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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广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语 文

参考答案及解析

卓越教育广州中考团队语文专家组

积累与运用

【总评】

本次积累与运用部分前四题延续近几年的考查形式，考查的知识点还是字音辨析、字形辨析、词语辨

析与运用和病句辨析，主要考查学生的识记，理解和运用能力，难度较低。第五题考查的是语意连贯，与

去年相比，虽然有一些小的变化，但属于学生经常训练的题型，难度不大。这些题目要求我们的学生平时

多积累，回归语文最基本的学习材料——课本，重视对课内基础知识的落实。第六题考查的名著阅读，是

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考查的是课本“名著导读”模块要求学生阅读的名著。这就需要学生平时要重视名

著的阅读积累，只要读过原著，并有自己的思考，难度不大。

1.

【参考答案】B

【考查知识点】常用字读音的识记辨析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形式与去年一样，要求考生根据题目各项给出的四个词语来辨析加点字读音是否相

同。A 选项为 nán / nàn shān / shān ；B 选项为 yǒng tiǎo ；C 选项为 nì / ní hōng / hōng；D 选项为 qì

/yī léi / lěi。考查内容分别涉及到易读错的字、多音字、形近字等。选项中考查都出自课本，辨析难度不

大，所考查的 16 个词语全出自七年级到九年级六册语文课本中的“读读写写”、新课标 3500 个常用字、

课下注释的范围，体现了《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业质量评价标准语文》的基本要求和精神。

选项 词语 出处 词语 出处 词语 出处 词语 出处

A 难堪 七上第 11 课
《窃读记》

劫难 八下第 6 课
《阿西莫夫
短文两篇》

蹒跚 八上第 13 课
《背影》

姗姗
来迟

七下第 21 课
《伟大的悲
剧》

B 怂恿 七上第 17 课
《猫》

踊跃 八下第 1 课
《社戏》

挑逗 七下第 17 课
《紫藤萝瀑
布》

挑拨
离间

八下第 13 课
《最后一次演
讲》

C 拘泥 九下第 16 课
《驱遣我们的
想象》

淤泥 七下第 16
课《短文两
篇》

烘托 七上第 1 课
《春》

哄堂
大笑

七上第 15 课
《走一步，再
走一步》

D 修葺 七下第 14 课
《驿路梨花》

作揖 九上第 22
课《范进中
举》

累赘 七下第 13 课
《叶圣陶先
生两三事》

伤痕
累累

九下第 1 课
《祖国啊，我
亲爱的祖国》

【答题关键】这些词语的出处提醒了考生应多重视重点、易错字音的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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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答案】D

【考查知识点】常用字形的辨析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形式与去年一样，要求考生根据题目各项给出的四个词语找出没有错别字的一项。

考查内容分别涉及到易写错的字、多音字、形近字等方面。A 选项中“雕粱画栋”的“粱”应改为“梁”； B 选

项中“和言悦色”的“言”应该为“颜”，；C 选项中“饥肠漉漉”的“漉”应改为“辘”。考查都出自课本，辨析难度

不大，所考查的 16 个词语全出自七年级到九年级六册语文课本中的“读读写写”、新课标 3500 个常用字、

课下注释的范围，体现了《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业质量评价标准语文》的基本要求和精神。

选项 词语 出处 词语 出处 词
语

出处 词语 出处

A 贸然 九上第 8 课
《论教养》

春寒
料峭

八上第 20
课《梦回繁
华》

雾
霭

八下第 7 课
《大雁归来》

雕梁
画栋

九下第18课
《天下第一
楼（节选）》

B 困厄 九上第 9 课
《精神的三间
小屋》

神采
奕奕

七上第 17
课《动物笑
谈》

推
崇

八上第17课
《中国石拱
桥》

和颜
悦色

八上第 8 课
《美丽的颜
色》

C 褴褛 九上第 15 课
《我的叔叔于
勒》

饥肠
辘辘

七上第 11
课《窃读记》

斡
旋

八下第 4 课
《灯笼》

自圆
其说

八下第16课
《庆祝奥林
匹克运动复
兴 25 周年》

D 告罄 七下第 21 课
《伟大的悲
剧》

摧枯
拉朽

八上第 1 课
《消息两
则》

藻
饰

九下第13课
《短文两篇》

人情
世故

八下第 4 课
《灯笼》

【答题关键】这些词语的出处提醒了考生应多重视重点、易错字形的识记。

3.

