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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九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试卷及分析

福田区统考

第一部分选择题

1.请选出下列加点字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A）

A.狡黠．（xiá） 怪癖．（pǐ） 字帖．（tiè） 面面相觑．（qù）

B.褴褛．．（lán lǚ） 恣睢．．（zìsuī） 佝偻．．（gōu lóu） 锲．而不舍（qì）

C.勾．当（gòu） 诓．骗（kuāng） 襁褓．．（qiáng bǎo） 咬文嚼．字（jiáo）

D.作揖．（yī） 拮据．．（jié jū） 煞．白（shā） 恪．尽职守（kè）

分析：A选项，全对;B 选项，锲．而不舍，应读 qiè;C 选项，襁．褓，应读 qiǎng;D 选项，煞．白，

应读 shà。

2.请选出下列句子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D）

A.别的学生都在抓紧时间汲取知识，他却苦心孤诣地沉迷游戏，父母为此忧心如焚。

B.最近，不法分子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实施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令人叹为观止。

C.2015 年 11 月 26 日，在深圳少年宫举办的福田教师专场演出堪称视听盛宴，老师们的表

演精彩绝伦，美轮美奂。

D.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员干部中那种对群众疾苦无动于衷的现象基本消失了。

分析：第 2题是本次考试基础题中的亮点，难度增加，考察了成语的意思、感情色彩及适用

对象。A选项，指苦心钻研到了别人所达不到的地步，也指为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煞费苦

心（褒义）。

3、请选出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C）

A、为了全面提升办学水平，育才学校决定加快创建文明校园的规模与速度。

B、随着对各区的深入调查，使专家组对深圳义务教育达标状况有了全面了解。

C、深圳城管委建议在地铁站周边设置非机动车收费车位，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D、能否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让他们快乐成长，是我国中小学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A、搭配不当，加快创建文明校园的规模与后面的速度不搭

B、缺少主语，去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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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两面对一面

4、请选出下列句子排列顺序正确的一项。（B）

○1 就像黄牛，肚子里没有青草，拿什么反刍？

○2 网络时代，点击率成了判断标准和不二法门，而在杂且多的信息当中飞来飞起的眼球，

其实并未收获几多真知。

○3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反省，而自觉自省的前提，是对传统文

化基本的认知和积累。

○4 沉迷网络，缺乏这种自觉的所谓知识分子，充其量不过是“知道分子”而已。

○5 网络人的头脑，基本是杂乱信息的跑马场。

○6 胸无点墨，何以自觉？

A、○6 ○3 ○1 ○2 ○5 ○4 B、○3 ○6 ○1 ○2 ○5 ○4

C、○2 ○5 ○4 ○3 ○6 ○1 D、○3 ○6 ○2 ○1 ○4 ○5

考点：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能力层级为表达运用上。

5、请选出下列各项中说法正确的一项。（A）备注：其实严格上说商山早行也不是古体诗。

A、“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下决心求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

叔的信。”这个句子是一个单句。

B、《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者司马

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C、“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这个句子用了

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

D、中国古代诗歌大体可以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类。白居易的《观刈麦》和温庭筠的《商

山早行》都是古体诗。

A、识记 了解并记忆学过的语文知识和学习材料，能准确地再现和重现。（认读汉字，了解

文学常识，背诵常见的名句名篇）最基本的能力等级。

B、理解 领会所学的语文知识和学习材料的基本特征和主要意义，并作简单的解释说明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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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C、应用 把学到的语文知识和能力运用到新的语文实践中，比较灵活地解决不同情况的听说

读写的实际问题。

D、鉴赏评价 对文学作品的赏析，对作品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评价。欣赏作

品的形象与内涵。

二、本大题共 1小题，每空 1分，共 10 分。

6、请在下面横线上填写相应的句子。

（1）右手秉遗穗，____左臂悬敝筐_(白居易《观刈麦》)

