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
“我”极想偷吃月饼的心理。

第一单元
第一课

3.文中刻 画 了 一 位 爱 孩 子、有 教 育 智 慧、无

邓稼先

1.三叔是可敬的。他像寻找太阳而不幸失败

的夸父。他用三颗枸杞豆向“我”启示了生命的意
义。他用自己的生命教育征服了“我”,使“我”勤奋
追寻,奋发有为。
2.记叙

私、
宽容的母亲。相关内容:母亲分月饼给孩子,不
责怪“我”偷吃月饼,捡月饼屑子,说自己不爱吃沙
甜的等情节。
4.相同点:两文作者都抒发了对父母的思念、

《背影》一文中作者还抒
牵挂和感激之情。不同点:
发了对父亲的愧疚之情。

描写

第四课

3.C

4.这是一个转折句,有强调的作用。它独立

成段,承上启下,凸现了强调的意味。在结构上增

1.B 2.A 3.D 4.C

第二单元

强了文章的逻辑力量,突出了三叔的遗憾使“我”生
命觉醒,奋发有为的中心。
5.示例:今天的学习生活压力多于乐趣,我常

想逃避。“三颗枸杞豆”让我明白逃避的结果就是

孙权劝学

第五课

黄河颂

1.稚 嫩 (幼 稚、无 知、稚 弱、不 成 熟 );原 始

人生“○”的记录,我要努力胜过这种逃避的心理,

蛮荒。

一个美好的未来。

掩饰惊奇,训练自己习惯漠视、麻痹心灵。

坚持梦想,努力奋斗,在学习上有长足的进步,收获

第二课

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1.①开始奔跑

②不服输

③不屑

2.示例:不服输,缺少毅力,善于反思。

3.含义有两层:①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在相

对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按照这个节奏去奔跑;② 掌
控自己,持之以恒地去做一件事情。

2.把惊奇视为性格缺憾,厌恶惊奇;有意识地
3.对年老体弱的老人还能保持惊奇天性的钦

佩(赞叹、佩服);对我们已经丧失惊奇本能的愧疚

(惭愧)。

4.到自然中去与天地对话,使自己重新获得

活力;与没有利害关系的朋友谈心,留存对真情的
敏感,保持开朗心境;回忆震撼心灵的片段,使自己
整旧如新。

4.(
1)“闪”写出了红 衣 姑 娘 奔 跑 速 度 之 快。

(
2)“冠冕堂皇”在句中的意思是:为跑步追不上红
衣姑娘而寻找合适的借口,这个词写出了“我”不愿

最后一课

1.时常念叨,一直想去看望爸妈;听到电话里

爸妈要给奶奶惊喜的话;听说爸妈回家,他冲到了

面对现实的心理。
5.写三三两两的人群的表现,说明跑步可以

暴露人的体力、耐力、速度和性格;从反面衬托红衣
姑娘坚韧的意志;突出本文的中心。

第三课*

第六课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1.①吃月饼;②偷月饼;③思念月饼。

2.示例:这个句子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用

“躺”“望”写出了“我”看见月饼还在的欣喜之情和

大门口;天天伸长脖子盼爸妈回家;奶奶到处找不
到苗苗。
2.(
1)因找不到孙子而惊恐害怕、万分自责的

心理。(
2)得知孙子下落时如释重负而又后怕的
心理。

3.第一处,交代了当时的天气状况,加深了奶

奶的焦虑和恐慌。第二处,渲染了轻松、欢快的气
氛,衬托出奶奶找到苗苗、一家人即将团聚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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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
4.示例:① 同意第一种说法。理由是小说多

4.劝说富人出售粮食,让百姓度过饥年;整治

治安,打击豪强奸盗;改官舍为收容所,扶贫济困;

处描写了感人至深的亲情:苗苗奶奶精心准备儿子

奉养继母,抚养弟妹。

儿媳爱吃的菜肴;苗苗爸妈、苗苗都想给亲人惊喜;

