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广东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语文试题及解析

卓越教育广东省中考语文专家团队出品

一、基础（24 分）

1.根据课文默写古诗文。（10 分）

（1）苔痕上阶绿，□□□□□。（刘禹锡《陋室铭》）（1分）

（2）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用“□□□□，□□□□”把潼关险峻壮美的景色

和诗人起伏难抑的情感融合在一起。（2分）

（3）□□□□□□□，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1 分）

（4）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汉乐府《十五从军征》）（1分）

（5）请把王湾的《次北固山下》默写完整。（4分）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答案】（1）草色入帘青；（2）峰峦如聚，波涛如怒；（3）无可奈何花落去；（4）舂谷持作

饭，采葵持作羹；（5）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考点】一般型默写；理解型默写；补充默写。

【解析】注意“舂”、“葵”、“羹”等字的书写。

【点评】本题考查古诗文名篇名句背诵、理解以及默写能力。要求学生平时要注意记忆，积

累古诗文名篇名句，同时在此基础上加以理解、应用和赏析，默写时还要注意字形的书写一

定要正确、规范和整洁。

2.根据拼音写出相应的词语。（4 分）

（1）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 liáo liàng（ ）地响。

（2）两个陆块在那里聚合并缓慢地 zhě zhòu（ ）变形。

（3）jiū zhàn què cháo( )，李代桃僵，那屋内必是鸡飞狗跳，不得安生。

（4）皮肤 cáng wū nà gòu（ ），缺少光泽，就像用枝条扎成的村舍外墙那样

粗糙。

【答案】（1）嘹亮；（2）褶皱；（3）鸠占鹊巢；（4）藏污纳垢

【考点】同音字字形辨析；形声字字形辨析；音形相近字字形辨析

【解析】注意“嘹”、“褶”、“鸠”、“垢”的书写。



【点评】本题考查对汉字字形的积累能力。要求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对于形近字、同

音字、易错字、形声字等，要勤于积累，加强记忆。对于同音字，答题时要结合语言环境选

择使用哪一个文字。

3．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3分）

A．杜甫的诗歌凝聚．．着对天下苍生的爱，表现了他心忧天下的崇高精神。

B．在对口扶贫工作队帮助下，村中小路拓宽了，危旧的民宅也修葺．．一新。

C．班干部凡事应首当其冲．．．．，工作中要迎难而上，公益活动也要带头参加。

D．这次商品交易会参展的商家很多，展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答案】C

【考点】近义词、近义成语适用范围对象辨析

【解析】A.凝聚：一指气体变浓或凝结，二指聚集、积聚；B.修葺：修理；C.首当其冲：最

先受到攻击或遭到灾难；D.目不暇接：东西太多，眼睛看不过来。

【点评】本题考查词语的运用能力，实际上是考查词语的辨析能力。辨析近义词与在感情色

彩、语体色彩、适用范围、词语搭配等方面的差别。因此，答题时要从这几个方面辨析词语

的意思和用法，再根据语境做出选择。

4.下列对病句的修改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只有把防控工作抓紧抓实，就能为经济社会秩序的全

面恢复创造条件。（将“就”改为“才”）

B.他把自己的创意高高兴兴地拿出来分享，虽有受到“攻击”的心理准备，但更渴望赢得大

家的赞赏。（将“高高兴兴地”调至“分享”前）

C.“二十四节气”虽然对农事的指导作用有所减弱，但仍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它体现了中

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在“规律”后加上“的理念”）

D.我以前对开平碉楼不以为意，直到前些日子去实地参观，才明白这些风格迥异的建筑是先

辈背井离乡、漂洋过海讨生活的历史见证。（删去“实地”）

【答案】B

【考点】搭配不当；成分残缺；

【解析】A.搭配不当：将“就”改为“才”；B.成分残缺：“有”后面加上“做好”；C.成分

残缺：在“规律”后加上“的理念”；D.搭配不当：删去“实地”。

【点评】本题考查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做此类题，首先要认真阅读原句，在了解原句的

意思后再逐项查找病因，找准病因之后，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继而找到解决的办法，准确



