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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语  文 

 

本试卷共 8 页，分三部分，共 23 小题，满分 150 分。考试用时 12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在答题卡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 考生号、姓名；同时填写考点考场

号、座位号，再用 2B 铅笔把对应这两个号码的标号涂黑。 

2.选择题的答案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选择题答题区中对应题目选项的答案信点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答案不能写在试题上。 

3.非选择题答案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区域内相应位置上;如需改动，先

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的答案，改动后答案也不能超出指定的区域；不准使用铅笔、圆珠笔和

涂改液。不按以上要作答的答案无效。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一部分  积累与运用(共 30 分) 

一、(6 小题，20分) 

1.下列词语中，每对加点字的读音都相同的一项是                                       （3分） 

A.粗犷．/心旷．神怡   斗．篷/气冲斗．牛                 B.着．落/不着．痕迹   默契．/锲．而不舍 

C.瞭．望/眼花缭．乱   拮据．/引经据．典                 D.应和．/随声附和．   炫．耀/目眩．神迷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3分） 

A.云霄          娇揉造作          分歧          重蹈复辙 

B.秀颀          吹毛求疵          遏制          名副其实 

C.蔓延          消声匿迹          盘桓          自出心裁 

D.遒劲          分崩离析          漩窝          不屑置辨 

3.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3分） 

A.柔弱的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看似微不足．．．道．，却以顽强的生命力为世人所称道。 

B.虽然这道题难度比较大，但是经过张老师耐心讲解，同学们最终还是大彻大悟．．．．了。 

C.在学校组织的中秋晚会上，老师和同学们欢聚一堂，吃月饼，赏月色，共享天伦之乐．．．．。 

D.时间真如行云流水．．．．，刚进入初中时的豪言壮语犹在耳畔，中考的决胜时刻就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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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3 分) 

A.2020 年 7月 4日，随着林丹的退役，给国际羽坛“四大天王”的时代正式画上句号。 

B.“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受到中小学生喜爱的原因，是因为其形式新颖、内涵丰富。 

C.羊城中学举办与策划的经典诗文诵读活动，对发展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有着积极作用。 

D.接近八成的受访市民认为，广州老旧小区微改造改善了社区环境，提升了生活品质。 

5.阅读下面的文字，填入横线处最合适的一项是                                          （3分） 

    广福戏台藏身于荔湾区恩宁路的粤剧艺术博物馆，是一座纯木结构建筑。这座古色古香的大戏台依水

而建，一年四季都有免费演出，市民可以在水边凭石栏赏粤剧。文佳来到广福戏台，有感而发，写下一副

对联。 

上联:登古台唱新韵演尽喜怒哀乐     下联:                               

A.临碧水着红装遍赏起承转合               B.入云山对夕阳惯看秋月春花 

C.倚玉栏临碧水赏遍春夏秋冬               D.戏楼里凭石栏品味唱念做打 

6.名著阅读(5分) 

(1)右图取材于《西游记》第三十一回:猪八戒义激猴王，孙行 

者智降妖怪。请根据画面提示，写出猪八戒上花果山请孙 

悟空的原因。(2分) 

(2)《西游记》里的猪八戒有很多缺点，但也不乏闪光之处。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往往就是这样，优缺点并存。 

请从下面文学形象中任选一个，结合具体情节，说说他的 

优点和缺点。(3分) 

①林冲(《水浒传》)        ②尼摩船长(《海底两万里》)        ③祥子(《骆驼祥子》) 

 

二、(1小题，10分) 

7.古诗文默写(10 分) 

（1）根据课本，下列古诗文默写正确的两项是                                           (4分) 

A.小园几许，流水桥旁。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 

B.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C.佁然不动，往来翕忽，俶尔远逝，似与游者相乐。 

D.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E.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欺人奈何? 

F.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夜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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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课本，补充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六题只选四题作答)(4 分) 

①                 ，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晚春》） 

②金樽清酒斗十千，                 。（李白《行路难》） 

③                 ，窥谷忘反。(吴均《与朱元思书》) 

④苟全性命于乱世，                 。（诸葛亮《出师表》） 

⑤                 。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李清照《渔家傲》) 

⑥汉文有道恩犹薄，                 。（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府》） 

（3）文佳同学做了“送别诗”专题整理，请你根据批注，完成表格。(4分) 

[说明:本题有 2分附加分，加分后第 7小题不超过 10分。] 

送

别

诗 

诗句 批注 出处 

①       ，       。 真挚友情，跨越千山万水。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马且嘶鸣，人何以堪? 李白《送友人》 

②       ，       。 只见马行迹，不见归京人。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第二部分  阅读与鉴赏(共 60分) 

 

三、(5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 8～10题。(10分)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

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

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

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

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

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 

    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日:“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

