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 2 

  



 

语 文 
随着手机在中国普及率的快速提高，越来越多的同学拥有了手机。这给我们带来很多便

利，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思考。为此，某校学生会成员就中小学生使用手机问题展开调

查。 

请你根据他们这次调查活动中获得的资料，回答后面的问题。 

 

【资料一】某媒体报道：一家人聚餐，饭桌上老人多次想

和孙子孙女聊聊天，但面前的孩子们却个个抱着手机玩。受到

冷落的老人一怒之下摔了盘子离了席。对此，有网友调侃说：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 

 

【资料二】南昌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主任游志鹏说，孩

子们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眼睛得不到休息，睫

状体长期处于痉挛状态，对眼球发育会产生影响，容易造成近

视；经常盯着电子屏幕，长时间不眨眼，孩子容易患上干眼症；

电子产品产生的辐射对孩子身体也很不利。 

——摘自 2013年 6月 5日《中国青年报》 

 

【资料三】大部分中学生把手机当成能收发信息、能玩游戏、能上网，还可以听歌曲、

收发图片的“迷你”电脑，由此带来一些弊端是：很多同学都对短信息上瘾，把各式各样的

短信发来发去，甚至在课堂上交头接耳地交流各自收到的有趣的消息。有些同学甚至把手机

带进考场，利用手机短消息来作弊。部分控制力不强的中小学生沉迷于手机黄色信息。 

——摘自海口市琼山中学综合实践活动报告《手机对青少年的危害》 

 

1、阅读上述三则资料，你认为中小学生过多使用手机有哪些弊端？请概括出两点。（2 分） 

                                                                                            

                                                                                            

2、中小学生该不该带手机进校园？请谈谈你的看法。（2 分） 

                                                                                            

                                                                                            



 

水调歌头 

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谦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3、“此事古难全”中“此事”指的是什么？（2 分） 

                                                                                            

                                                                                            

4、“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句表达了词人的什么情感？请简要分析。（3 分） 

                                                                                            

                                                                                            

 

 

 

数 学 
 

【培优必做】 
一、选择题 

1．已知点 P1（a－1，5）和 P2（2，b－1）关于 x 轴对称，则（a＋b）2007 的值为

（      ）．  

A．0    B．－1    C．1    D．（－3） 2007  

2．下列图形是轴对称图形的是（      ）．  



 

 

A．1 个    B．2 个    C．3 个    D．4 个 

3．已知直角三角形中 30°角所对的直角边长是 2 厘米，则斜边的长是（      ）．  

A．2 厘米    B．4 厘米    C．6 厘米    D．8 厘米  

4．如图，DE 是△ABC 中 AC 边的垂直平分线，若 BC=8 厘米，  

AB=10 厘米，则△EBC 的周长为（      ）厘米．  

A．16            B．28          

C．26             D．18 

 

5．对于下列各组条件，不能判定△ABC≌△A′B ′C ′的一组是（      ）．  

A．∠A=∠A′，∠B=∠B′，AB=A′B′   B．∠A=∠A′，AB=A′B′，AC=A′C′ 

C．∠A=∠A′，AB=A′B′，BC=B′C′   D．AB=A′B′，AC=A′C′，BC=B′C′ 

6．下列运算正确的是（      ）．  

 A．a
4
+a

5
=a

9   
B．a

3
•a

3
•a

3
=3a

3  
C．2a

4
×3a

5
=6a

10  
D．（-a

3）4
=a

7
 

7．如图，∠AOB 内一点 P，P1，P2 分别是 P 关于 OA、OB 的对称点，P1P2 交 OA

于点 M，交 OB 于点 N．若△PMN 的周长是 5cm，则 P1P2 的长为（      ）． 

A．3cm    B．4cm  

C．5cm    D．6cm 

8．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三角形的外角大于任何一个内角 

B．三角形的内角和小于它的外角和 

C．三角形的外角和小于四边形的外角和 

D．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两个内角的和 

                  