修改。要注意读题一定要仔细，不能有疏漏。修改病句一定不能改变句子的原意，且要做到

最小幅度的修改。

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4 分）

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山水诗清新闲雅，空灵淡泊。孟浩然的《春晓》借雨

后的落花抒写淡淡的怜惜，王维的《竹里馆》借竹林的幽静表现内心的澄明。边塞诗雄浑开

阔，悲壮高亢。高适的《别董大》写挚友离别，洋溢着前程万里的信心；岑参的《白雪歌送

武判官归京》描绘塞外奇观，表现雪中送客的不舍和为国戍边的豪情。山水诗派的牧歌情调

与边塞诗派的英雄气魄，构成了盛唐诗坛的别样风貌。

（1）请用一句话概括上述材料的主要内容，不超过 28 个字。（2 分）

（2）根据材料内容，完成下面的对偶句。

田园骚客寄情山水， ， ；

边塞诗人放歌风雪，《别董大》诉说离情，抒发戍边人豪迈雄心。

【答案】（1）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山水诗与边塞诗风格不同。

（2）《竹里馆》表达澄明，体现隐居者清新闲雅。

【考点】一句话概括材料；对联；对偶

【解析】

（1）这则材料主要介绍了盛唐时期山水诗和边塞诗的代表人物、代表作以及所体现的风格。

第一句总起，第二句介绍了山水诗清新闲雅、空灵淡泊的特点，第三句介绍了代表人物孟浩

然、王维的诗歌以及特点。第四句介绍了边塞诗雄浑开阔，悲壮高亢的特点。第五句介绍了

代表人物高适和岑参的诗歌及其特点。最后一句是对以山水诗派和边塞诗派为代表的盛唐诗

坛进行总结。

（2）本题考查对材料的梳理及概括能力，做此类题需要学生在仔细阅读材料的基础上找出

关键句子，并结合句子的具体内容，归纳和概括出相关的关键词，最后将各个关键词整合成

为一句完整的句子。

【点评】本题考查拟写对联的能力，拟写对联最关键的原则是:①“仄起平收”，即上联末句

尾字用仄声（三四声），下联末句尾字用平声（一二声）。②字数相等，句式一致。③相同位

置，词性要相对。一般称为“虚对虚，实对实”，也就是说，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④

内容相关，上下衔接，上下联的含义必须相互衔接，但又不得重复。

二、阅读（46 分）



（一）（10 分）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

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6.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岂不诚．大丈夫哉/臣诚．知不如徐公美 B.不得志．/寻向所志．

C.此之谓．大丈夫/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 D.威武不能屈．/猥自枉屈．

7.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 分）

（1）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2）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8.结合选文，概括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的标准。（3 分）

【答案】

6.A

7.（1）（他们）一发怒，连诸侯都害怕，他们安静下来，就会战争平息，天下太平。

（2）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走着天下最正确的道路——义。

8.大丈夫的标准：大丈夫应该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大丈

夫应有的处事态度“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以仁义道德为本，形式合乎规范，做人不容有缺，且不管身处何

种境遇，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节操。）

【考点】一词多义；句子翻译；文言文阅读

【解析】

6.A.都是“真正、确实”的意思；B.志向/标志；C.叫/说到；D.屈服，使动用法/委屈，屈

尊就卑

7. 翻译文言文句子，首先要把关键词翻译准确，然后再看是否为特殊句式，最后再根据现

代汉语的规范翻译。（1）主语需要补充回来“他们”；安居：安静下来；天下熄：指战争停

息，天下太平。（2）这里的“正位”“大道”分别喻指“礼”“义”。

【点评】

6. 本题主要考察一词多义，解答此类题目，先翻译两个句子意思，然后进行对比，得出答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4800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921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8112071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8103259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8103259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81032592&ss_c=ssc.citiao.link


案。

7. 本题考查对文言句子的理解翻译能力。翻译文言句子要注意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要

落实重点字词，不能遗漏，句意要通顺连贯，还要注意通假字、古今异义词 、词类活用、

一词多义等特殊用法的词语，注意判断句、省略句、被动句、倒装句等特殊句式的翻译，可

运用“留、删、调、换、补”的方法，并按现代汉语的规范，将翻译过来的内容进行适当调

整，达到语句畅达。

8. 本题考察对文本主旨的理解，考察孟子的主张。回答这类题型，应回归文本，从文本中

仔细筛选答题。

（二） （9分）

（孔）祯，高宗时为苏州长史。曹王明为刺史，不循．法度，祯每进谏。明日：“寡人天

子之弟，岂失于为王哉！”祯曰：“恩宠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国命恐今之荣位非大王所保独不