（2）__锦帽貂裘____，千骑卷平冈。（苏轼《江城子》）

（3）____物是人非事事休_,欲语泪先流。（李清照《武陵春》）

（4）__八百里分麾下炙________,五十弦翻塞外声。（辛弃疾《破阵子》）

（5）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___________。（苏轼《浣溪沙》）

（6）___槲叶落山路_________，枳花照驿墙。（温庭筠《南山早行》）

（7）疑怪昨宵春梦好，__元是会朝斗草赢__________,笑从双脸生。（晏殊《破阵子》）

（8）陛下亦自谋，_以谘诹善道___,察纳雅言。（诸葛亮《出师表》）

（9）思念、离愁是诗歌永恒的主题：温庭筠在《望江南》中吟咏：“__过尽千帆皆不是_______,

斜晖脉脉水悠悠。”表现了一位女子对久别离人的无尽思念，含情脉脉，心事悠悠。范仲淹

在《渔家傲》中慨叹：“_____浊酒一杯家万里____,燕然未勒归无计。”表达了对万里之外家

乡亲人的无尽思念，乡情萦绕，挥之不去。

三、本大题共三篇阅读，计 11 题，共 33 分。

（一）阅读下面【甲】【乙】两篇选文，完成 7—9题（9 分）

【甲】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

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

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

忠言，则攸之、讳、允之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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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齐桓公见小臣稷
①
，一日三至弗得见。从者曰:"万乘

○2
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

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骜爵禄者
○3
，固轻其主;其主骜霸王者，亦

轻其士。纵夫子骜禄爵，吾庸
○4
敢骜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天下闻之，皆曰:"桓公犹下布

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选自《吕氏春秋·下贤》

【注释】○1 稷:人名 ○2 乘（shèng）：量词。古时一车四马叫“乘”。 ○3 骜禄爵者:

指看轻功名利禄的人 ○4 庸:岂，怎么。

7、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2分）

(1) 先帝不以臣卑鄙．． ：地位，身份低微，见识短浅

(2) 遂许先帝以驱驰：．．．奔走效劳

(3) 一日三至弗得．见 能够

(4) 桓公犹下布衣之士

8.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1）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只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不想在诸侯中显身扬名

（2）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于是各国国君，相继前往朝拜（齐桓公），没有不去的。

9.结合文意，说说【甲】文中的先帝和【乙】文中的桓公有哪些相同之处。（3分）

他们都非常重视人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

文言文考课外文言文，实现重大转型，注重考查学生的整体阅读能力的导向明朗。

（1）文言文阅读有课外语段，是这次考卷的一大难点，题型变化不大，分值还是 9分。命

题导向很明确，引导文言文教学注重积累词语，培养整体阅读浅显文言文的能力，为继承和

发扬传统文化奠基。

（二）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10—13 题。（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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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①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这与远大的理想之类毫无关系。我从小爱较真，比如，老师鼓

舞我们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会一直问：“怎么定义‘中华’？怎么定义‘崛起’？

读什么书？中华崛起和我读你说的那些书有什么关系？”还没等我问完，老师就不搭理我

了……

②我从小喜欢读书完全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可干。我生于 1971 年，我们

是最后一代需要主动“杀时间”的人：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也没有游戏厅、旱冰场。

我又对体育运动没任何兴趣，上街打架时基本是被打。只剩读书，于是我就读书。尽管那时

候可读的书种类不多，但是已经能看到李白说“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已经能看到《诗

经》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

③我那时候的学校有图书馆吗？我不记得了，很可能没有。北京的街面上似乎有图书馆，

每个图书馆里最热闹的是报刊栏，一堆老头、老太太站在报刊栏前看当天的报纸。有一次我

试图进入一个图书馆，当值人员被我吓了一跳，以为我是来偷东西的坏孩子。我问：“能借

书吗？”她说：“不能。”我又问：“能进书库随便看看吗？”她说：“不能。”我再问：“为什

么？”她说：“你借书，怎么能保证你一定会还？你进书库，怎么能保证你会爱护书、不偷

书呢？”我接着问：“那你是干什么的？”她说：“就是看着像你这样的人的。”

