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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积累与运用 

一、（6小题，20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读音全部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惩．戒（chěng） 谀．辞（yú） 蓦．然（mó）  嗤．笑（chī）  长吁．短叹（yū） 

B.抽噎．（yè）  慰藉．（jiè） 绮．丽（yǐ）  狡黠．．（xiá） 鳞次栉．比（zhì） 

C.犀．利（xī）  褶．皱（zhě） 干瘪．（biē）  亵渎．．（dú） 廓．然无累（guō） 

D.瘠．薄（jí）  云翳．．（yì） 褴．褛（lán） 栈．桥（zhàn）  袅袅．烟云（niǎo） 

2.下列划线句子，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3分） 

A.关于阅读，我一直觉得它是一种依籁机缘和悟性的个人行为。 

B.读书不是非要拨高到一种信念，一种要求。简单来讲，阅读应该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如果不

读书就像少喝了一杯茶，或者是你上床前没有刷牙，会让人有那么一点点难受。 

C.这种读书才是脱离了急功进利的、为了文凭的阅读，回到了自己的一种生命需要。所以我们今天

的主题，既叫“读书”也叫“读心”，我想读遍别人的书，最后是为了读懂自己的心。 

D.我们只有懂了自己的一颗心，再去看世相人心，自己的智慧才会更透彻。（选自于丹《读书与读

心》） 

3. 下列加点成语有误的一项是（）（3分） 

中国式春运，足以成为全球任何国家交通部在痛心疾首．．．．的难题。然而，春运所意味着的社会流

动，仍然是中国社会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进步。自由的“候鸟”们在城乡间任意穿梭， 

他们是无数来自田野的中国工人，是用读书改变命运的莘莘学子．．．．，是追逐梦想的城市上班族。因为

“他们”，中国经济蒸蒸日上．．．．，有了和世界对话的底气；因为“他们”，中国变了，家乡变了，他

们自己更脱胎换骨．．．．，一解土地对人们的数千年束缚，汇入现代产业的洪流。 

A.痛心疾首  B.莘莘学子  C.蒸蒸日上  D.脱胎换骨 

4.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3分） 

A.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包揽所有事情的现象正在改变，有利于社会矛盾和社会责任的分担。 

B.贝母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因为它的鳞茎具有止咳化痰等功效，所以常被加工成药材。 

C.广州国际灯光节以“光•影”为设计主题，面向全球征集，并给设计者自由的创作空间。 

D.为了利用好充分的体育场馆资源，广州市体育局选择了300家社会场馆向市民优惠开放。 

5.广州陈氏书院（即陈家祠）以“古祠流芳”之名被誉为“广州文化名片”，成为岭南地区最具文

化艺术特色的博物馆和著名的旅游景点。请研究以下广州名胜古迹的对联，选出属于陈家祠的一联

（）。（3分） 

A.上联：生经白刃头方贵  下联：死葬黄花骨亦香 

B.上联：云开世外三千界  下联：岩依天南第一峰 

C.上联：一塔有碑留博士  下联：六榕无树记东坡 

D.上联：国宝家声垂后裔  下联：新安门第继遗风 

6.综合性学习活动。（5分） 

（1）请概括下面文段的主要内容，不超过20字。（3分） 

3月28日零点零一分，上海迪士尼乐园网上开售6月16日开幕门票，各地游客大有抢春运火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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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劲头儿，门票出现被“秒杀”的情景，旅游门票数据显示，上海迪士尼门票预订高峰时，每分钟

有上千人在线查询、订票。从预订情况看，除了上海本地人，就属北京人订票最踊跃，订单数位居

全国前列。 

                             

（2）请根据划线句子进行仿写。（2分） 

上海迪士尼度假官方宣传片以“奇梦”为题，为所有心怀梦想的小朋友、大孩子编织出一个奇幻世

界：“在这个几乎所有梦想都能实现的世界，你的心中，还有什么要被点亮？奇梦。奇梦，不仅仅

是梦想，还是有力的翅膀，鼓励你继续翱翔；奇梦，不仅仅是梦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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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是（）（3分） 