【参考译文】

苗苗奶奶寻找孙子时焦虑、恐惧、自责、欣慰的心理
变化。这些内容既有细腻的关爱,也有对家人的责
任和承担,还有久别后急于见到亲人的心情。 ② 同
意第二种说法。理由是文中有不少文字写邻居们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他从小就机智敏

锐,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
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欧阳
修看到他的文章,十分惊异。

在寻找苗苗过程中的热心表现,以及警察对苗苗的

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出任越州通判。这一年发

悉心照顾,这些都体现了人间处处有温情。 ③ 同意

生了饥荒,他估计常平仓储存的粮食不足以用来救

第三种说法。理由是小说通过写苗苗爸妈即将回

济,而乡间的百姓,又不能都到城里来购粮。曾巩

家时家里发生的故事,反映了留守家庭的生活现

就张贴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

状:青壮年外出打工,家人聚少离多;老人小孩得不

己储存的粮食,共有十五万石,让他们将这些粮食

到充分的关爱和照顾;留守家庭成员对亲情的渴

比照常平仓的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给百姓。百

望。留守家庭的生活现状令人担忧,需要社会关注

姓得以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又不出家乡,而且粮

和思考。

食有余。

第七课*

土地的誓言

1.“鲜活的日历”是指不同的蔬菜标志着不同

“我”一路走来,顺次看到它们就像翻
的时令季节,
开一张张日历,菜地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去看
菜地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2.运用了拟人、排比的修辞手法。将各种蔬

任齐州知州,他的管理以根治邪恶、迅速严厉
地打击盗贼作为主要工作。曲堤有个姓周的人家
的儿子周高横行骄纵,残害良民,他的能力能够影
响当地的权贵和豪绅,州县的官吏都没有人敢去追
究他的罪。曾巩逮捕了他,对他处以刑罚。章丘有
百姓在乡村里聚众结伙,号称“霸王社”,杀人抢财,
劫夺囚徒,没有一件事不能如愿的。曾巩让百姓组

菜人格化,生动形象地写出,它们生机勃勃(富有活

成保伍,让他们侦察盗贼的行踪,有盗贼就击鼓传

力)的特点,表达了作者对菜地的喜爱。

递消息,相互援助,每次都能将盗贼擒获。从此,齐

3.菜地是连接母亲和城市的纽带;母亲对菜

州的人们连院门都不用关闭就可以安睡了。

地的感情代表了老一辈人对土地和庄稼的深情,具

调任洪州。适逢江西当年瘟疫大流行,曾巩命

有典型意义;写母亲其实也是写作者,对作者来说

令各县镇都储存药物以备需求。士兵和百姓生活

菜地具有“根”的意义;母子对话内容和菜地的现实

困难不能养活自己的,就招来住在官舍,供应给他

遭际形成对比,加重悲剧色彩,深化了文章主旨。

们饮食衣被等用品,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

(写出两点即可)

曾巩品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父亲去世后,

4.内容上:交代菜地的结局(城市这块令人感

到亲切、踏实的菜地被无情吞没);与前文中菜地的
生机勃勃形成对比,与“我”和母亲的愿望形成反
差,
表现“我”的痛心;结尾具有鲜明的画面感,余韵
悠长,引人入胜。(意思对即可)结构上:照应文章
的开头(或:首尾呼应)。

第八课
1.(
1)成年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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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读书、
出仕和婚嫁,全都由他出力操办。

综合性学习

天下国家

1.示例:①曹文轩获奖,使中国在此奖项上有

木兰诗

(
2)规劝

3.任齐州长官,他把迅速惩处恶势力、盗窃犯

作为主要工作。

他侍奉继母更加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无所依靠

了零的突破。②此奖项大多被欧美所得,我们还要
努力追赶(或:我们和欧美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还
要努力追赶)。