见淮南之事乎？”明不悦。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祯捕而杖．杀之。明后果坐法，迁于黔中，

谓人日：“吾愧不用孔长史言，以及．于此！”

（选自《旧唐书•文苑传》）

9.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不循．法度（遵照） B.恩宠不可恃．（倚仗）

C.祯捕而杖．杀之（用杖刑）孩子有 D.以及．于此（比得上）

10.请用“/”给文中画线的句子断句。（3 分）

大王不奉行国命恐今之荣位非大王所保独不见淮南之事乎

11. 结合选文，简要分析孔祯是个怎样的人。（3分）

【答案】

9.D

10. 大王不奉行国命/恐今之荣位/非大王所保/独不见淮南之事乎

11.①直言进谏②正直③遵循法度

【考点】常用文言实词、文言文断句、分析概括人物形象

【解析】

9. A.不循．法度（遵照）；B.恩宠不可恃．（倚仗）；

C.祯捕而杖．杀之（用杖刑）；D.以及．于此（至于）

10.这句话的大意是：大王不奉行国法，恐怕今日的荣誉地位，不是大王所能保住的，难道

没看到淮南王刘长的事吗？根据句意断句为



大王不奉行国命/恐今之荣位/非大王所保/独不见淮南之事乎

11.结合孔祯的语言和他所做的事情分析他的人物形象，“祯每进谏”意思是孔祯常常进行规

谏，由此可以看出他敢于“直言进谏”；“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祯捕而杖杀之。” 意思李明

身边有人欺凌虐待老百姓，孔祯就把这些人抓起来杖打而死。可以看出孔祯不畏权势，遵循

法度，很正直。

【点评】

9.本题考察文言实词意思，解答此类题目，一定要先翻译句子，知道句意后再根据句意解释

词语意思，最后核对题目中给出的解释正确与否。

10.此题考查文言文断句的能力，解答此类题目，首先诵读句子，通过诵读，力求对语句的

内容有大体的了解，凭语感把能断开的先断开，逐步缩小范围，然后再集中精力分析难断处，

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

11.本题考查人物分析人物形象的能力，答此类题目，一定要在理解文章内容基础上结合人

物所做之事做事件分析。

【参考译文】

孔祯，唐高宗时为苏州长史。曹王李明任刺史，不遵守法令制度，孔祯常常进行规谏，

李明说：“我是天子的弟弟，难道还会失去王的身份吗！”孔祯说：“恩宠是不能依赖的，

大王不奉行国法，恐怕今日的荣誉地位，不是大王所能保住的，难道没看到淮南王刘长的事

吗？”李明听后不高兴。李明身边有人欺凌虐待老百姓，孔祯就把这些人抓起来杖打而死。

李明后来果然获罪判刑，被贬谪到黔中(今湖南沅陵西)，曾对人说：“我羞愧于没有听孔长

史的话，以至于有这样的下场！”

（三） （10 分）

北斗，国之重器

①2020 年 6 月 23 日 9 时 43 分，北斗三号系统“收官之星”成功发射，标志着由我国

自主研制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系统组网完成。

②提到卫星导航，人们自然会想到 GPS 系统。GPS 系统由美国研发，自 1995 年建成后，

在多个领域广泛应用。既然 GPS 系统方便可用，为什么还要建设北斗系统呢？卫星导航系统

属国之重器，只有拥有自主建设和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才能长期、稳定、可靠地保障

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③目前，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 GLONASS、欧盟的伽利略系统以及中国的北斗系统四大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服务功能大体相近，都能提供全天候、全天时的高精度定位、导航、测速、



授时服务。而中国的北斗三号系统在诸多方面还拥有自己独特的服务功能。

④高精度的“太空灯塔”。相比北斗二号，北斗三号系统通过配置新一代原子钟，提升

了卫星性能，定位精度提升 1 至 2 倍，改善了用户体验。北斗三号可以为汽车导航提供静态

厘米级、动态分米级的高精度定位，实现车道级的导航。换句话说，在北斗的帮助下，未来

导航软件能准确地判断你的车是在中间车道，还是左转车道。北斗三号系统还可以向用户提

供精密测量测绘数据。北斗三号导航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表示，测量地震后建筑物的下沉