A. 常有高猿长啸，嘱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B.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待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C.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D.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栏。 

（2）根据课本，补写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5分） 

①因思杜陵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温庭筠《商山早行》）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欲语泪先流。（李清照《武陵春》） 

③夕阳西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④峨眉山月半轮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李白《峨眉山月歌》） 

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得道多助，失

道寡助》） 

（3）理解性默写。(2分) 

 

在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诗人借典故表达世态变迁、人事全非的悲凉心情的诗

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解释下面文言文句子中的加点词的意义。（5分） 

（1）两股．战战（《口技》）_________________ 

（2）无案牍之劳．形（《陋室铭》）_________________ 

（3）腰．白玉之环（《送东阳马生序》）_________________ 

（4）盖追先帝之殊遇．．（《出师表》）_________________ 

（5）乡．为身死而不受（《鱼我所欲也》）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阅读与鉴赏（共55分） 

三、（4小题15分）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9—11题。（10分）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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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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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小石潭记》） 

【乙】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

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

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9.下列句子中加点词义相同的一组是（）（3分） 

A.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B. 闻水声，如．鸣佩环    庭下如．积水空明 

C. 如鸣佩环，心乐．之    念无与为乐．者 

D. 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  卷石底以．出 

10.将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4分） 

（1）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下面对文章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两文都寄情于自然山水，表达了一种抑郁不得志的悲凉，但柳宗元触景而伤感，苏轼处困境而旷

达。 

B.甲文通过写形态各异的石头、参差披拂的枝蔓、空游无依的鱼儿、斗折蛇行的小溪，把小石潭描

绘成一幅美妙的图画。 

C.乙文以“但少闲人”的感慨做结尾，隐含着作者赏月的欣喜、贬谪的悲凉、旷达的人生态度等复

杂微妙的心境。 

D.甲文划线句通过鱼的影子来突显阳光的明媚美好；乙文划线句通过写竹柏的影子来表现月色的澄

澈透明。 

12.阅读下面这两首诗词，然后回答问题。（5分） 

野望 

王绩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1）“徙倚”“薄暮”分别是什么意思（2分） 

                          

（2）“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请简要分析。（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10小题，40分） 

（一）阅读下面文章，完成13-17小题。（18分） 

数不尽的萤火虫 

中国有悠久的萤火虫文化。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萤火虫就成为先民的关注对象，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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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畽鹿场，熠耀宵行”就是描述萤火虫的。古代诗人常借萤火虫抒情达意，唐代杜牧的“银烛秋

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便是千古绝唱。“囊萤夜读”的故事家喻户晓，也曾激励过无数

学子发奋努力。  

现代人是不再需要“囊萤”来夜读了。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受萤火虫发光器的启发，发明

出荧光灯，荧光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能源使用率，但与萤火虫的发光率相比还差得太远。最近，研

究人员在研究萤火虫发光器时，还意外发现了一种锯齿状排列的鳞片，它可以提高发光器的亮度。

科学家将其应用在二极管（LED）的设计中，制作出模仿萤火虫发光器天然结构的LED覆盖层，可

使其亮度提高50%以上。这种新颖设计可能会在几年内应用在LED生产中。  

萤火虫特有的虫荧光素酶基因，在基因工程中也越来越多地作为遗传标记的首选来检测基因表

达。人们不但利用萤火虫的基因检测癌细胞，还利用基因转移技术把萤火虫的基因转移到玉米中，

较快地培育出新的具有抗病虫害的玉米新品系。  

萤火虫还是血吸虫病的防疫助手。水生血吸虫的幼虫吃包括钉螺在内的螺类，而钉螺正是血吸

虫的唯一宿主。萤火虫体内的腺苷磷酸，可作为一种优异的检测剂来检测水的污染程度。萤火虫喜

欢植被茂盛、水质干净、空气清新的环境，凡是萤火虫种群分布的地区，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