2.示例:中国航天领跑全球,中国高铁位居前

列(或:中国航天领跑,中国高铁超前;中国航天成
就辉煌,中国高铁走向世界)。

参考答案
3.答案提示:有一个鲜明的主题;能选择一个

或几个方面(角度)具体阐述;行文思路清晰、结构

第三单元

1.B A

2.不屈的扁担

容,不争长短;②豁达,不计得失。

2.示例:①内容上交代矛盾冲突的起因(或故
事发生的背景):天大旱;邻居又不在家。 ② 结构上

完整。

第九课

恩爱;②不跟人闹意见(人缘好)。原因:① 老刘包

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为下文写浇地和母亲不理解

阿长与《山海经》

父亲等情节做铺垫。
(
3.示例:
1)“急”这里有“着急、生气”的意思,

表达了母亲对女儿的不满,突出母亲“视地如命”。

落寞的扁担

3.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把扁担当成了与自己

家庭命运休戚相关的一员,抒发了对扁担对既往岁
月的无限怀念留恋之情,同时也表达了对父亲对家
庭的热爱之情。
4.表达了对大伯不能与时俱进,还固守着旧

有的生活方式,希望能用一根扁担扛起生活重担精

(
2)“急切”有“迫不及待”的意思,突出母亲内心的
兴奋及对父亲言行的认同。

4.示例:①父亲的内心像阳光一样明亮;② 父

亲的言行像阳光一样温暖了周围的人;③ 邻居的回

馈、母亲的理解像阳光一样让父亲感到温暖、幸福;
④进一步升华了“水长流,情长在”的主题。

第十二课

神的钦佩与惋惜之情。
5.扁担是农人的希望,是农人的精神脊梁;扁

担也是父亲的命运与精神的反映。扁担有着不屈
的精神,挑起过生活的重担,创造过富足安逸,也有

1.(
1)停留

(
2)等待

卖油翁
(
3)军队

2.举军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
3.(狄青)于是取出一百枚铜钱自己拿好,与

着英雄暮年的孤寂衰老,它的一生也反映了人的一

神灵约定,如果能大胜,那么撒下这些铜钱希望全

生;在一定程度上,扁担也是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

都正面朝上。

第十课

老

王

1.“尴尬”的本义是神情态度不自然。在这里

是指“我”无意中发现了乔的秘密(右膝盖之下是空
的,或发现了假肢),感觉自己对乔的自尊造成伤害
后内心的不自然;表现了“我”对乔的歉意以及不知
道该怎么办的心理。
2.“淡淡地笑”运用了神态描写,写出了乔面

4.根据这几个动词可以看出狄青不想让大家

发现铜钱 的 秘 密,表 明 狄 青 心 思 缜 密,做 事 谨 慎
小心。
5.做法不同:狄青利用两面一样的铜钱来占

卜;陈胜假借鱼腹中出现“陈胜王”的布条和狐鸣
“陈胜王”的喊声,让士兵相信他称王是天意。目的
不同:狄青意在振奋士气,提振信心;陈胜意在制造
舆论,树立个人威信。

对生活的困境和磨难的轻松平静心理,同时表现了

第四单元

乔的坚强性格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3.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乔比作天边的一

颗星星,她给像“我”一样身处困境中的人带来光
亮、希望。表达了“我”对乔的感激和赞美之情。
4.照应文章标题;总结全文;升华主题,鼓励

人们在困境中不要迷茫绝望,要以积极乐观的心
态,努力战胜自我,相信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
5.提示:结合文章中心,表达自己的观点(面

对困境、挫折应有的态度);联系恰当的生活实际并
简析。

第十一课*

台

阶

“命好”是指:① 闺女乖巧孝顺,夫妻
1.示例:

第十三课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1.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我”与周有光先生之

间的几件事情。

2.要为周先生出版多卷本文集。

3.活到老,学到老;治学严谨;求知欲强。
4.点明中心(揭示主题);照应题目(点题)

“我”为周先生出版多卷本文集,不
5.示例一:

计名利,周先生在和出版社签订合同时,特别注明
“主编是苏培成”。“我”删 去 了 这 句 话。示 例 二:
“我”看到征集评奖作品公告后,按要求买了三部
《周有光语文论集》,亲自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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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参评。《周有光语文论集》最后被评为特等奖。