变化，即便是几毫米，都逃不过北斗的法眼。

⑤更有效的搜救服务。北斗三号系统通过在 6颗中圆地球轨道卫星上搭载搜救载荷，为

水上、陆地以及空中遇险目标提供定位和救援服务。其他的卫星导航系统只能收到求教者向

卫星发出的求救信息，至于求救信息是否发出，救援人员是否收到，求救者无从得知。我国

的北斗三号系统专门设计了反向链路，求救者不仅可以发出求救信息，还可以收到救援人员

的反馈信息。这样大大增强了求救者的获救信心，从而提升了搜救成功率。

⑥独门绝技的“短报文”。与众不同的是，北斗导航卫星系统附加了通信功能——短报

文，具备在没有络信号条件下的通信功能。在无人区、荒漠等地区，或在通信基站遭受地

震、洪水、台风等破坏时，装有短报文模块的北斗终端仍能保证通信畅通。如今，北斗三号

短报文通信能力显著提升，每次能发送汉字 1200 个，还可发送图片等信息，应用场景更为

丰富。北斗的一体化功能不仅能让用户知道自己“在哪儿”，也能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

对北斗的这一功能，GPS 之父帕金森教授盛赞道：“这是多么美妙的体验！”

⑦不少人好奇，我们何时才能用上自己的北斗呢？其实，北斗就在你我手中！卫星导航

以芯片模式搭载在手机硬件里，只要拥有一台装有北斗芯片的手机，就可以收到北斗卫星

的导航信号。握统计，截至 2019 年底，北斗导航型芯片、模块销量已突破 1亿片。2020 年

第一季度，国内市场申请入网的智能手机，超过 75%支持北斗定位。就连大家非常熟悉的共

享单车，也大量使用了北斗定位系统。可以说，北斗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研发周期最长、投资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复杂的航天系统工

程，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选文有删改）

12.选文思路清晰，按照逻辑顺序依次介绍了_____、______和______。（3 分）

13.下面对文章内容的分析理解，不正确的是（ ）（3分）

A.国之重器北斗导航系统的研制和组网完成必将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以及方便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B.第④段画线句子运用列数字和作比较的方声,具体说明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的新

—代原子钟的精度得到显著提升。

C.第⑥段引用 GPS 之父帕金森教授对北斗三号一体化功能的赞誉，说明了该项功能给

用户带来的全新体体验。

D.第⑦段画线句子中加点的“截至 2019 年底”对北斗导航型芯片、模块的销量统计从

时间上进行限制，体现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和严密性。

14.北斗系统已在交通运输、农林渔业、气象测报、防灾减灾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广泛应用。

结合选文，解释北斗系统被广泛应用的原因。（4分）

【答案】

12.高精度的“太空灯塔”、更有效的搜救服务、独门绝技的“短报文”

13.A

14.北斗系统提升卫星性能，向用户提供精密测量测绘数据；北斗系统为水上、陆地已经空

中遇险目标提供定位和救援服务；北斗系统具备在没有网络信号条件下的通信功能；应用方

便，卫星导航是以芯片模式搭载在手机硬件里，只要拥有一台装有北斗芯片的手机，就可以

收到北斗信号。

【考点】把握文章逻辑顺序；文本内容理解与分析；筛选并整合文本关键信息

【解析】

12.本题考查对说明文全面把握的能力，答题时首先要认真阅读文章，在整体感知文章内容

的基础上对说明文的内容及逻辑顺序进行去全面把握。

13.BCD 分析正确，A 分析有误。文章第②自然段中“卫星导航系统属国之重器，只有拥有

自主建设和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才能长期、稳定、可靠地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

家安全。”并非选项中所提及的“方便人民生活”。故答案为 A。

14.本题考查的是筛选并整合文章信息的能力。解答此类题，通常的做法是：提取综合，重

组输出，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①从文中准确而迅速地补充、筛选、提取所需要的信息；

②合理地概括信息；③按照一定的要求加工信息。

（四） （17 分）

与母亲相守 50 天

明前茶

因为武汉封城，莉君已经在娘家待了整整 50 天。

莉君与母亲都是能干且脾气犟的人，秉承的人生哲学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因此，往年