【参考答案】A

【考查知识点】词语的辨析与运用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

【题目解析】考生要注意区分词语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①“鱼目混珠” 是指拿鱼眼睛冒充珍珠。比喻

用假的冒充真的。题目中并无“以假冒真”这个意思；“鱼龙混杂”形容好人和坏人混在一起。根据题目中“各

种（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的校外培训机构”得知应选“鱼龙混杂”。②“休戚与共”形容关系密切，利害相同。

同欢乐共悲哀，与“患难与共”相同。而题目中并无“利害相同”之意；“息息相关”意思是呼吸也相互关联。

形容彼此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题目中“培训机构与广大学子的切身利益（有关联）”得知应选“息息相关”；

③“众望所归”形容某人威望很高，受到大家敬仰和信赖。而题目中描述的对象不是某人，而是“校外培训

机构”；“刻不容缓”指形势紧迫，一刻也不允许拖延，符合题目中“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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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关键】学生在复习时要注重课本，掌握词语的意义，并且要注意词语在实际语境中的使用。

4.

【参考答案】C

【考查知识点】语病的辨析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要求考生根据题目各项给出的句子来辨析没有语病的句子。所考查的语病类型分别是搭

配不当、成分残缺、语序不当。这种病句类型容易判断，属于简单题。A 选项搭配不当，题中“能否成为

经典”与“具备能经受时间考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属于两面对一面，应在“具备”前加上“是否”；B 选项成分

残缺，“开展”缺宾语，应在“名著阅读和主题诗歌朗诵”后加上“的活动”；D 选项语序不当，“分类投放、分

类处理、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应该是 “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收集、分类处理”。

【答题关键】考查的这些病句是常见的类型，平时练习时要学会辨识不同病句的特点并进行归类、汇总。

5.

【参考答案】B

【考查知识点】语言综合性运用中的关联词和语意连贯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题目解析】这道题贴合时事热点“粤港澳大湾区”，考查了“追赶思维”和“探索精神”的逻辑关系。

从“要有”和“更要有”可看出“探索精神”的重要性大于“追赶思维”。“追赶思维”是“以往”强调

的，“但是”表转折，说明以往所强调的内容并不全面。再结合横线后“会对前方的路一无所知”可知道

句意应为“有可能落后”或“不可能领先”，由此可排除 C 项和 D项。而 A 项中“没有追赶思维”不符合前

文中提到的“强调追赶思维”和“但是”的转折，故排除。

【答题关键】这道题的关键是抓住“但是”的转折和“对前路一无所知”。

6.

【考查知识点】名著阅读中的相关情节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读图能力，以及名著主要人物、主要情节的概括分析能力。

【题目解析】第 6 题提供了一幅名著插图，并提供了图下文字。第 1 小题，图下文字交代了图中两个人的

动作及位置关系，从“郑屠挣扎不起来”可知躺在地上的人是“郑屠户”，从“鲁达抢前一步，踏着他胸脯，提

起拳头”以及络腮胡须的特征可判断站着的人是鲁达。第 2 小题，要求从《西游记》、《海底两万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部作品中找出一个“有担当”的人物，并作简要分析。

【答题关键】第 1 小题需熟悉《水浒传》人物绰号，从图片中抓住人物的外貌特征，并从图下文字的动作

描写中判断对应的人物，然后提取《水浒传》中，鲁达因见郑屠户欺侮金翠莲父女，三拳打死了镇关西的

情节。第 2 小题要表明自己选择了题目中的哪部名著，名著里面的哪个人物。然后结合人物的典型事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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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其“有担当”的原因。