本文的事 实 论 据,证 明 本 文 论 点,使 文 章 具 有 说

“我”担任评委时,对一参评书拿不准,请周
示例三:

服力。

先生帮助审阅,很快就收到周先生的读后意见。示
例四:周有光先生和“我”的通信集《语文书简》出
版,书中收入我们之间往来的信件118封。

第十四课

3.举例论证

有信念的人就没有人生方向,就会随波逐流。

驿路梨花

第十六课

1.示例1:先是暖色调,再是冷色调。文章开

1.D

人温暖;随着战争的到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毁灭

3.A

头的景物描写明亮美好,两人的相处温馨和谐,令
消失了,令人感伤。示例 2:冷色调。因为这个故

对比论证

4.该句引用俗语,语言贴切而生动,证明了没

短文两篇

2.B

4.①(他)撑一只轻便的小船往返于茅屋和松
② (王廉)按

事中那些美好的事物都随着战争消逝了,年轻的生

岛之间,使自己淡泊的心非常惬意。

命死亡了,美丽的野蔷薇凋零了,老人与青年的友

照礼节邀请方干到来,赞许他的操守,要推荐他到

情无以为继,给人以悲凉的感觉。示例 3:暖色调。
因为故事发生的地方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温暖感人。虽然战争最终不
可避免,但战场却在遥远的北方,战争也没有改变
他们的友谊,让人觉得温暖。
2.示例:下棋的情节一方面表现两人相处的

朝廷(做官)。

③憔悴枯槁表现在脸色上,吟咏叹

息之气发于声音,然后才想明白。

综合性学习

孝亲敬老,从我做起

【猜“孝”义】 好好侍奉父母(晚辈侍奉长辈)

【感“孝”心】 与父母平等相处;善于与父母沟

和谐愉快;另一方面也为故事的发展做了铺垫,暗

通交流;直接表达对父母的爱;听父母的话,但顺从

示两人将会经受真实战争的考验;棋盘上的战争与

有度;表达感情的方式活泼、有创意等。

真实的战 争 形 成 对 比:一 个 温 馨 和 谐,一 个 冰 冷

【说“孝”理】 示 例 1:孙 萌:孔 子 说 过,父 母

在,
不远游,游必有方。即使你要外出,也必须要让

残酷。
3.示例 1:选 ①,阳光总是照在头顶上就能让

妈妈知道,否则你妈妈会担心的。示例 2:孙萌:孔

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成“那个地方”? 或,这一

要与她好好沟通,千万不要负气出走。你妈妈管你

选③,两国交战,他们作为士兵,为什么不是敌人
3:
呢? 示例4:选④,为什么战争是在“很远的地方进

第五单元

他们成为好朋友? 示例 2:选 ②,从上下文看,应该
句删去也通顺,为什么非要说 “也有冬天”? 示例

行”,而不是在他们所处的边境?

4.示例:营造了美好的环境氛围,勾勒出故事

的线索,野蔷薇催生并见证了两人的友谊,始终伴
随着情节的展开;野蔷薇是美好的自然与善良的人
性的象征:它无人培植却茂盛生长,如同边界线上
两人的友情,自然产生,真诚相守;不管人间如何利
益纷争,它都带着芬芳与生机应时而发,反衬出人
类争斗的愚蠢与丑陋;野蔷薇最终随着青年之死而

子说过,事父母几谏。如果妈妈有不对的地方,你
也是为你好,你说对不对? (意思对即可)

第十七课

紫藤萝瀑布

1.在收音机里听陈涌泉的单口相声

深夜里

在深胡同的路灯下

2.承上启下,承接了上文刘墉的对联中“丁香

花,百头千头万头”,写出了丁香花繁茂的景象;引

出了下文对丁香花的生长环境和生长时间的叙述。
3.(
1)一语双关,表面是指由于生病,吃药的

凋零,暗示战争的死亡之吻不放过任何美好的生

药液很苦;深层是指由于听力受损不能参加高考,

命,让人痛惜,引人深思。

内心感到苦闷、忧伤。

第十五课*
1.守住信念才有成

最苦与最乐

2.①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引出论题。 ②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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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排比,联想(想象),通