（第 9 题图）                （第 10 题图） 

9．如图，△ABC≌△ADE，∠B=70°，∠C=26°，∠DAC=30°，则∠EAC=（      ）．  

A．27°   B．54°   C．30°   D．55° 

10．如图，将一副三角板叠放在一起，使直角的顶点重合于 O，则∠AOC+∠DOB=

（      ）．  

A．90°   B．120°   C．160°   D．180° 

C

B

A E

D

A

C

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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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11．已知等腰△ABC 的两边长分别为 8 cm 和 3 cm，则它的周长为         cm．  

12．如图，∠1=∠2，要使△ABD≌△ACD，  

需添加的一个条件是               ．  

（只添一个条件即可）   

13．分解因式： 3 2 23 12 12x x y xy                 ．  

14．若是 9x
2－kxy＋4y

2一个完全平方式，则 k 的值为            ．  

15．如图所示，在△ABC 中 AB=AC，BD 是角平分  

线，若∠BDC=69°，则∠A=         度．  

 

三、解答题 

15．已知：如图，AB=AD，BC=DC．求证：∠B=∠D．  

                 

16．如图，AD 为△ABC 的中线，BE 为△ABD 的中线． 

（1）∠ABE=15°，∠BAD=40°，求∠BED 的度数； 

（2）在△BED 中作 BD 边上的高； 

（3）若△ABC 的面积为 40，BD=5，则△BDE 中 BD 边上的高为多少？ 

 

 

 

 

 

 

17．如图所示，在△ABC 中，∠ABC 和∠ACB 的平分线交于点 O，过 O 点作 EF



 

EB

A

C

DF

∥BC，交 AB 于 E，交 AC 于 F，若 BE=3，CF=2，试求 EF 的值．  

   

【精英必做】 
一、选择题 

1．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一组对边平行，另一组对边相等的四边形一定是平行四边形 

B．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的四边形一定是平行四边形 

C．两组邻角分别互补的四边形一定是平行四边形 

D．两条对角线相等的四边形一定是平行四边形 

2．若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长分别为 6 和 8，则斜边上的中线是（     ）． 

A．5             B．10            C．
24

5
           D．

12

5
 

3．下列各命题不成立的是（     ）．  

A．平行四边形的对边平行且相等         

B．依次连接正方形各边中点所得的四边形是正方形 

C．对角线互相平分且相等的四边形式是矩形    

D．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的四边形是正方形 

4．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 A、B、D 的坐标分别为（-2，3），（-4，-1），（3，3），要在第

四象限内找到一点 C，使四边形 ABCD 是平行四边形，则点 C 的坐标是（     ）． 

A．（2，-1）          B．（1，-2）        C．（1，-1）          D．（2，-2）        

5．如图，在平行四边形 ABCD 中，E、F 分别在 BC、AD 上，若想要使四边形 AFCE 为平

行四边形，需添加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不可以是（  ） 

A．AF=CE           

B．AE=CF         

C．∠BAE=∠FCD     

D．∠BEA=∠FCE  

6．下列语句正确的是（     ）． 

A．对角线互相垂直的四边形是菱形  

B．有两边及一角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C．矩形的对角线相等  

B C

A

E FO



 

O

B

A

C

D

D．平行四边形是轴对称图形  

7．两条对角线相等且互相垂直平分的四边形是（     ）． 

A．平行四边形   B．矩形    C．菱形    D．正方形  

8．如图，在菱形 ABCD 中，对角线 AC 与 BD 相交于点 O，若 AB=2，∠ABC=60°，则 BD

的长为（     ）． 

A．2           

B．3           

C． 3            

D． 32  

 

9．如图，四边形 ABCD 是菱形，AC=8，DB=6，DH⊥AB 于 H，则 DH 等于（     ）． 

A．
5

24
            

B．
5

12
          

C．4             

D．8 

10．如图所示，两个边长相等的正方形 ABCD 和 OEFG，若将正方形 OEFG 绕点 O 按逆时

针方向旋转 150°，则两个正方形的重叠部分四边形 OMCN 的面积

（     ）． 

A．不变          

B．先增大后减小      

C．先减小后增大      

D．不断增大 

 

 

二、填空题 

11．如图，□ABCD 的对角线 AC、BD 相交于点 O，点 E 是 CD 的中点，若 AD＝4cm，则

OE 的长为 

              cm ． 

                   