春节，莉君回娘家过年，待上 5 天，是她忍受的极限。她 40 多岁了，可一回娘家，一定会

被老母亲当成 14 岁的小姑娘管着。

早上睡个懒觉，挨管；晚上 11 点钟还在刷剧，挨骂；怕胖，少吃一口肉，要管，说是

富富态态才吉利；做瑜伽伸展得像一只软腰猫，要管，说是万一闪了腰，村医那里可只有几

帖土膏药，拍个 X 光片还要上镇医院。

回娘家才两天，平地一声雷，武汉封城了。见女儿一脸的震惊和恍惚，母亲__________

地说:“这下可好，你可不得不多陪妈一阵子了，走不脱了！”莉君略有点不快地说:“留在

这儿干吗？跟你吵架呀？”话一出囗，她就有点后悔。父亲故去多年，母亲从村里小学退休

后，独自在山村生活，家里空旷而冷清，盼着儿孙们春节回来，也是人之常情。然而，莉君

也有不愿意长留的理由，要忍受网络不稳定、洗澡没浴霸的不便。可是母亲就没有不便吗？

按母亲的话说，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加上媳妇孙辈，光是坐下来吃饭，就是满满一桌。这一

封城，儿孙们都回不去，不光要张罗吃喝，单是儿孙要用的文具、电池、拖鞋、睡衣，就够

母亲忙的了。

莉君的心被揪扯了一把。依照她的脾气，说软话是不可能的，尽量帮衬母亲维持这一大

家子的正常运转，就成了莉君暗自给自己分派的任务。

每天，她帮母亲将一百多斤腊肉、咸火腿扛出去晾晒。母亲欣慰地说:“幸亏今年没嫌

土猪肉贵，依旧腌了那么多肉，不然这会儿村镇都封了，可上哪儿去买肉。”莉君听了惭愧，

往年，回武汉前，母亲总要往车的后备厢里塞满米油、腊肉，自己的心里可全是嫌弃。

每天，莉君还帮母亲侍弄小菜园。往年，母亲四处张罗菜种、粪肥的时候，莉君都要取

笑她说：“没事干！快递一公斤十块钱，比青菜贵两倍多，还要往武汉儿女家快递蔬菜，会

不会算账啊。”母亲说：“劳动不休，筋骨不锈。你爸走了，去菜园还能听听鸟唱，晒晒太

阳，解个寂寞，你们年轻人不懂的。”这一回，菜园终于派上大用场。莉君跟着母亲收菜锄

地，看见菜园里的一株野茶树生出新芽，她憋闷多日的心里，仿佛沁入一股清气。她终于理

解母亲不愿闲在屋里，非要出门劳作的原因。

每天，母亲上灶炒菜，做馒头，蒸发糕，莉君就蹲在灶口帮她烧火。母亲说火软一些，

她就挑松柴火，只放枯枝败叶；母亲说火硬一些，她就燃起硬柴，将火烧得旺旺的。这样的

日子里，她仿佛回到了 14 岁，那个唯母命是从的年纪，她觉得这也挺好，自己脱去了成年

人的生硬铠甲，母亲忘记了老迈垂暮。母女俩诉说往事，对上了只有她俩知道的暗号。有一

天，炒完了一大桌子的菜，母亲自言自语:真是怪了，以前一个人吃饭，在电磁炉上炒两个

菜，就腰酸腿疼；如今一烧大柴灶，这八大碗菜做下来，倒也不觉得小腿沉重，这是咋回事？



莉君笑道:“老妈，灶口暖和，比电磁小太阳还管用。要不，为何老猫都喜欢偎着灶口？”

母亲望了她一眼，说了平生第一句软话:“闺女，等你也要靠偎灶驱寒时，你就回妈这儿。

妈这儿别的没有，大灶柴火管够。”

莉君眼眶发涩。令她眼眶发涩的还有一件小事:那天，母亲上山拾柴归来，挑出了一小

截软木，严正警告众人，尤其是莉君两个弟弟家的皮猴儿，不准动她的木头。大家都纳闷，

她要用这一小截软木干吗。几天后，莉君意外地得到了礼物——母亲亲手雕的软木青蛙。只

见栩栩如生的青蛙蹲在荷叶中央的筋脉上，好像准备随时腾空而起。“37 年了，我总记着

欠闺女一份情，”母亲说，“小时候，干活有你的，玩具没你的。你要过一个发条青蛙，我和

你爹都没能满足你……”