过眼前的丁香花,联想出陈涌泉、乾隆、刘墉三个人
的形象特征,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作者对丁香花的喜
爱与赞美,且运用排比,增强语势,强化感情。
4.都运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紫藤萝瀑布》

参考答案
写紫藤萝花自衰到盛而感悟到生的美好和生命的
永恒,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而本篇文

因此有悬念,能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
2.文章开篇先写其他花是为下文写油菜花做

章通过写丁香花的繁盛和不爱说话,不争抢,写出

铺垫,从而引出作者对油菜花的赞美;之后又写其

了作者对丁香花高洁品质的赞美,表达了作者愿学

他花只有观赏价值衬托出油菜花还与人们的生产

习丁香花不争不抢,默默沉浸自己的品质。

和农事活动密切相关。

5.①丁香花枝繁叶茂,清香远溢,告诉我们要
努力绽放自己,提升自我;② 丁香花生长在胡同深

童年的美好记忆。(
2)油菜花朴实平凡的气质与故

花不争抢话头,甚至不爱说话,告诉我们要学会自

正是最常见的家园的模样,最典型的乡土中国的图

处,告诉我们要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③ 丁香
我沉浸;④ 不畏惧生命中的一些挫折与苦难,人生
是美好的。

第十八课*

一棵小桃树

1.(
1)老柿树带来欢乐,也带来烦恼,让人爱
怜又烦 恼。 (
2)老 柿 树 欲 被 砍 伐,“我”哀 伤、
忐忑。

3.(
1)作者家乡的油菜花承载着他对家乡和

乡这个字眼最贴切。(
3)漫山遍野盛开的油菜花,
景。(
4)油菜花沾满生活的烟火气,和故乡的生产
和生活,农事与家事相关联。

4.先写眼前供观赏的各种花,引出记忆中故

乡的油菜花;再由油菜花引出对故乡生活的描绘;
最后由故乡引出对有油菜花一样品质的故乡人的
赞美。层层递进,浑然一体。

2.①交代了老柿树得以留存的原因,丰富故
事内容;② 增添故事的神秘色彩,增强文章的可读
性;③隐喻小说主旨:传统根基不能丢。
3.(
1)运用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写出老柿树
受冷落的现状,含蓄地表达出“我”对乡村萧条景象
(
2)运用叠词,音韵和谐,富有美感;营
造出温馨静谧的意境,真切细腻地写出了柿花带给
的感慨。

“我”的甜美感受。

4.小说通过对老柿树及其命运的描写,传达
出丰富的内涵:① 有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② 有
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③有对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
明冲击乡村的隐忧;④ 有对继承传统、保留生命根
基的呼唤。

第十九课*

外国诗二首

1.葳蕤如春;冰洁,剔透,令人心灵震颤;棱角
分明,灵动而又精美(既有花之妩媚造型,亦有花之
悄然神韵);消融过程美妙而悄然无声。

2.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方法,生动传神地描
绘出冬日雪夜,风停夜静,山野村庄一片恬静安谧
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温馨故园的喜爱之情。
3.DE

4.结构上,照应开头并总结全文;内容上,深
化主题,表达了作者对家乡故园那种恬美温馨生活

第二十一课
1.②约我骑马

伟大的悲剧

③拒不还马

④归还白马

2.①因为黎明前堂兄骑在漂亮的白马上,让

我觉得意外(惊讶),不相信眼睛所看到的情景。

②因为贫穷,部落和堂兄都不可能买到白马,

这让我觉得疑惑,不知道马是从哪里来的。

3.①穆拉德对马的痴迷到了狂热的程度,竟

然不顾部落诚实的美誉,长时间私藏(偷)约翰·拜
伦家的马。② 穆拉德仅仅因为知道我非常渴望骑
马,竟然在凌晨四点敲窗叫醒我,约我骑马,并连续
几个星期都陪我骑马。 ③ 约翰·拜伦来穆拉德家

