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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学年第二学期海珠区九年级综合练习 

语文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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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班级、姓

名及座位号；同时填写考生号，再用 2B 铅笔把对应考生号的标号涂黑。 

2.选择题答案用 2B 铅笔填涂；将答题卡上选择题答题区中对应题目选项的答案信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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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应

位置上；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的答案，改动后的答案也不能

超出指定的区域；不准使用铅笔、圆珠笔和涂改液。不按以上要求作答的答案无效。 

第一部分  积累与运用（共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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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骨/惊骇．    亘．古/断壁残垣．        B．滑稽．/绮．丽    威吓．/千山万壑． 

C．懊．悔/执拗．    累．计/果实累累．．        D．伫．立/贮．蓄    恻．隐/深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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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须臾    题纲    相形见绌    影影绰绰 

   B．蓬勃    簇新    枭枭烟云    销声匿迹 

   C．琐屑    撩拨    猝然长逝    如坐针毯 

   D．佝偻    赡养    粗制滥造    毛骨悚然 

 

3.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使用有误的一项是                                   （3 分） 

   A．看完《疯狂动物城》后，同学们都津津乐道．．．．着执着于梦想的兔警官朱迪、诙谐幽默的

狐狸尼克及说话做事缓慢的树懒“闪电”。 

   B．伟大的文学作品浸满了创作者的心血，每一个章节，每一段话语，每一处文字，甚至

每一个标点，都是作者费尽心机．．．．的结果。 

   C．在两亿零八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又一次大规模物种灭绝的灾难发生了，首当其冲．．．．的是

海洋生物，一部分陆生动物也未能幸免。 

   D．《傅雷家书》是苦心孤诣．．．．的教子篇，这些家书是一位严厉、尽责的父亲对儿子的谆谆

教导，凝聚着父母亲对子女的深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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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3 分） 

   A．地震之后的救灾工作千头万绪，但最重要的当务之急是要先提供足够的避难处所来安 

置当地灾民。 

   B．学校语文课堂就是微缩的社会言语交际场，学生们在这里学习将来所需要的言语交际

知识与素养。 

   C．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要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在当地参加升学

考试的政策。 

   D．中国政府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原则发展对日关系，克服政治障碍，推进中日战

略互惠关系。 

 

5. 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上最恰当的一句是                                  （3 分）  

在大型游乐园里，现场表演是可以用来引导人群流动的。午餐时间的表演是为了减轻公

园餐馆的压力，傍晚时间的表演则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鼓励参观者留下来吃晚餐。表

面上不同时间的表演有不同的目的，但这背后，却有一个统一的潜在目标，即_____________。 

   A．尽可能地减少各游览点的排队人数 

   B．吸引更多的人来看现场表演，以增加利润 

   C．在尽可能多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发挥餐馆的作用 

   D．尽可能多地招徕顾客，希望他们再次来公园游览 

 

6. 下面是某中学初三语文复习计划的构思框架，请把这个构思写成一段话，要求内容完整，

表述准确，语言连贯，不超过 100字。（5 分） 

 

 

 

 

 

 

 

 

 

初三语文复习计划 

第一阶段：专题复习 

 

第二阶段：综合复习 

 

 

基础知识 

 

古诗文 

 

现代文阅读 

 

写作 

 

综合训练 专项强化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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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 小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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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 

     B．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卷，赏赐百千强。 

     C．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 

     D．浮云游子意，日落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E．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F．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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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__________________，山是眉峰聚。        （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 

②逝者如斯夫，___________________。       （《<论语>十二章》） 

③持节云中，___________________？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④___________________，往来无白丁。       （刘禹锡《陋室铭》） 

⑤君问归期未有期，____________________。  （李商隐《夜雨寄北》） 

⑥____________________，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苏幕遮》） 

（3）根据语境，在横线上填入最恰当的古诗词名句。（4 分） 

    （说明：本题有 2分附加分，加分后第 7小题不超过 10 分。） 

    古诗词里，除了有众多写景抒情、状物言志的佳句外，也有许多蕴含自然理趣、充 

满深刻哲思的名句，如王湾《次北固山下》中的①“               ，              ” 

描写了时序交替之景，蕴含了时光流逝的自然理趣；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中的②“              ，              ”揭示了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哲理。 