【参考答案】

（1）花和尚；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

（2）①我觉得《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一个有担当的人物。因为他护送唐僧去西天求取真经，这一路面

对妖魔鬼怪横行，孙悟空没有推卸责任，他主动承担消灭妖魔鬼怪的重担，即使遭到唐僧的怀疑、八戒的

挑拨，悟空依然责无旁贷，担负起保护团队前行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孙悟空是一个有担当的人物。

②我觉得《海底两万里》中的尼摩船长是一个有担当的人物。当尼摩船长在采珠场看到鲨鱼扑向采珠人时，

尼摩船长手持短刀挺身与鲨鱼搏斗，救起了可怜的采珠人，并送给他贵重的珍珠，体现了他不惧危险，勇

于担当的精神。所以我觉得尼摩船长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③我觉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是一位有担当的革命战士。因为他在国家危难之际，不

逃避不退缩，勇敢地承担起保卫国家的责任，即使失明也依旧不停下自己的脚步，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

了革命事业。所以我觉得保尔·柯察金是一个有担当的人物。

古诗文默写与鉴赏

【总评】本次古诗文默写的涵盖面较广，涵盖了初中三年语文教材中古诗文背诵篇目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中的背诵篇目。考查学生对初中三年六册书中古诗文的熟记程度。要求学生在背诵的基础上，熟记易写错

的字词以及易混淆语序的诗句，能够准确地默写。同时，还要求对名篇名句在理解的基础上能够灵活地加

以运用。

（1）根据课文，下列古诗文默写正确的两项是（4 分）

【参考答案】AD

【考查知识点】古诗词默写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判断古诗词默写的正误。六个句子分别出自九下第三单元《江城子·密州出猎》；

八下第三单元《桃花源记》；九上课外古诗词背诵《月夜忆舍弟》；八下第六单元《<庄子>二则》之《北

冥有鱼》；八上课外古诗词背诵《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七下课外古诗词背诵《贾生》。

B 选项属句子错漏，正确的诗句为“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C 选项属语序错误，正确的诗句为“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E 选项属句子错误，正确的诗句为“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F 选项属字词错误，正确的诗句为“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

神。”

【答题关键】学生在熟记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基础上，还需熟练默写。尤其要熟记易写错的字词以及易混

淆语序的诗句。

（2）根据课本，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六题只选四题作答）（4 分）

【参考答案】

①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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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③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

④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⑤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⑥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考查知识点】古诗词默写（直接型默写）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判断古诗词名句默写，题涵盖面较广，考查学生对初中三年六册书中古诗文的熟记

程度。要求学生在背诵的基础上，熟记易写错的字词以及易混淆语序的诗句。

考查的六个古诗文的句子分别出自：

1 七上课外古诗《潼关》（谭嗣同）；

2 八下第六单元的《卖炭翁》（白居易）；

3 九下第三单元的《满江红》（秋瑾）；

4 九下第三单元古文《送东阳马生序》（宋濂）；

5 九上第六单元的《游山西村》（陆游）；

6 九上第三单元古文《醉翁亭记》（欧阳修）。

【答题关键】学生在熟记语文教材中的课内外古诗及文言文的基础上，还需熟练默写。

（3）根据语境，在横线上填入最恰当的古文名句。（4 分）

【参考答案】

1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2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考查知识点】古诗词默写（理解型默写）

【能力要求】识记和理解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难度不大，主要考查学生对古诗文的内容理解和运用能力。

【答题关键】学生在熟记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基础上，还需熟练默写并结合生活实际来理解灵活运用。

文言文阅读

【总评】本次文言文阅读选用了九年级下册的《出师表》这篇千古名篇。本题难度适中，依然延续近几年

的考查形式，考查的知识点还是词语理解中的一词多义、句子翻译、内容理解这三个考点。

文言文阅读理解题主要涉及对关键词语及文章内容深层理解的考查，以及作者思想情感的把握，从阅读材

料入手，要求学生能够读懂原文，品味文章的丰富内涵和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态度，从而更加全面、深入