做客时,穆拉德得知马主人在寻马,仍然不还马。
④穆拉德和我在牵马回去的路上,碰到约翰 · 拜
伦,穆拉德还是不承认私藏了约翰·拜伦的马。
4.B

5.示例:此时,穆拉德红着脸,低着头,悄悄来

到了父亲身边,在父亲耳边低语着什么…

第二十二课

太空一日

1.偷“破烂” 受“惩罚”

2.本义是指物品(多指废品或旧货)不可收回

利用。用在这里是一种比喻说法,指“我”如果自暴

的深深怀恋。

第二十课

第六单元

古代诗歌五首

1.题目中的“它”指什么,从题目本身看不出,

自弃,沉沦堕落就会一事无成毫无价值。
3.因为“我”的盗窃行为和颓废消极,自暴自
弃的精神状态而“惩罚”“我”;因为“我”擦拭干净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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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而“奖励”“我”。

4.时光还没有被“我”用旧,只是蒙上了一层

灰垢而已。只要用心去擦一擦,那隐匿起来的时光
随时都可以亮洁如新。文章通过拾荒老人对“我”

4.(
1)只要稍微听到咳嗽声,就立刻爬起来悉
“我难道因为害怕
心服侍自己的父亲。(
2)孙抑说:
死而舍弃我的父亲吗?”

【参考 译 文】 《孝 经》说:“孝 是 一 切 道 德 的

的“教育”,使“我”明白人生处于困顿时,要乐观面

”
根本。

洁如新”。

校学习。平生非常孝顺,他的父亲后背上生了毒

对,
坚定信心,就会像“被拭去灰尘的玻璃”那样“光

王敬臣,长洲人。十九岁考中了诸生,跟随魏

5.因为“我”偷“垃圾”受到了老人的一番“教
,
诲”使“我”顿悟,那些意味深长的话出自一个拾荒

疮,王敬臣常常是嘴对着父亲的背疾处进行吮舐。

者老人之口,让“我”用新的眼光来审视他,从心底

下,连衣服也不脱,只要听到咳嗽声就立刻爬起来

深处对他产生了敬意。

悉心服侍自己的父亲。

第二十三课*
1.女儿

带上她的眼睛

孙女

前文写了她在童年与青年时对毛毛虫的畏惧,特别
是青年时,她见到毛毛虫“不是作呕就是昏倒”,现
在为人母了,看见女儿受到惊吓,出于母性,是安慰
女儿不要怕,出于自己的本性,也是在安慰自己不
要怕。
3.她在文中分别指代她、她的女儿和孙女,作

者用同一人称代词指代不同的人,意在让情节看似
连贯却又错乱,引起读者的深思,最终恍然大悟。
这样更能突出全文的主旨,耐人寻味。
4.“蜕变”表义指黑色的毛毛虫蜕变成美丽的

蝴蝶,暗指她经历岁月的风霜,由幼弱、胆小的少女
变为沉稳、大胆的具有母性的女人。

1.D 2.B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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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抑,世代居住在晋宁洪洞县。关保之变,带
领父母妻子儿女逃避兵乱到平阳的柏村。有乱兵
到村里抢夺财物,拔出刀吓唬孙抑的母亲,求财不

2.不仅仅 是 在 安 慰 女 儿,也 是 在 安 慰 自 己。

第二十四课

父亲得了瞀眩病,王敬臣每晚都睡在父亲床边的地

河中石兽

得,举刃欲砍孙抑的母亲。孙抑急忙用身体护住了
母亲,请求替母亲受砍,母亲才得以解放。而孙抑
的父亲被掳去,不知到哪里去了。有人告诉他说:
“你的父亲被驱赶向东去了,然而东面的军队将掠

”孙抑说:
到的百姓都杀了,你小心不要去送死了。

“我难道因为害怕死而舍弃我的父亲吗?”于是前
往,进入危险的地方,几次差点死了,终于带父亲回
来了。

综合性学习
中考链接:
B

我的语文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