 

8．根据课本，解释下面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5 分） 

  （1）不亦颠．乎                                （《河中石兽》） 

  （2）属．引凄异                                （《三峡》） 

  （3）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陈涉世家》） 

  （4）恐前后受其敌．                            （《狼》） 

  （5）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                （《邹忌讽齐王纳谏》） 

第二部分  阅读与鉴赏（共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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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 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 9～11 题。 

小石潭记     

柳宗元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

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

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

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

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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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潭中鱼可百许．头                      全石以．为底 

A.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               B.   以．其境过清 

       乃．记之而去                          皆若空．游无所依 

C.   乃．重修岳阳楼                   D.   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10. 把“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翻译成现代汉语。（4 分） 

 

11. 下列对文段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作者以发现小石潭——潭中景物——小潭源流——潭中气氛——交代同游人为序安

排材料，景随境迁，条理清楚，结构紧凑。 

B. 潭底由一块块大石头构成，靠近岸边，水底的石头翻卷露出水面，千姿百态，岸边

有古树翠蔓覆盖，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 

C. 文章动静结合地描写了小石潭中的游鱼，传神地写出了鱼的活泼灵动，同时又令读

者对潭水的空明澄澈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D. 柳宗元游小石潭，观潭赏鱼，虽然得到了快乐，但这种快乐毕竟是暂时的，他被贬

官后内心那种孤凄悲凉之情依然无法排解。 

 

12. 阅读下面的唐诗，然后回答问题。（5 分） 

望  岳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钟神秀”“割昏晓”写出了泰山的什么特点？（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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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达了诗人的什么情感？请简要分析。（3 分） 

 

 

四、（10 小题，40 分） 

（一）阅读下面文段，完成 13～17题。                                    

清明节的人文精神 

邢莉 

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我国传统节日的形成与二十四节气有关。记载了二

十四节气的先秦古籍《逸周书·时训》中说到：“清明之日，桐始华。”这里记载的节气不

等于节日，节气是季节时序的标记。清明节气的重要特点是冬季即将过去，春天已经降临，

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这个时候人的活动要与物候相对应，将社会活动的节

律与自然的时间进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学术界认为清明节的起源与

寒食节有关。关于寒食节的起源有各种说法。有的学者认为由春秋时纪念介子推起，推而广

之要祭拜自己的祖先。后来，由于清明和寒食节的日子接近，而寒食节是民间禁火的日子，

渐渐地，清明就与寒食节合二为一了。现在寒食节在某些地区已消失，而清明节已经成为一

个独立的节日流传至今。我国的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清明祭祖，符合人们

春祈秋报的心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祭祖敬祖的传统，尊重祖先，尊重祖先创造的优良

传统，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这种传统已经积淀为一种民俗文化心理，成为人们的集体意识。 

 

清明节的习俗又与现在消失了的节日上巳节有关。农历三月三日的上巳节有两个活动内

容：一是人们在春天到来之时到野外踏青嬉戏；二是招魂续魄，召唤亲人的亡魂，也召唤自

己的魂魄回归。随着原始信仰的淡化，上巳节演变成了春游，上巳节消失了，这个文化因子

却在清明节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人们在节日里踏青郊游，尽享春光。或家族合欢，或交友团

聚，总之在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增强凝聚力。 

 

  清明节的另一项民俗活动是插柳, 清明节又叫“插柳节”。插柳有多种形式：有的插在

家里的门楣上，有的戴在头上。柳枝插在门楣上，其文化含义在于辟邪除灾，民间认为这样

做是图个吉利。另外柳枝插在门楣上，还意味着家庭兴旺。而把柳插在头上，为的是求生保

健，青春永驻。中国人喜柳爱柳，柳树是旺盛生命力的象征。 

 

经过历史的演变，现代清明节主要的民俗活动是扫墓和植树。这是传统继承中的变异。

但是无论如何变异，都存在着古老的文化因子。农历节日及其习俗是几千年文化积累的结果，

民众习惯用它们来表现自己心中的价值，走过有意义的人生历程，这种价值与文化形态的契

合是很难改变的。清明节是中国民众共享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保护和弘扬清明

节文化，可以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意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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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一： 