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 

(节选自《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8.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相同的一组是                                              (3分) 

A.上自劳．军   劳．其筋骨                       B.军士吏被．甲   将军身被．坚执锐 

C.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  属．予作文以记之      D.使人称谢．    长跪而谢．之曰 

9.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4分) 

(1)已而之细柳军 

(2)其将固可袭而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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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文章开头交代了汉文帝劳军的背景。匈奴大规模侵入边境，汉王朝在霸上、棘门、细柳三处驻扎军队， 

此时的边境地区正处于战备状态。 

B.周亚夫是一位治军严明、恪尽职守、刚正不阿的“真将军”。细柳营官兵均严格遵守军令，周亚夫见 

到皇帝没有跪拜，而是以军礼参见。 

C.汉文帝是一位开明、识大体的国君。虽然在细柳营处处受到约束，不得不听命于手下将 

军，内心颇为不满，但他仍然对周亚夫大加称赞。 

D.文章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在霸上及棘门的军营，汉文帝长驱直入；而到了细柳营，入营受到阻碍，在 

营中只能慢行：前后形成鲜明对比。 

11.阅读下面的文段，然后回答问题。(5分)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
①
，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 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

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

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
②
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

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节选自《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注]①镞:箭头。       ②二千石:汉代官员的俸禄等级。 

(1)请解释下列加点词的意思。(2 分) 

①广亦竟．射杀之         ②广之将．兵 

(2)根据文段，简要概括李广是怎样的一个人。(3分) 

12.阅读下面这首词，然后回答问题。(5分) 

渔家傲·秋思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词的题目是“秋思”，词中哪些景物点明了季节?(2分) 

（2）“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抒发了词人怎样的感情?(3分) 

四、（10小题，40分） 

（一）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3~17题。（18分） 

广府灰塑 

灰塑是以草筋灰、纸筋灰或贝灰等为主要塑形材料，辅以竹钉、铁钉、铜丝、瓦片等为骨架，使用灰

匙等工具塑造并加上色彩进而描绘成形的一种建筑装饰类别。灰塑大量应用在建筑物的屋顶和墙体上，细

分为脊饰、门楼、山墙、照壁、墙楣、楹联、墀头、落水口和落水管道等。据《广州市志·卷十六》文物

志记载，始建于南宋庆元三年的增城正果寺已使用灰塑龙船脊，现可考证最早的广府地区灰塑为明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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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山祖庙中明代正德六年的“郡马梁祠”牌坊。 

灰塑装饰工艺曾被广泛使用，并非岭南广府地区独有。但因为灰塑大面积使用不耐低温的草筋灰和纸

筋灰材料，而这种材料在气温低于零度时会开裂，所以专家推测，受环境影响，仅余冬季气温高于零度的

部分岭南地区留存灰塑至今。 

现潮汕地区也多有使用灰塑装点建筑，但与广府灰塑存在较大差别。潮汕地区灰塑以半浮雕和浅浮雕

为多，也有使用阴刻的例子，色彩较轻淡，有墨线描边。总体色彩趋向冷色调，多用白、蓝、绿三色。潮

汕灰塑因其地理位置近海，空气盐度、酸度高，大大加速石灰的风化，因此潮汕灰塑多见于檐下、墙楣、

门额、窗楣、凹门斗等不见日光风雨处。 

广府地区地处广东省中部，夏热冬暖，空气盐度低，湿度大，气候环境适合在室外大面积使用石灰材

料。广府地区的灰塑多应用在可受日光和风雨的部分，较少见于建筑物阴影区。广府灰塑色彩斑斓，饱和

度高，使用题材的取材范围较潮汕灰塑广泛。 

广府地区有著名的“三雕两塑”共 5种建筑装饰工艺，即木雕、石雕、砖雕、陶塑和灰塑，灰塑与其

中的陶塑多有交集。陶塑表面上釉，极耐风雨，多装设在屋脊上，与琉璃屋面瓦配合，效果极佳。陶塑构

件全为预制，中空，装设时须有砖垫层，预制件之间靠石灰粘结，陶塑一般有青、黄两种主色调。灰塑适

用范围较广泛，屋脊、挥头、山墙、照壁等均可使用，上彩颜色范围 涵盖矿物质颜料的各大色系，然大部

分的灰塑题材与陶塑题材一致，表现方法也相似。灰塑不可预制，全靠现场手工制作，整个作品的主要材

料是石灰，作品内部须有固型骨架，不可留空，但内外层材料使用了不同的添加剂，致硬度、吸水率和表

面密度有一定的差异。在广府地区，较常见使用陶塑屋脊压灰塑脊基的正脊做法。 

自古以来，广东地区就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很多传统工艺的形式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灰