地进行经典文言文的学习，而不仅是停留在单纯的记忆文言词义、背诵默写和句子翻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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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考答案】B

【考查知识点】文言文实词理解。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文言实词识记、理解能力。

【题目解析】

A：发扬光大；光线、光亮 B：同“拣”，挑选

C：代词，他；去、往 D：和，跟；参与，这里指欣赏

“仿佛若有光”出自八年级下册的《桃花源记》，作者陶渊明。“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出自《核舟记》，

作者魏学洢。“已而之细柳军”出自八年级上册的《周亚夫军细柳》，选自司马迁的《史记》。“未复有

能与其奇者”出自八年级上册的《答谢中书书》，作者陶弘景。

【答题关键】在初中文言学习中，识记与理解文言词语的含义是最基础的学习内容，也是读懂文言文的最

基本的途径。因此，中考文言文通常以多种形式考查考生对文言词语的掌握。新课程标准指出：“了解并

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积累与记忆文言实词，

二是在具体的语境中理解实词。《广州市初中语文学业质量评价标准》关于文言字词的学习也提出了具体

的要求，这也是读懂浅易文言文的基础与前提。这道题挑选了四个常见实词，分别给出相应的四组句子，

要求选择意义相同的一项，难度不会太大。解题的方法一般有两种：根据已掌握的文言词语知识直接判断；

其次是联系具体语境加以辨析。近几年中考都兼考查文言实词和文言虚词。

9．

【参考答案】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之所以衰败的原因。

【考查知识点】文言文句子翻译。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识记、判断能力、理解能力

【题目解析】把文言文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也是考查考生是否真正读懂文言文的有效手段。文言翻译虽

然是主观题，但答案客观成分较强，答题时一定要根据原文内容，尽量采用直译的方法，对句子进行逐词

对译。文言文的翻译的基础是理解，对文意的理解又直接取决于对文中词语的理解。所以，解答这道试题

的关键是在理解句子大意的基础上，逐字翻译。

【答题关键】

重点考查了“亲”（亲近）和“远”（疏远），“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是判断句，注意语句的通顺。

11．

【参考答案】

（1）①期年．．出之 ：满一年 ②莫不然．矣：这样

【考查知识点】文言文实词的解释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课内文言文已学字词的识记能力、理解能力 ，以及知识迁移能力。

【题目解析】课外文言文考查是今年中考新增的内容。把学生对已学文言文字词单纯的识记能力提高到理

解和迁移能力，要求学生能够在新的文言语境中，依然能够熟练运用已学的文言字词，从而明晰陌生的文

言文整体内容。因此，课外文言文字词考查，课内重点字词依旧是重点——文言实词的重点字词、古今异

义、一词多义、通假字、词类活用；常用虚词，如之、于、而、以、为、其等。

【答题关键】解答这道试题的关键是在理解句子大意的基础上，回忆课内已学重点字词。

第一小题重点考查的“期年”，是出自部编版九下课内《邹忌讽齐王纳谏》：“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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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者”。其中的“期年”，就是“满一年”。在本文中，“期年出之”，正是：满一年，从土里挖出古琴。

第二小题考查的“然”，解析为“如此，这样”，部编版八上课内《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然后知生

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其中的“然后”，正是“这样以后”。

（2）①工之侨的琴最初不被国工认可，是因为琴并非古琴。后来把琴的外表做旧为古琴的模样，就被人

视为珍宝（概括文章内容，1 分）。②文中以工之侨二次献琴的不同遭遇，揭露了社会上评价、判断事物

优劣仅凭外表，而非考究内在品质的现象，告诫人们切不可被表象所迷惑、蒙蔽（文章的主旨概括与启示，

2 分）。

【考查知识点】文言情节概括与文言主旨理解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在理解全文的基础上，分析文章内容与主旨