祭祖：清明节，是春季祭祖最隆重的节日。春天，民间多修补房舍，以防夏季雨漏。由

活人联想到逝者，田间坟头经过风吹雨淋，往往塌陷低落。清明节上坟时，铲除坟头杂草，

用新土将坟堆加高加固，称为整修阴宅，表现了儿孙对先人的哀思。 

踏青：清明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

清明踏青并开展体育活动的习俗。远足踏青中常见的活动有荡秋千、拔河、扑蝶、蹴鞠等。 

放风筝：清明放风筝是普遍流行的习俗。在古人看来，放风筝不但是一种游艺活动，而

且是一种巫术行为：放风筝可以放走秽气。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

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象征着自己的疾病、秽气都让风筝带走了，会给自己带来好运。 

（清明风俗，摘自网络，有删改） 

 

链接二： 

扫墓祭祖主要是追寻先人，寄托哀思，给人的印象是悲伤的。其实，清明还有它的另一

面——欢快踏青。墓间祭扫的悲情与春游兴酣的喜悦，是通过什么力量连结在一起的呢？ 

古时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主要风俗是踏青、临河洗浴，以祈求收获生命的力量，祛除

魔鬼的作祟。自唐代开始，人们在清明祭祖之余，便兴致勃勃地郊游宴饮。宋元时期，清明

游春宴饮之风更盛。上巳习俗被清明节吸纳进去，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清明、上巳两节前

后相接，相距不远，清明郊外上坟时可顺便踏青；二是中华民族是个乐天知命的民族，人们

视亲人之死为“归”，生死之间不是绝对的对立，“归”为“生”的延长或补充。清明节，人

们要祭奠亡人，以通阴间；同时也需要迎春活动，以顺阳气。 

（节选自叶瑞昕《歌哭悲欢里的清明节》，有删改） 

 

链接三： 

清明临近，合肥市文明办提出将在全市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主题活动。此消息

一出，有市民认为不该把本属于逝者的清明节称作“我们的节日”；有网友则调侃该标语“穿

越阴阳两界 ”。 

…… 

哀与乐看似难以融合，但清明节作为华夏文明特有的文化符号，实现了两者的并存，这

正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和特点。因此，对于清明节这样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节日，我

们需要做的是分清清明节的各个内涵。如果这一节日能促使人们以实际行动去热爱生命，就

会打消很多人对“我们的节日”的质疑，也能让清明节这一传统节日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节选自周龙《清明节可以成为“我们的节日”》，有删改） 

 

链接四： 

为清明节申遗，是为古老的传统节日穿上现代的新衣，在当代社会中为传统节日中凝聚

的人类情感争取新的释放空间和表现形式，发扬传统文化，建设当代文化，功载千秋！ 

（节选自袁园《由清明想到申遗》，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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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五： 

 

13. 阅读上述材料，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 分） 

    A. “清明之日，桐始华”，古籍用简练的语言说出了清明的节日特点。 

    B. 清明祭祖并郊游宴饮，始于唐代；宋元时，清明游春饮宴之风更盛。 

    C. 清明节能促使人们以实际行动热爱生命，已经很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D. 为清明节申遗，目的是使古代文化复原，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14. 下列关于清明节起源的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 分） 

    A. 清明节直接起源于冬季将过去，春天已降临，气温渐升高，适合于春耕春种的时节。 

B. 清明节的起源不仅与纪念介子推的寒食节有关，而且与已消失的古代上巳节也有关。 

C. 清明最开始是一个节气，后来因与寒食节的日子接近而渐渐合二为一，形成为节日。 

D. 古人在“插柳节”那天在门楣上和头上插柳祈福，这一习俗也是清明节的起源之一。 

 

15. 下列对清明节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理解与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3 分） 

    A. 清明节拜祭祖先，为先人铲除坟头杂草，整修阴宅，体现了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 

    B. 人们在清明节郊游踏青，亲朋好友欢聚游玩，密切了人际关系，有利于增强凝聚力。 

C. 中国人喜欢在清明节把柳枝插在门楣上或头上，是因为对旺盛生命力的向往和祈求。 

D．人们清明节放风筝时，剪断风筝牵线，任其远飞，是为了寄托对先人的哀思与尊重。 

 