④第一次体会到图书馆的美好是在北大。早点去图书馆，如果运气好，能有个靠窗的座

位。窗外有很多很高大的白杨树，有很绿的草地，草地上有一些弹着吉他唱歌的男女，每个

人的眼睛似乎都是全世界最忧郁的。七八页书看过，人一阵恍惚，掉进书里，周围的人消失，

周围的墙消失，周围的窗户全部打开，周围的一切变软，从固体变成液体，再变成空气，混

沌在四周，不知今夕何夕。时间变得很短，一个恍惚，就饿得不得不去吃饭了；一个恍惚，

日落月升，图书馆要锁门了；一个恍惚，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草忽然变黄了。

⑤16 年前，我去美国读书；16 年后，我去美国休长假。中间这十几年，事冗时仄，只有

两项运动：开会、应酬，读书都在厕上、枕上、车上、飞机上，把包里的 Kindle 阅读器勉

强算作图书馆。长假中，不设手机叫醒，在风铃声中自然醒来，忽然想到，可以再捡起多

年前的爱好，再去泡泡图书馆。

⑥开车去距离住处最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无须证件，

无须存包，无人盘问，我就大摇大摆地进入图书馆。我在角落坐下，中庭泻下来的阳光很猛，

松树很老，草很嫩。一切很静，走路、掏钥匙、挪挪屁股，都会发出大得吓人 的声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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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吸口气，满鼻子纸张和油墨的味道。

⑦看书看到被尿意憋醒，去上洗手间，我沿着宽大的楼梯往上走、往上看，明晃晃的阳

光，一架架的纸书，每本纸书仿佛是一个骨灰盒，每个骨灰盒里都有一个不死、不同、不吵

的灵魂，进进出出、自由自在、无始无终。一切都是一副人间天堂的样子。

⑧我瞬间觉得整个人都变好了。

10、结合全文，概括“我”喜欢读书的原因。（3分）

10、○1 能让“我”忘却一切，快乐地沉浸其中○2 让多年后的“我”在繁忙、单调的生活中

找回那种轻松闲适的生活。○3 让我和书里的灵魂自由地交流

11、第○3 自然段写“我”第一次试图进入图书馆的经历，有什么作用？（3分）

11、表达了被拒绝的失望，反衬下文“没人盘问”自由自在进出图书馆阅读的美好体验。为

下文写在美国可自由进图书馆，自由阅读埋下伏笔。

12、请赏析文章第○4 自然段中画线的句子。（4分）

12、用了夸张的手法，通过排比的形式，运用想象，表现了“我”在北大图书馆读书时，身

心完全沉浸其中的美好状态，表达了“我”对读书的痴迷情感。

13、文章以“离天堂最远的地方”为题，有何妙处？（4分）

13、○1 运用比喻的手法表现了文章的主旨，读书让作者感受到了身心与书相融的自然，自

由与快乐，用“天堂”这个词来表现这种美好的状态，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来表现作者

的而读书感受。○2 这种题目与文章倒数第二段“一切都是一副人间天堂的样子”形成呼应，

突出文章主旨。○3 以“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为文章的题目，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产生对

美好读书生活的遐想和共鸣。

（三）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14—17 题。（10 分）

进退之间 人生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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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字构造颇有玄机，在甲骨文中，进上面是“隹”，形似小鸟，下面是“止”（趾），

即鸟足，鸟足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像离弦之箭。简化字是“走之旁”背着“井”，就是说，

“进”意味着背井离乡，意味着离开原点。所以进是积极的也是疼痛的，是独立也是切割。

进有时是被动的。正如鱼儿上溯求生，停在水中则陷于淤泥。进化成为生存必须，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置身事外，就容易被历史的洪流抛掷于岸，成为标本，悬于壁，藏于阁。

“退”则与奔跑背道而驰。后退，有时并不是妥协，也不是放弃，而是蓄势待发；一味

追逐难免会迷了方向、离了初衷。退而结网是智慧，比临渊羡鱼或赤膊捕捞更有价值。结网

之思，胜过无数在河流中搏击的莽夫。退一步的境界是豁达的。隐退江湖的人多是看透了名

利纷争，不愿再为俗世名利欲望苦苦搏杀，而是潜入市井，安享退之乐。

进有时是一种贪婪，受到无限膨胀的欲望的驱使，拼命追逐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此时，