【题目解析】课外文言文要求学生不但要读懂与概括文章大意，而且要根据文章内容对作者创作这篇文章

的意图有清晰的理解和分析，把握文章主旨，有一定难度。但从事件中得出道理，也是我们文言阅读思路

之一。如部编版教材七下《河中石兽》，正是这种思路。

【答题关键】解答这道试题的关键是在理解这篇文章大意的基础上，明确文中体现主旨的关键句，并分析

概括出文章主旨。“工之侨闻之，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根据上一题对“然（如

此）”的理解，由此可知，作者不仅仅只是说工之侨献琴一事，而是通过献琴一事，反映出当时社会只根

据外表判断事物优劣，而并非考究其内在品质的现象。

12．

【参考答案】

（1）“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这句，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乡野之人秋日晚归安详宁静的画面（1 分）：

牧人赶着牛儿返回家中，猎人带着猎物满意而归（1 分）。

（2）大家相对无言彼此互不相识，我不由地长啸高歌怀念那采薇而食的隐士！（诗句翻译 1 分）在尾联

中，诗人运用“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上山釆薇”的典故，（手法 1 分）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在现实中孤独

无依的苦闷和怅惘之情，抒发了自己隐逸山林之志。尾联承接前三联，集中表达了诗人对美好隐居生活的

向往（情感 1 分）。（3 分）

【答案解析】第（1）题把握关键词“驱犊”“带禽”，答题时从两个方面入手：①简要概括，诗句描绘了一

幅……的画面；②具体描绘诗句所表现的画面，在翻译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润色。

第（2）题关键是把握诗歌中的典故和典故的用意。答题时从三个方面入手：①翻译该诗句的意思；②分

析诗句中的表现手法；③分析诗歌所表达的情感。

【备考建议】2019 年古诗鉴赏更强调对诗歌的整体理解，综合考查了学生对古诗内容的理解和情感的把握。

学生在复习备考过程中不能只着眼于背诵，还要加强对古诗的理解，从一个词语到一句诗再到整首诗的理

解，在平常的学习中都要落实到位，进而把握全诗的思想感情。

具体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①加强诵读，把诗歌读懂、读透；

②学会整理，读出诗人和诗歌的个性，学会鉴赏诗歌的美和情感；

③明确考点，初步掌握鉴赏诗歌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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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文本阅读

【总评】

本次非连文本阅读，以“首张黑洞照片”作为核心话题组织材料。

文本内容关注时事生活。文本类型与往年保持一致：由多种材料组合，表格、文本相结合。选取的材料由

三部分构成：【消息发布】体裁：新闻（消息）。主要内容：第一张黑洞照片面世，揭示超大黑洞的第一

个直接视觉证据。【科普一下】体裁：科普类说明文。主要内容：介绍什么是黑洞和三类不同质量的黑洞。

【热点】体裁：科普类说明文。主要内容：三个热点分别介绍为黑洞拍照的条件；选择银河系中心和 M87
星系中心的黑洞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照片“拍”出来的条件。试题数量和题型保持不变，仍然是三道单项

选择题和两道主观题。考查的能力要求不变，仍是对文本信息的筛选、概括、理解与分析。文本阅读难度

适中，但答题时要谨慎，才不易失分。

13.

【答案】B

【考查知识点】信息筛选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信息的筛选能力、分析能力。

【题目解析】选项 B 考查【消息发布】部分的内容。结合消息内容，考查首张黑洞照片拍摄的对象。“该

照片揭示了室女座星系团中超大质量星系 M87 中心的黑洞”。而选项 B 中是“这张照片拍摄的对象是室女

座星系团中超大质量星系 M87”。由此可见，选项 B 中拍摄的对象混淆。

【答题关键】答题时要审清题干要求，本题要求选择不符合文意的一项。答题时要根据选项中内容，在原

文中勾画出对应的内容，进行比较判断。

14.