16. 请结合材料说说济南邮政局以“链接五”的图案作为清明节纪念邮戳的理由。（4 分） 

 

 

17. 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链接三”中画线句子的理解。（5 分） 

 

 

 

（二）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18～22题。 

最大的奖励 

【美】南希·卡瓦诺 

又是一天开始了，一想到排得满满的课，我就感到头大。不知什么缘故，我最近突然对

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失去了往日的热情。 

我打开校内的私人信箱，发现里面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请致电 555——6167，玛格

丽特。”是我不熟悉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不过作为一名在中学里教汽车修理的老师，经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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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给我打电话要求帮忙修理车子。课间休息时，我拨通了那个号码。 

“我想找玛格丽特。”我说。“我就是。”电话那边回答说。 

“我是卡瓦诺。我今天收到一张便条，叫我打电话给您。”我继续说，同时在猜想这位

女士的车究竟遇上了什么麻烦。 

“哦，很高兴您能打电话给我。请允许我占用您几分钟时间，有点事跟您说，您听了会

感兴趣的。” 

“好吧。”我边回答边看表。只剩下几分钟了，得赶快去教室上课。 

“我是圣·卢克长老医院的一名护士，昨天夜里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的车子突然抛锚了。” 

“嗯。”我又看了看表。 

“当时天很晚了，我又是孤身一人，车停在路边，我在那里待了几分钟，不知怎么办……” 

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但我还是打断她的话：“夫人，我抽时间去检查

一下您的车子，好吗？” 

“听我把话说完。”这位女士回答道。 

玛格丽特继续讲她的故事，我则用铅笔轻轻敲击着面前的一沓考卷。 

“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两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们在我后面停了车。我不知道他们

要干什么，怕极了。 

“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说从车子发出的声音判断，他们能让它重新跑起来。于是我

把发动机罩打开了。 

“我坐在车里面，默默祈祷这两家伙别干什么坏事。过了一会儿，他们冲我大声喊，叫

我发动车子。简直不敢相信！车能走了。他俩说车子没什么大毛病，但以后有机会最好还是

去仔细检查检查。” 

“您是想让我检查一下，看看车有没有毛病吗？”我问，不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我要赶着去上课呢。 

“噢，不，不需要麻烦您，”这位女士继续说道，“他俩把车子给修好了，我非常感激，

想给他们钱，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要。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您以前的学生。” 

“什么？”我惊讶地问道， 

“我的学生？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不愿跟我说。他们只是把您的姓名和地址给了我，要我一定给您打电话。” 

令人难以置信！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我的几十年教学生涯中，除了教给

学生修理汽车的基本技能外，我也总是跟他们讲做人的道理。诸如诚实待人、加倍努力、用

知识帮助别人等等，但我从来不指望自己的学生能听得进我的说教。 

“卡瓦诺先生，您还在听我说吗？希望您知道，我是多么感激……”玛格丽特说道。 

“玛格丽特夫人，我也希望您知道，我多么感谢您，感谢您给我打这个电话。” 

在去教室的路上，我突然感到自己浑身是劲儿，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今天我才第一次

意识到，自己在课堂上所做的一切并非没有意义，因为我的学生做了一件有益于他人的好事。

对于一名工作了多年的教师来说，这是迟到的奖励，也是最大的奖励．．．．．。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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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请根据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概述，完成表格内容。（4 分） 

起因 ①“我”收到一张要求“我”回电话的便条。 

经过 
② 

 

结果 
③ 

 

 

19．联系上下文，按要求回答问题。（5 分） 

（1）“我又看了看表”写出了“我”怎样的心情？ 

 

 

（2）请赏析下面语句所运用的描写方法。 

我则用铅笔轻轻敲击着面前的一沓考卷。 

 

 

20．“我”是一个怎样的老师？请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4 分） 

 

 

21．故事情节出人意料是本文的写作特点，请举一例简要分析。（3 分） 

 

 

22．如何理解小说结尾“最大的奖励”的含义？请结合文本，谈谈你从文中两位学生身上受

到的启发。（6 分） 

 

 

 

第三部分  写作（共 60 分） 

五、（1 小题，60 分） 

23．按要求作文。（60 分） 

请以“因为有你”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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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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