莉君接过青蛙，仿佛看见母亲的牵挂在木雕的每一线光影中流转……

(选自《西安晚报》2020 年 3 月 20 日，有删改)

15.选文中哪些事体现了莉君母亲的“能干”？ （4分）

16.选文多处运用插叙的写法， 请举出一例并简析其作用。（4分）

17.按要求完成下面的题目。（4 分）

（1）体会下面语句加点词语的表达效果。 （2 分）

莉君的心被揪扯．．了一把。

（2）结合上下文，在横线上补充母亲说话时的神态或语气，并说明理由。（2分）

母亲 地说：“这下可好，你就不得不多陪妈一阵子了，走不脱了！”

18.某文学刊物《腾飞》设有“人间亲情”“山水游踪” “人生感悟”“古今论坛”等栏目。

你会向哪个栏日推荐本文？请分别从选材和主题的角度说明理由。（5 分）

【答案】15.①张罗儿孙们的吃喝；②准备儿孙们要用的文具、电池、拖鞋、睡衣；③晾晒

腊肉、咸火腿；④侍弄小菜园；⑤上灶炒菜，做馒头，蒸发糕；⑥亲身雕软木青蛙。（答出

4点即可得满分）

16.例子：往年回武汉前，母亲总要往车的后备箱里塞满米油、腊肉、自己心里可全是嫌弃。

作用：①补充交代母亲为儿女们准备米油、腊肉，体现母亲对儿女的牵挂和爱，使人物形象

更加丰满；②与上火写母亲晾晒腊肉、咸火腿形成照应，使文章情节更加合理、紧凑；③“往

年的全是嫌弃”与现在的惭愧想成鲜明的对比，突出莉君内心的触动，理解了母亲的爱。

17.（1）“揪扯”是“又扭又拉”的意思，将人物的心理动作化，形象化，生动地写出了因

为封城母亲需要照顾一家老小起居生活，莉君内心很受刺激，心像被揪住了一样，体现了莉

君对母亲的心疼和内疚。



（2）词语：得意/戏谑/神气（答案不唯一）

理由：“戏谑”使用诙谐有趣的话开玩笑，写出了母亲看到女儿因封城消息震惊和恍惚，对

女儿因为客观原因“走不脱了”的打趣、得意，体现母亲的调皮，进一步体现母亲希望女儿

留下来陪陪自己的真实想法。

18. 栏目：“人间亲情”

原因：（1）从选材上看，文章以封城为背景，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写出了普通家

庭的生活百态，写了一个个生活小事件，这是亲情最直接的体现。文章以小见大，利用典型，

以一个家庭的生活写出人间亲情之味。（2)从主题上看，文章从开始的隔阂冲突到后来的和

谐关怀，从一开始莉君的不理解和对母亲的嫌弃，到后来的感动与感激，体现了亲情给人带

来的温暖，说明了亲情可以融化一切隔阂。因此，我会向人间亲情栏目推荐此文。

【考点】筛选整合文章信息；插叙的作用；关键词语赏析；选材和主题的理解

【解析】15.本文在第 3、4、6、7、8、9段分别叙述了张罗儿孙们的吃喝；准备儿孙们要用

的文具、电池、拖鞋、睡衣；晾晒腊肉、咸火腿；侍弄小菜园；上灶炒菜，做馒头，蒸发糕；

亲身雕软木青蛙。从这几段提取句子答题。

16. 插叙，是在叙述中心事件的过程中，为了帮助展开情节或刻画人物，暂时中断叙述的线

索，插入一段与主要情节相关的回忆或故事的叙述方法。插叙的主要作用有： ①对主要情

节补充衬托作用。 ②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 ③使文章脉络清晰。 ④更好的突出人物的