【答案】C

【考查知识点】信息筛选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信息筛选能力、分析能力。

【题目解析】A 选项考查【科普一下】部分的内容。文中黑洞的形成是指“它一般是由质量足够大的恒星

在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耗尽而死亡后，发生引力坍缩产生的。”而 A 选项“恒星在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耗尽而

死亡后，发生引力坍缩就会形成黑洞。”缺乏条件，并非所有的恒星坍缩都会形成黑洞，而是需要质量足

够大的恒星，所以 A选项错误。B选项考查【热点二】部分的内容。原文表述是“这些恒星级黑洞的质量

太小，直径相对也较小，因此从地球上观测，张角反而不如较远距离的超大质量黑洞大。”而选项 B表述

是“有很多恒星级质量黑洞距离地球相对较近，但是它们的质量太小，直径相对也较小，从地球上观测，

张角比较远距离的超大质量黑洞大。”表述刚好相反，所以 B 选项错误。D选项考查【热点三】部分内容，

原文表述“布曼领导了一系列精心测试，旨在确保 EHT 获得的黑洞照片不是某种技术故障或侥幸的结

果。”，而 D 选项表述“布曼博士将合作组织拆分成 4 个独立的分析团队，各自独立分析数据，这样确保

了黑洞照片不是某种技术故障或侥幸的结果”。原文指的是拆分 4个独立分析团队的目的，而不是结果。

所以 D 选项错误。C 选项考查【热点二】选择银河系中心黑洞进行观察，符合原文相关段落，所以 C 选项

是正确的。

【答题关键】答题时先要审清题干要求，本题要求结合首张黑洞照片各个部分内容进行概括分析，选择符

合文意的一项。答题时要根据选项中内容，在原文中勾画出对应的内容，进行比较判断。答题时要细心谨

慎。

15.

【答案】B

【考查知识点】内容理解分析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信息理解能力、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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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解析】B 选项考查的内容在【科普一下】部分，原文表述“恒星级质量黑洞太小了，以现有的技术，

直接拍到它们的真容几乎不可能”，而 B 选项表述是“黑洞本体是无法直接被拍摄的，但吸积盘与黑洞发

生摩擦会产生辐射，这个辐射可以被探测到。”选项 B 绝对化，原文是指“直接拍到几乎不可能”，而并

非“无法直接被拍摄”。所以 B选项的推断是不恰当的。

【答题关键】答题时先要审清题干要求，本题要求选择材料中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答题时要根据选项

中内容，在原文中勾画出对应的内容，并概括文中人物的观点，再比较选项与原文分析的不同。

16.

【答案】“超大质量黑洞”就是质量在太阳的几百万倍以上的由质量足够大的恒星在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耗

尽而亡后，发生引力坍缩产生的一种密度极大体积极小的天体，也叫“巨无霸”。

【考查知识点】信息提取与概括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考生对“超大质量黑洞”的理解与概括能力。

【题目解析】考生应回归文本，找出【科普一下】“什么是黑洞”中，介绍了黑洞的定义“是宇宙空间内

存在的一种密度极大体积极小的天体”，黑洞的产生“由质量足够大的恒星在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耗尽而亡

后，引发引力坍缩产生的”，再结合“超大质量黑洞”的类型并加以概括。

【答题关键】“下定义”必须抓住被定义事物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多采用判断单句的形式。答题时应

将按照“什么是什么”的模式作答。

17.

【答案】①由“事件视界望远镜（EHT）”把地球上的 8 台望远镜组合起来进行为期 5 天的观测；②天文

望远镜获取的庞大数据，必须装到硬盘里，空运到 MIT；③整合数据，并过滤掉像大气湿度等因素产生的

噪音；④精确同步各地望远镜捕获的信号；⑤把合作组织拆分成 4 个独立分析团队，各自独立分析数据。

【考查知识点】信息提取与概括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信息的提取与概括能力

【题目解析】答题时首先应明确题干“为了能拍到黑洞”“保证照片的可信度”这两个关键短语。之后结

合文本，先确定有关的信息区间，并分点进行提炼概括。

【答题关键】明确题干，确定答题区间，分点提炼概括。

文学类文本阅读

【总评】

本次文学类文本考查的文体是散文，主要是文本的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与探究能力的层次区分