适可而止，急流勇退，看似舍弃，实则是保全人格和操守。进可以让你飞得高，也足以让你

飞得累。

退有时是一种智慧。如若处于以卵击石的困境中，进则玉石俱焚，退则得以委屈保全，

就应当学会后退。刘邦在项羽面前俯首帖耳，为的是以退保身，以退赢得时间，强大自己；

勾践在棚屋里卧薪尝胆，为的是以退赢得羽翼丰满的时间。留得青山在，休养生息，卧薪尝

胆……均是古人关于适时“后退”的谆谆教诲。

进，并不是追求十全十美，更不是放纵欲望，而是用积极的心态、踏实的努力来面对生

活；退，并不是故步自封，更不是抱残守缺，而是接受生活的不完美，珍惜已经拥有的阳光

和甜蜜，在现有的时空点燃火把，制造浪漫的舞蹈。进是青春的节奏，如日中天；退是成熟

的锦囊，淡定从容。进退应时的中庸之道，是最难把握的，也最可贵。进有度，退有则。进

退之间，就是滚滚红尘，进退之间，就是人生百味。

14.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14、进退之间，人生百味。

15.文章第○2 自然段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何作用？（3分）

15、比喻论证。。

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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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如何理解选文第○4 自然段中画线的句子？（2分）

17.认真阅读文章第○5 自然段，为其补充一个事实论据。（3分）

17、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

四、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分。

【甲】三人大惊道：“莫不走了消息，这件事发了？”晁盖道：“亏杀这个兄弟，担着血海也

似干系来报与我们。原来白胜已自捉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个缉捕何观察

将带若干人，奉着太师钧帖来，着落郓城县立等要拿我们七个。亏了他稳住那公人在茶坊里

俟候，他飞马先来报知我们。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连夜到来捕获我们。却是怎地

好？”

【乙】五个人行至浦边一条阔板桥，一座牌楼上，上有牌额，写着道“飞云浦”三字。（A）

见了，假意问道：“这里地名唤做甚麽去处？”两个公人应道：“你又不眼瞎，须见桥边牌额

上写道‘飞云浦’！”（A）站住道：“我要净手则个。”那两个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却（A）被

叫声“下去！”一飞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这一个急待转身，（A）右脚早起，扑嗵

地也踢下水里去。那两个公人慌了，望桥下便走。（A）喝一声“那里去！”把枷只一扭，折

作两半个，赶将下桥来。那两个先自惊倒了一个。（A）奔上前去，望那一个走的後心上只一

拳打翻，就水边捞起朴刀来，赶上去，搠上几朴刀，死在地下；却转身回来，把那个惊倒的

也搠几刀。

18、【甲】文中的画横线的“他”是_宋江___（人名）；画波浪线的“这件事”是指：_____

智取生辰纲__。

19、【乙】文中的 A是__武松__（人名），他大闹飞云浦的原因是_蒋门神指示要害武松____。

五、本大题共 1小题，共 43 分（作文内容 40 分，书写 3分）

20．半命题作文。

有的人，无论远近，仿佛总在身边；有些事，不管大小，始终浮现眼前；有种情，真挚浓烈，

时时温暖心田；有种景，动人心魄，每每梦绕魂牵……那人，那事，那情，那景……早已成

为生命里永恒的眷恋。

请以“永恒的______”为题，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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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将题目补充完整。（2）除诗歌外，文体不限，字数不少于 600，不超过 900.

（3）书写工整，卷面整洁。（4）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

评：好题目！我们度过的每一秒，都是永恒的，我们正在度过的每一天，都是人生中最年轻

的一天。一切有为法，当作如是观。

选材一：中学生活 这是初三常见的一种考试素材。

选材二：独家记忆的画面 时光在那一刻定格，刻在你在心里，太多了，童年的，父母的，

朋友的

立意：这个题目走心啊，谁没有怀念的人，怀念的事儿，就像刚猛如鲁迅，还不是写下了社

戏的永恒，抒情，不管你最后喻不喻理，先痛痛快快的抒情。然后感到幸福或者无奈。

我爱死出题的老师了，这个题目会让很多孩子不再写无病呻吟的破玩意。

高分分水岭：1、主题的情感深厚，深度的抒情同时喻理，事半功倍。

2、表达的丰满细腻，这么华丽的题目没点华丽的修辞，太对不起老师了。

3、结构与文体的区分，散文高于记叙文。


	（8）陛下亦自谋，_以谘诹善道___,察纳雅言。（诸葛亮《出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