（第 11 题图）     （第 13、14 题图）       

12．若菱形的边长为 6cm，一个内角为 60°，则这个菱形的面积是       cm
2． 

13．如图，在矩形 ABCD 中，对角线 AC、BD 相交于点 O，已知∠AOD=120°，AB=3，则∠

ABD=      ． 

A

D

B

C

H



 

14．如图，矩形 ABCD 的对角线相交于 O，要使它成为正方形，应添加的条件是          （只

填写一个条件即可） 

15．在平行四边形 ABCD 中，∠BAD 的平分线 AE 交 BC 

于点 E，且 BE=3，若平行四边形 ABCD 的周长是 16， 

则 EC 等于           

 

三、解答题 

16．已知，如图，E、F 分别为矩形 ABCD 的边 AD 和 BC 上的点，AE=CF，求证：BE=DF． 

 

 

 

17．如图，矩形 ABCD 中，点 P 是线段 AD 上一动点，O 为 BD 的中点，PO 的延长线交 BC

于 Q 

（1）求证：OP=OQ； 

（2）若 AD=8 厘米，AB=6 厘米，P 从点 A 出发，以 1 厘米/秒的速度向 D 运动（不与 D 重

合）．设点 P 运动时间为 t 秒，请用 t 表示 PD 的长；并求 t 为何值时，四边形 PBQD

是菱形． 

 

 

 

 

 

 

18．如图，在正方形 ABCD 中，E 是 AB 上一点，F 是 AD 延长线上一点，且 DF=BE． 

（1）求证：CE=CF； 

（2）若 G 在 AD 上，且∠GCE=45°，则 GE=BE+GD 成立吗？为什么？ 

（3）在（1）（2）条件下，若 AB=BC=12，BE=4，求 DE 的长． 

O

DA

B C

P

Q



 

 

 

【状元班必做压轴精选】 
19．如图，已知线段 AC、BD 互相垂直，垂足为 O，且OA OC ，OB OD  

（1）请顺次连结 ABCD（画出图形），则四边形 ABCD     平行四边形（填“是”或“不

是”） 

（2）对（1）中你的结论进行说理； 

（3）求证： BC AD AB CD     

  

 

20．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若菱形 ABCD 的顶点 A、B 的坐标分别为(－3，0)、(2，

0)，点 D 在 y 轴上． 

（1）求点 D 的坐标； 

（2）如果过点 D 的动直线 y＝kx＋b（k≠0）与线段 BC 有交点 P，请指出 k 取值范围； 

（3）在（2）的条件下是否存在一个 k，使四边形 DPBO 的面积为 8？如果存在请求出这个

k；如果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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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语 
阅读理解  

When my kids were young we bought them two pet parrots (鹦鹉). These 

beautiful, white birds would whistle all the day. We had a cage (笼子) for them with 

branches, toys, and a mirror (镜子), plus food and water. We couldn't let them loose in 

the house because of our cats, but they seemed happy in their cage I thought. 

One day when the sun was awakening the earth and the air had turned warm, I 

opened the window to let the wind blow in. The songs of dozens of different birds 

filled the air and our two parrots whistled with excitement. I went over to their cage to 

replace their water, but as soon as I opened the door, one of them flew out and headed 

for the window. He crashed into the glass, fell over onto the sofa, fell back up and 

then started to fly around the living room. The cat ran after him, hoping for a quick 

meal. The kids screamed and I rushed to save him. It took several minutes to get him 

safely back in his cage. After that day, however, I always felt sorry for my parrots. I 

knew that no matter how comfortable their cage was they still wanted to fly.    

Many of us live in cages of our own making. We close our minds, lock away our 

hearts and limit our lives. We refuse to see the love that lies within us. We sit in our 

cells day after day and never dare to once open the door. 

I don't want to waste my days sitting bored in a cage. I want to fly to new heights 

of love every day. I want to fly through the sky on wings of kindness and joy. I want 

to ride on the winds of love and help everyone I can to do the same. Don't stay stuck 

in your own cage then. Let yourself fly! 

