮食紊乱，很多人就不能够很好的控制她们的食量，导致体重减轻

后食量反而增加，更容易发胖。

(7)暴饮暴食，主要就是指平时吃东西没有节制，大量进食。每到节假日，亲朋好友总

会聚餐，节假日里大吃大喝是难免的。但研究发现，节假日暴饮暴食会给食物钟调控基因增

加负担，进而可能扰乱食物钟，也会给健康增加隐患。所以，就算是过节，我们还是最好保

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亲朋好友聚餐时尽量多一些跟感情的交流，而不是只顾着多吃一些美食。

(8)当然，目前关于食物钟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人们所知也很少，还需要继续深入研

究。不过，坚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有利于维持良好的食物钟，让“人体机器”更有效的运行，

对健康更是有极大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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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文按照什么说明顺序说明了怎样的中心内容？（3分）

本文按照逻辑顺序说明了食物钟的含义，协助调控食物中的基因，食物钟紊乱带来的后果及

建议。

11.第⑤段划线句子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3分）

举例子（1分）具体说明了经常不吃早餐会干扰食物钟，也会给健康造成影响。

12.第②段中划线的词“几乎”能不能去掉？为什么？（3分）

“几乎”说明了食物钟日常的运作程序与生物钟差不多保持着一致，删去后表示两者的运作

程序完全保持同步，与实际不符。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三）阅读下面选文，回答 13-17 题。（15 分）

乡土情结

(1)“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

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过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辽阔的空间，悠邈

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这就是乡土情结。

(2)人生旅途崎岖修远，起点站是童年。人第一眼看见的世界，就是生我育我的乡土。

他从母亲的怀抱，父亲的眼神，亲族的逗弄中开始体会爱。乡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

融化为童年生活的血肉，不可分割。而且可能祖祖辈辈都植根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悲欢离

合的家。在听祖母讲故事的同时，就种在小小的心坎里。邻里乡亲，早晚在街头巷尾、桥上

井边、田塍篱角相见，音容笑貌，闭眼塞耳也彼此了然，横竖呼吸着同一的空气，濡染着同

一的风习，千丝万缕沾着边。一个人为自己的一生定音定调定向定位，要经过千方百计的探

索，前途充满未知数，但童年的烙印却像春蚕作茧，紧紧地包裹着自己，又像文身的花纹，

一辈子附在身上。

(3)“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但人是不安分的动物，多少人仗着年少气盛，横

一横心，咬一咬牙，扬一扬手，向恋恋不舍的家乡告别，万里投荒，去寻找理想，追求荣誉，

开创事业，富有浪漫气息。有的只是一首朦胧诗，为了闯世界，多数却是沉重的现实主义格

调：许多稚弱的童男童女，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要求，被父母含着眼泪打发出门，去串

演各种悲剧。人一离开乡土，就成了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飞舞的秋蓬，因风四散的蒲

公英，但乡土的梦，却永远追随着他们。浪荡乾坤的结果，多数是少年子弟江湖老，黄金、

美人、虚名、实惠，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4)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但百余年来，许多人依然不得不离乡别井，乃至漂洋

过海，谋生异域，出国华工不下千万，足迹遍世界。美国南北战争以后，黑奴解放了，我们

这些黄皮肤的同胞，恰恰以刻苦、耐劳、廉价的特质，成了奴隶劳动的后续部队，他们当然

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叫人权。为了改变祖国的命运，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发轫于美国檀香

山。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很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改革开放后的出国潮，汹涌澎湃，方兴

未艾。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并不取决于地理距离的远近。我们第一代的华侨，含辛茹苦，寄

籍外洋，生儿育女，却世代翘首神州，不忘桑梓之情，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都做了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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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奉献。

(5)“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此中情味，离故土越远，就体会越深。科学

进步使天涯比邻，东西文化的融合交流使心灵相通，地球会变得越来越小，但乡土之恋不会

因此而消失。

13. 既然“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为什么有些人又要告别家乡?选用文中语句作答。

（3 分）

(1)寻找理想，追求荣誉，开创事业(2)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要求

14.请赏析：（3分）

“人一离开乡土，就成了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飞舞的秋蓬，因风四散的蒲公英。

但乡土的梦，却永远追随着他们。”

这句话用比喻、排比的修辞。(1 分)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游子们孤独无依的境况，从而

突出他们对故乡的眷恋之情。(1 分)

15. 文章开头引用王维诗的作用是什么?（3 分）

中国传统文化中，思乡情结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须扣住“思乡情浓”含义，1 分)引

出下文。(1 分)

16.标题改为“乡土情感”好不好？为什么？（3分）

不好，因为“乡土情结” 强化这种情感的永恒、深刻、不易化解的特点

17.请结合上文谈谈你对家乡故土的理解。（3分）

答案略

四、本大题共 2题，共 4分

根据你的名著积累，完成第 18-19 题。（4分）

他在生活底层长大，后来和战士们一道跃马挥刀，南征北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

自然环境顽强斗争；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克服困难从事创作，继续为党和人名工作。他

的那段“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的名言，成为一代人的座右铭。

18.他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作者是 奥斯特洛

夫斯基 。（2分）

19.他是谁？在他的身上凝聚着那个时代哪些最美好的精神品质？（2分）

保尔•柯察金， 坚韧不拔的精神，钢铁一样的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

五、本大题共 1题，共 43 分

20.写作，写作 40 分；书写，3分。

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美丽，不同的视角可以看出不同的美丽。有人说小草也美丽，落叶

也美丽，残月也美丽；也有人说平凡也美丽，朴素也美丽，简单也美丽；还有人说挫折也美

http://www.haosou.com/s?q=%E4%B8%BA%E4%BA%BA%E6%B0%91%E6%9C%8D%E5%8A%A1&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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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失败也美丽，苦难也美丽……

请以“ 也美丽”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①请先把题目补充完整；

②有真情实感，力求有创意；

③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④字数在 600-800 之间；

⑤文章中不要出现真实的校名和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