考查，突出文学性的特点。考查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能够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取对自然、

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本文《书房的窗子》，与 2017 年高考全国 2 卷文学类文本《窗子以外》有异曲同工之妙，文本理解

起来难度较大。作者开篇写窗子的功用，接着运用大量的笔墨对南窗、东窗、西窗进行生动描写，最后具

体形象地描绘想象中北窗的景象，来突出对北窗的喜爱。

18.

【考查知识点】内容概括

【能力要求】对文本结构梳理、定位的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文章整体的结构梳理，对关键信息的筛选，既考查学生把握关键信息句的能

力，又考查了语言概括能力。回答这类题目，考生需要通读全文，锁定需要精读的区域，从所确定范围内

的关键句入手，提取关键信息点，进行概括。

【答题关键】题目要求我们概括的是每一个方向的窗户给人的感受。所以学生在答题时要圈定与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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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有关的文章内容并划出关键词语。找到每一种窗子之后，再根据表格的格式答题。如表格中给出的第③

段南窗：光朗、温暖，给人以清居的享受；第⑤段西窗：宁静、舒适，让人感到惬意；那么相应的，东窗

则定位到第④段，关键词是：清新、使人精神清振。北窗则定位到⑦⑧⑨段，重复出现的关键词是：清淡、

隐约、委婉，给出想象的距离，使人的个性不受压迫。

19.

【考查知识点】内容概括

【能力要求】对文本定位、语言概括的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文章定位的能力，既考查学生对内容的把握，又考查了语言概括能力。回答

这类题目，考生需要通读全文，锁定精读的区域，从所确定范围内的关键句入手，提取关键信息点，进行

概括。

【答题关键】题干已经圈定了答题范围，学生需要把握“作者是如何布置他书房的窗子”首先应该将答题

区间圈定在包含北窗的段落，再引用文中的语句，如⑨段的“北窗外有一带古老的粉墙”，⑩段的“在墙

边种上一行疏竹”等进行答题。例如：①北窗外要有一带古老的粉墙，粉墙最低限度地要老到透出点微黄

的颜色；②古墙上最好生几片清翠的石斑；③粉墙离窗一丈五尺左右；④在墙边种上一行疏竹；⑤窗边要

放置一个书桌。

20.

【考查知识点】句子赏析

【能力要求】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能力、句子鉴赏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修辞手法的理解和分析。题目直接确定了考点，要求从修辞的角度对句子进

行赏析，属于文章中对于手法分析的考查范畴。回答这类题目，考生需要通读全文，锁定需要精读的区域，

明确所给语句对于文章抒情和表现文章主旨的作用，并联系文本完成题目的解答。

【答题关键】学生在答题时要先明确需要考查的句子属于哪种修辞手法，其次结合题目内容对句子进行分

析。如题中第一个句子是拟人的修辞手法，把苍蝇和微尘拟人化，写出了苍蝇和微尘此时的慵懒和悠闲，

表现了西窗下的书房的宁静与舒适。第二个句子则是明显的排比，句式整饬，罗列了窗下竹子在不同时节

的妙处，作者内心的欢喜之情洋溢而出，节奏和谐，富有音韵美。

21.

【考查知识点】内容分析

【能力要求】理解能力、分析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句段作用的分析。考生要正确解答此题，必须联系上下文来找答案。在分析

句段的作用时要先理解这些句段。答题时紧紧围绕句段的几个作用点对题目进行解答。

【答题关键】东南西北四个窗是代表四个方位，把四个方位的窗都着墨去写，表现了审美的整体性和多样

性。文中花大量笔墨写南窗、东窗、西窗，通过南窗的冬日清居、东窗的由景生情、西窗的人与万物的宁

静与舒适，写出了生活之美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而到了作者喜爱的北窗，则是上升到了一种境界，北

窗的光线更富深情与幽思，给人想象的距离，是一种意境之美。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更能

衬托出作者对北窗的喜爱，表达了作者对美的追求，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22.