(  ) 1. The writer put the parrots into the cage because______. 

A．the cats might eat them 

B．they were too young to fly in the air 

C．they could see themselves in the mirror 

D．they could eat enough food and water 

(  ) 2. After flying out of the cage, one parrot______. 

A．couldn’t stand up after crashing the glass    



 

B．tried to fly out of the window 

C．played a game with the cats 

D．made the kids to scream loudly 

(  ) 3. The writer felt sorry for parrots because______. 

A．they weren’t satisfied at living in a cage  

B．their cage wasn’t comfortable for them 

C．they couldn't fly freely like other birds 

D．their enemies were waiting to kill them 

(  ) 4. The third paragraph suggests that______. 

A．we always protect ourselves from danger 

B．we like to make a living all by ourselves 

C．we have no courage to speak out our love 

D．we often put ourselves in a life cage 

(  ) 5.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passage? 

A．I want to fly       

B．I Have to Keep Pet Parrots 

C．I Don't Want to Waste My Time  

D．I Have the Wings of Love 

 

物 理 
1. 如图所示的做法中,目的是为了减小摩擦的是（      ）． 

                 

 
A.运动鞋底上的花纹     B.用力握紧球拍  C.轴承中装有钢珠     D. 运动员手上

涂镁粉 



 

2.  在自动化生产线上，常用传送带运送物体，如图所，工件与传送带一起向右匀速运动

时，关于物体受力，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工件受摩檫力，方向水平向右 

B. 工件受摩檫力，方向水平向左 

C. 工件所受到的重力与传送带对工件的支持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 

D. 工件对传送带的压力与传送带对工件的支持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 

 

3. 如图所示，朱迪用水平力 F=30N，按住一重 G=10N 的木块在竖直墙壁 

上，当木块沿竖直方向匀速下滑时，木块受到的摩檫力的大小是（      ）． 

A. 40N    B. 30N     

C. 20N    D. 10N 

 

4．关于压力，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只要两个物体接触就一定有压力  

B．压力的大小一定等于物体受到的重力，且方向总是竖直向下 

C．压力的方向一定垂直于接触面 

D．压力的大小决定了压强大小 

 

 
 

5. 下列用压强知识解释错误的是（      ）． 

                   

A．啄木鸟的喙又尖又长--减小受力面积，增大压强，有利于摄食 

B．狗的犬齿很尖—减小受力面积，增大压强，有利于撕咬食物 

C．鲫鱼的身体呈梭形--增大受力面积，减小压强，有利于水中游行 

看图猜

答案 



 

D．骆驼的趾特别宽大--增大受力面积，减小压强，有利于沙漠行走 

6. 如图所示，盛有水的容器中有 A、B、C 三点，它们受到水的压强分别为 PA、PB、和 PC，

则（      ）． 

A．PA=PB＞PC    B．PA＞PB=PC     C．PA＜PB=PC    D．PC＜PA＜PB 

          

 

 

 

7. 如图所示，小明将压强计的探头放入水中的某一深度处，记下 U 型管中两液面的高度差

h，下列操作中能使高度差 h 增大的是（      ）． 

A .将探头向下移动一段距离 

B. 将探头向上移动一段距离 

C. 探头水平向左移动一段距离 

D. 将探头在原深度处向其他方向任意转动一个角度 

 

8. 下图各连通器中，当水面静止时情形如下，错误的是（      ）． 

 

 

锅炉水位计 

连通器特点 

 
尼莫从海底游到海

面压强如何变化 



 

9. 小刚同学在家里用小桌子，砝码和平铺在水平桌面上的海绵等一些自备器材，做探究“压

力作用效果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  

 

（1）若要探究压力作用效果与压力大小的关系，应选用图甲和图_____丙来比较． 

（2）若要探究压力作用效果与受力面积的关系，应选用图甲和图乙____来比较． 

（3）若小刚测得小桌子的一只桌脚的面积是 1 平方厘米，它的重力是 3N，则甲图中实心砖

对海绵产生的压强_____1000Pa． 

10. 多来 A 梦静止在斜面上，对斜面的压力为 30N，画出压力的示意图．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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