塑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岭南地区远离中原，形成

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有丰富想象力的世俗文化。灰塑

题材体现了广府民俗趋吉避凶的心理习惯，蕴藏着

祈福和教化的意味。灰塑的取材范围有故事传说、

祥禽瑞兽、花卉果木、博古杂宝、吉祥文字、纹样

图案和大量舶来题材。灰塑匠师实质上只使用有限

的元素，通过谐音、借喻和比拟三种方式，便足以

表达如此广泛的题材。 

 

(选编自《岭南广府地区建筑灰塑工艺及保护研究》) 

【链接一】岭南地区气候炎热潮湿，每年 3月到 5月的雨季，大量的雨水造成的高湿度会加速建筑结

构的风化，温热潮湿的天气还会带来各种虫害，特别是白蚁，对砖木结构建筑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而灰塑

的材料就具有防潮驱虫的效果，用其加固建筑结构，可有效降低建筑因风化和虫害倒塌的风险。广东地区

临近大海，每年都会有十余个台风过境，如若建筑结构不够稳固，屋顶重量过轻，都会造成房屋倒塌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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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后果。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除此之外，由于台风的关

系，岭南建筑(特别是大体量建筑)都没有密集的防火山墙，辅助防火墙、阻断火势蔓延也成为了灰塑的重

要作用之一。 

(节选自《谈岭南灰塑的美学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链接二】 

广府灰塑的主要装饰题材 

题材分类 主要代表图案 主要使用部位 适合表现技法 

几何纹样 卷草纹、夔纹 山墙八字、脊座、博古 浅浮雕 

花卉草木 松树、梅花、杨桃、荔枝等 正脊、墀头、照壁 高浮雕结合局部透雕 

动物纹样 喜鹊、蝙蝠、仙鹤、鲤鱼等 正脊、看脊、垂脊、照壁 高浮雕结合局部透雕或圆雕 

风景题材 珠江早春、羊城八景 看脊、照壁 高浮雕 

人物神仙 刘关张、八仙、三官、寿星等 看脊 高浮雕、立体圆雕 

博古杂宝 八宝、暗八仙、三官、寿星 脊座 浅浮雕 

文字纹样 吉祥祝语、名家诗句 正脊小品、楹联 浅浮雕 

（选自《岭南广府地区灰塑装饰艺术保护研究》） 

13.以下关于“灰塑”的表述，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分) 

A.灰塑是一种建筑类别，大量应用在建筑物的屋顶和墙体上。 

B.岭南地区的灰塑能留存至今，主要原因是其更能耐受低温。 

C.广府灰塑多应用在可受日光和风雨的部分，潮汕灰塑则相反。 

D.灰塑不可预制，陶塑构件可预制，灰塑题材比陶塑的多一些。 

14.关于灰塑工艺运用在广府建筑上的好处，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分) 

A.灰塑的材料能够防潮，可以降低建筑因风化倒塌的风险。 

B.灰塑的材料能够驱虫，防止虫子对砖木结构建筑的破坏。 

C.灰塑能增加房顶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 

D.灰塑能够提高防火墙密集度，辅助防火墙，阻断火势蔓延。 

15.下列对广府灰塑题材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项是              (3分) 

A.广府灰塑题材中的杨桃、荔枝等岭南特有的水果，体现出浓郁地方特色。 

B.广府灰塑题材中的喜鹊、蝙蝠(福)、仙鹤等动物，蕴含着祈福的意味。 

C.广府灰塑题材中的“刘关张”结义的故事，宣扬忠义思想，体现教化功能。 

D.广府灰塑的各种题材最常用的表现技法是高浮雕，塑造动物图案难度最大。 

16.选文(含链接材料)用了哪些说明方法?请分点列出并举例。(4分) 

17.广州市为灰塑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获得通过。你认为通过的理由可能有哪些?

请结合文本分点陈述。(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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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8~22题。(22分) 

1985年的一场电影 

李义文 

①明天家里放电影! 

②父亲是在晚饭后宣布这一决定的。那时太阳已经落山，屋里光线暗淡下去。 

③父亲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混沌在暝暝的暮色中，难以辨寻，但他说的每一个字犹如昨天大舅

来家里道喜时炸响的鞭炮，令人震撼和惊喜。 

④姐说，放啥电影？没有这个必要。父亲说，咋没必要？你考上大学这是我们刘家的荣耀，是大喜事。

姐说，这纯粹是浪费钱。父亲说，浪费个啥？现在都时兴这样。你别理论了，我已经联系好了。姐见父亲

已安排了，便不再说什么。她知道父亲的脾性，认定了的事他不会轻易改变的。 

⑤三年前的暑假，姐收到县一中入学通知书。在我们斋公桥村，一个女孩能念完初中就算了不得了，

上高中那只能是一种奢望。 

⑥那天夜里，父亲问姐，闺女，想上吗？ 

⑦姐低着头，没有作声。家里条件差，娘的身体又不好，家里是无法供她上高中的。 

⑧父亲对姐说，闺女，只要你想上，爸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 

⑨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⑩父亲用实际行动告诉姐，他是有能力供她读书的。父亲累完田里活，就去村砖瓦厂拉砖。他认为力