【考查知识点】点评探究

【能力要求】对观点的理解能力、鉴赏评价能力、探究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考生的综合探究能力。考生要正确解答此题，必须通读全文，理解作者观点来。答

题时紧紧围绕作者的观点对题目进行解答。

【答案示例】我同意这个观点。窗子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界限，作者认为南窗不仅可以给人带来光朗和健康，

在南窗的晴日下读书，还是一种清居的享受；东窗不仅可以清新空气，古梅、海日等自然美也可使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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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振；西窗不仅有黄昏暮色，还能给人带来劳作后的安逸与宁静，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北窗则从光线的

角度体现了作者想得透明，懂得沉思，向内收敛的个性，并通过粉墙、疏竹等美好的事物体现作者朴素的

人生态度和境界。

写 作

【总评】

2019 年广州中考语文已落下帷幕，磨枪三年的莘莘学子应该可以长舒一口气。今年中考作文仍是全命

题作文，并且回归了 2014 年的命题方式，没有提示语，极大地拓展了考生的自主发挥空间。考题沿袭广

州中考命题的一贯风格，不设置审题障碍，且贴近考生生活，让学生人人有话可说，有事可写，有情可抒，

一切心灵感受均可落笔成文。但要拿高分并不容易，需要有大格局，并且在行文中渗透逻辑思维能力，彰

显独特思维。

今年的中考作文题延续对思维能力的考查，这也是语文教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大势所趋。所以，在

今后的语文学习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生活感知能力、反思能力以及努力优化学生的思维模式，而不仅仅是

应试答题技巧的单一训练。

【考查知识点】全命题作文。

【能力要求】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综合表达能力。

【审题】

题目初感知：题目是意料之中的，题目形式与往年相同，沿袭广州中考多年以来接地气的风格，内涵契合

了当下的国际大环境，命题立意高远，学生可以写自己身边的小事，也可以写集体、国家大事。书写学生

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即不设置审题障碍，让学生有话可说、有事可写、有情可抒，关注学生的内心成长。

该题目适合写成记叙文，让学生能从日常生活中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表达真正个性化的见解。

情感表达：2019 年广州中考作文题《别担心，我可以的》遵循中考作文“表达真情实感”的理念，非常具

有正能量，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在考场上书写成长历程，极大地激发了正能量。

内容选择：该题目的内涵契合当下孩子生活的国际社会环境，立意高远，选材范围广，既可以写个人，也

可以写集体和国家。中国当下面临的形势，从科技发展到经济发展都需要树立民族自信心，而这种民族自

信心需要从青少年抓起，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迫在眉睫。命题者高瞻远瞩，在孩子面对人生当中第一个重要

转折点时，给予他们非常强的正能量的指导。

思辨能力：《别担心，我可以的》这个作文题，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考查，包括学生辩证思维能力、发

散思维能力、逆向思维能力。用中考备战班中强调的的审题思路二次审题来进行审题，对这个文题的把握

就不难了。一次审题时审清文题中已知、未知、隐含的内容。本文题中，已知的内容是“我可以”，未知

的内容是“谁”担心，隐含的内容是“为我担心的人和我之间的关系，做了什么以及对我的影响”，如何

将已知与未知的内容联系起来，准确推断并补充完整隐含内容是本次作文中的重点。二次审题中，学生根

据对一次审题中的理解和深入，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维度进行选材，结合“担心”“可以”这两个关

键词，进行发散思考，选取对应的印象深刻的人与事进行写作，并且关注细节描写，将人物写活，将事件

写真，将情感写细，明确相应的立意。

【答题关键】①内容真实、新颖，情感真挚；②立意深刻，有正能量、有时代感，有启发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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