性格。 ⑤使情节更加完整。 ⑥补充说明有关文章具体内容。 ⑦文章结构避免平铺直叙。

⑧有助于情节的展开，刻画人物性格，补充背景材料。以第 6 段为例，该段插叙的作用涉及

到了补充交代母亲为儿女们准备米油、腊肉，体现母亲对儿女的牵挂和爱，使人物形象更加

丰满；与上火写母亲晾晒腊肉、咸火腿形成照应，使文章情节更加合理、紧凑；“往年的全

是嫌弃”与现在的惭愧想成鲜明的对比，突出莉君内心的触动，理解了母亲的爱等作用。

17.解答此题，首先要理解词语的意思，然后再结合语境赏析表达效果。（1）“揪扯”是“又

扭又拉”的意思，将人物的心理动作化，形象化，生动地写出了因为封城母亲需要照顾一家

老小起居生活，莉君内心很受刺激，心像被揪住了一样，体现了莉君对母亲的心疼和内疚。

（2）考查人物描写的运用，有句意可知，当母亲知道莉君走不了之后，是得意/戏谑/神气

的语气。

18.考查学生对文章的选材和主题的理解，由文章可知，文章以封城为背景，通过一个普通

家庭的故事，写出了普通家庭的生活百态，写了一个个生活小事件，从开始的隔阂冲突到后

来的和谐关怀，从一开始莉君的不理解和对母亲的嫌弃，到后来的感动与感激，体现了亲情



给人带来的温暖，说明了亲情可以融化一切隔阂。更符合“人间亲情”的主题。

【点评】15.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信息的能力。此题比较容易，只要能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

结合语境就能顺利的找到答案。

16. 此题考查记叙顺序中的插叙知识点，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插叙以及插叙的作用有哪些，并

且能在文中找到插叙段落进行分析。

17. 此题考查赏析句子的能力。赏析句子的角度有很多，有修辞、词语、描写方法、表达方

式、手法、内容、情感等。答题时要结合具体的内容选择角度和分析表达效果。

18. 此题考查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能力，从选材和主题的角度对文章进行理解和分析。

三、作文（50 分）

19.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自律,就是自我约束。自律的人,可以享受更多的乐趣,拥有更大的自由,得到意外的收获:

理性网游,生活会更充实多彩;节制饮食,身体会更轻盈敏捷;管控情绪,内心会更从容平

和......

请以“给×××的一封信”为题目,以“自律的乐趣”为内容,给老师、亲友、同学......

写一封信,可以讲述自己的经历,也可以阐述观点、畅谈感悟。

要求：(1)明确收信人×××,将题目“给×××的一封信”补充完整；

(2)一以“小华“为写位人,不得泄露考生个人及学校的相关信息；

(3)不少于 500 字。

【答案】略

【考点】半命题作文

【解析】今年作文的形式为任务驱动型，考查的是应用文中的书信，打破了以往全命题作文

和半命题作文的形式。要把握书信格式要求。作文材料中给出了几个方向：“讲述自己的经

历”偏向于记叙文体裁；“阐述观点”偏向于议论文体裁；“畅谈感悟”偏向于散文或议论文

体裁。以“自律的乐趣”为内容，关键词强调“自律”以及“乐趣”。今年作文更加强调立

意深刻。重点是让学生体会到“自律”背后的“乐趣”，从“乐趣”这一点传递正确的价值

观。

【点评】

1.形式创新：①文体选择多样化：近五年中考作文虽然不限文体，但实际上作文材料更偏向

于记叙文体裁。而今年的作文材料中给出了几个方向：“讲述自己的经历”偏向于记叙文体

裁；“阐述观点”偏向于议论文体裁；“畅谈感悟”偏向于散文或议论文体裁。因此，今年作



文的文体选择多样化。②形式接轨高考：今年作文的形式为任务驱动型，考查的是应用文中

的书信，打破了以往全命题作文和半命题作文的形式。总的来说，今年的中考作文呈现出衔

接高中、衔接高考的特点，因此中考的备考需要以高考为导向。

2.立意深刻：以“自律的乐趣”为内容，关键词强调“自律”以及“乐趣”。在历年作文要

求三观正确、切入点准确的基础上，今年作文更加强调立意深刻。重点是让学生体会到“自

律”背后的“乐趣”，从“乐趣”这一点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今年的作文不仅回归到生活实

际，并且也回归到语文素养，目的是要用“自律”教育成就“立德树人”，从而促进学生自

我教育、自我成长。

3.选材贴近生活：在当今社会诱惑多种多样，以及今年“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以“自律