气就是钱，力气是使不完的，那钱也就不会断。他把身上的力气变成一张张大大小小的钞票供姐读完

了高中。 

现在父亲还在砖瓦厂使力气。在厂里，父亲可算是待的时间最长干活最卖力的人了。 

每天天微亮父亲就起床，到晚上天擦黑才回来。他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完全看不出他有多疲惫。 

姐不同意他放电影自然也有她的理由。 

那天，母亲叫姐去给父亲送午饭。临近中午，骄阳似火，烘烤大地。走了一会儿，姐的短衫就汗湿

了。到了砖瓦厂，姐瞧见父亲正拉着一车熟砖从窑洞里出来。他身上落满尘土，脖子上搭着一条看不

出颜色的毛巾，身子努力地向前倾，黝黑的脊背在烈日下很刺眼。 

姐的眼睛不禁模糊了。她放下饭盒，上前帮父亲推了一把。 

父亲回头看见了姐，笑着说，闺女给爸送饭来了。 

等父亲卸完砖，姐说，爸，吃饭了。 

父亲用毛巾揩了一把汗，对姐说，饭就放在那儿，你回去歇息吧。我承包的活儿还没完，再干一会

儿。 

说完父亲推着小车又进了窑洞。望着父亲瘦小伛偻的背影，姐的眼睛又湿润了。 

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放电影的人就来了。他们早早地扯起了银幕。银幕就像一面布告牌，家里

放电影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村里村外。 

天快黑了，燠热还未退去。来看电影的人从四面八方不断地赶来。门前平时沉寂宽敞的禾场变得

热闹拥挤。 

父亲看着眼前晃动的喧闹的人群，不知咋的，心里竟有些慌了，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一些熟人向

他打招呼或道喜的时候，他只是嘿嘿地笑着，机械地说着“多谢”两个字。 

放电影了，全场安静了下来。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还有的站在凳子上。人们都被电影里的打斗

情节深深吸引了。人群中留给父亲的椅子却是空着的。 

父亲在圈子外转悠着。他一会儿在银幕下站一站，一会儿又到后面转一转。他在看他的电影。他

的电影就是眼前的人以及这放电影的场景。他甚至觉得这比银幕里的情节更生动更有趣，有时他还

在嘿嘿地笑。 

姐从人群里挤出来，拉着父亲的手说，爸，去坐着看电影吧。父亲轻轻推了推姐说，我在看咧，

你快去吧，别耽误了看电影。姐无奈只好回到原位上。直到电影结束，父亲的椅子还是空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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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场了，姐却发现父亲不见了。母亲在屋里找了，没有。妹妹在后院找，也没有。 

父亲上哪儿去了呢？正当家里人着急的时候，姐发现了父亲。 

他歪在草垛堆里正打着呼噜。                                      (有改动) 

18.阅读 ~ 自然段，概括在电影放映那天晚上父亲的表现。(3分) 

电影放映前：①                                   

电影放映中：②                                   

电影散场后：③                                                           

19.请结合上下文，分析文中划线处姐姐两次流泪的心理有何不同。(4分) 

(1)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2)姐的眼睛又湿润了。 

20.文章以父亲的一句话作为首段，结合全文内容，分析这样写的好处。(3分) 

21.下面的链接材料选自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台阶》，请与本文的⑩~⑫自然段比较，简要回答这两位父亲 

有什么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动力分别是什么? (6分) 

【链接材料】 

父亲老实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没人说过他有地位，父亲也从没觉得自己有地位。但他日夜盼着，

准备着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 

父亲的准备是十分漫长的。他今天从地里捡回一块砖，明天可能又捡进一片瓦，再就是往一个黑瓦罐

里塞角票。虽然这些都很微不足道，但他做得很认真。 

于是，一年中他七个月种田，四个月去山里砍柴，半个月在大溪滩上捡屋基卵石，剩下半个月用来过

年、编草鞋。 

22.小说中，我们家并不富裕，父亲却坚持为庆祝姐姐考上大学请大家看电影，他为什么这样做？对“父 

亲”的这个举动，你赞同吗？说说你的理由。(6分) 

 

第三部分  写作(共 60分) 

 

五、(1小题，60分) 

23.请以《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为题，写一篇文章。 (60分) 

   要求:①文体自选(诗歌除外)。②600 字以上。③文中不能出现考生的姓名和所在学校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