的乐趣”为内容要求作文的选材更侧重从社会视角关注个人的自我成长。学生的作文选材需

要回归到自身生活中所面临的诱惑，从中思考面对诱惑如何做到“自律”，并进一步体会“自

律”所带来的“乐趣”。

附加题（10 分）

阅读下面的名著选段，完成 1—3 题。

（A）邓发？邓发……哦，是的，邓发就是中国红军特务队的首领。而且还有，我的天，

还悬赏五万元要他的头啊！

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快乐得跳起舞来。他被这有趣的局面所鼓舞，就无法压制他的兴

奋；他，这著名的“共匪”，现在是生活在敌人的营幕之中，拿他的鼻子碰着到处密布的侦

探呢。

（B）不过我急于把它．找回来的直觉，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第二天蒋委员长突然到西安

来了，这天的早晨街上完全断绝了交通。通到城里去的所有道路，都排列着宪兵和军队，沿

路的农民都被从家里赶了出去，有几家看不上眼的小屋也完全被拆毁。那时候我们的汽车要

通过那条路到渭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条路接近高度警戒着的飞机场。

委员长的到临与仍旧新鲜地留在我的脑子里的场面——毛泽东、 徐海东、林彪、彭德

怀等在红色中国的街道上闲庭信步，形成了一种不易忘掉的对照。委员长并没有被悬赏通缉、

这生动地表明谁怕百姓，谁相信百姓。但是即使在西安为了保护委员长的生命而布置的一切

戒备，仍被证明并不充分，因为在保卫他的这一军队内部，也已有他的很多敌人。

（节选自《红 星照耀中国》，有删改）

1.选文 A 中的邓发见“我”的任务是_ ；选文 B中的“它”指的是 。（2 分）

2原著具有鲜明的态度，请从选文 A、选文 B 中各举一例并作简要分析。（4分）



3.联系原著，概括作者阐明的主要见解。（4分）

【答案】

1.他安排“我”去陕北的路程 ；我的装有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卷胶卷（第一次拍到的

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以及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的包。

2.选文 A中，“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快乐得跳起舞来。他被这有趣的局面所鼓舞，就无法

压制他的兴奋；他，这著名的“共匪”，现在是生活在敌人的营幕之中，拿他的鼻子碰着到

处密布的侦探呢。” 写出作为共产党员的乐观英勇，不畏牺牲。表达出对共产党员的肯定和

赞美。

选文 B中，“委员长的到临与仍旧新鲜地留在我的脑子里的场面——毛泽东、 徐海东、

林彪、彭德怀等在红色中国的街道上闲庭信步，形成了一种不易忘掉的对照。委员长并没有

被悬赏通缉、这生动地表明谁怕百姓，谁相信百姓。”通过对比写出国民党不得民心，共产

党受到百姓爱戴，表明对共产党的肯定和拥护。

3. 作者真实记录了自 1936 年 6 月至 10 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

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不仅关注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他对“小人物”的刻画

也很成功，比如作品中讲述的几段关于“红小鬼”的故事，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

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

英勇卓绝的伟大精神。结合“强渡大渡河”和“过大草地”等重要事件的特写，作者阐明了

共产党能取得胜利的原因，那就是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

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顾全大局。严守纪律、

紧密团结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

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考点】名著内容理解；作者的情感态度；作品主题思想；

【解析】

1.根据对《红星照耀中国》的内容理解即可知道本题的答案。本题考查学生的名著内容的熟

悉程度，解答此类题时，要求学生平时认真阅读名著，对名著中的人物、情节、观点等进行

全面把握，答题时需联系前后文回忆。

2.根据两个文段中作者对共产党人的评价和情感表达，可以分析出作者的态度。

3.结合作品中关于红军人物以及重大事件的描写，概括出作者认为的中国共产党能取得最终

胜利的原因。本题考查对全书的综合理解，作者通过全面地重现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真实

而艰辛的历史史实，给人鼓舞，催人奋进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



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学生要通过作品中对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人以及广大红军战士、农民、工 人、知识分子的人物介绍，和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真实情况的描写，通过一个外国人的所见所闻，客观地向全世界

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使西方人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深入分

析和探究了“红色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了客观的评价，展

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精神，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