好的地方。  

遗憾的是，如今，萤火虫在部分地区已越来越少见。除了自然天敌外，人类成了萤火虫最大的

“天敌”。美国一些医药公司为了获取萤火虫体内特有的虫荧光素和虫荧光素酶，出价购买萤火

虫，导致人们大肆捕捉萤火虫。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工业污染和城市扩张，致使萤火虫幼虫的

生存率直线下降。  

萤火虫求偶时，雌雄之间会发出特异的闪光信号以吸引异性并交尾。然而城市的亮光干扰了它

们的闪光交流，当萤火虫感知到外界灯光时，就会停止发光、飞行、求偶，最终导致种群减少甚至

灭绝。去年夏季一些城市刮起萤火虫展览热，千里迢迢从外省引入萤火虫，然后在公园放飞。但萤

火虫的很多种类年复一年地在同一栖息地聚集、交配，即使栖息地遭到破坏，也不会迁往别处。萤

火虫成虫的唯一使命就是繁殖，寿命很短，长的也就十几天。萤火虫本就不适合长途迁徙，目的地

栖息环境又不太合适，它几乎活不了几天，繁殖就更是不可能了。不少专家为此呼吁：与其引进萤

火虫，不如改善自然环境。  

那些曾在林间泽畔“熠耀宵行”的萤火虫，如今已与我们渐行渐远，靠人工引进不能“引”来

它们的回归。萤火虫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因而要靠自然来解决。而且，

保护萤火虫不能光着眼于一个物种，而是要通过保护整片栖息地来保护许多物种。如果做到这一

点，引来的肯定不只萤火虫。萤火虫如是，熊猫如是，白鹳也如是„„总之，我们应多想想如何对自

然更友好，与万物共存共荣。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4年第13期，有删改）  

链接一：  

萤火虫是一种小型甲虫，因其尾部能发出荧光，故名为萤火虫。初春时段，水中生活的萤火虫

幼虫会爬上岸钻进土。这时由鳃呼吸改为气孔呼吸，腹部两侧会发光，约50天时间才变蛹成虫。萤

火虫的唯一使命就是繁殖，寿命很短，大概也就有5-10天的生命，在日落后的1小时萤火虫非常活

跃，在天黑时才开始发光，萤火虫约有近2000种，同一种萤火虫，雄虫和雌虫之间能互相用灯语联

络，完成求偶过程，雌性萤火虫会以很精确的时间间隔，向雄虫发出亮-灭-亮-灭的信号，这种时间

间隔虽然很短，对于人来讲很难分辨，但萤火虫却能毫不费劲地准确判断对方的意思。当雄虫收到

雌虫的灯语信号后，就会立刻发出相应的信号来回答。于是，她们就互相用这种特定的光信号进行

交流，最后飞到一起，结成配偶。由此可见，萤火虫所发出的光对于它们的繁殖具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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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百度百科 

链接二：  

七夕节，萤火虫成了网络热卖的“最浪漫礼物”，这些萤火虫不单卖，都是论瓶卖。“瓶装”

萤火虫身价可不低，1314只报价6570元，999只报价4999元，50只装的也要两三百。“十多年没有

近距离见到萤火虫了。”“一闪一闪的好浪漫啊！”萤火虫的悠悠荧光，引发了不少买家的赞叹，

可是也有不少人觉得这份浪漫礼物有些残忍。就连著名作家肖复兴今日也在随笔中感慨一番：这样

坐着飞机千里迢迢而来的萤火虫，放飞的还是以前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童话感觉或浪漫感觉吗？  

（节选《河南商报》网络版，有删改）  

13.阅读上述材料，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古代诗人常借萤火虫抒情达意，用来描述萤火虫的“町疃鹿场，熠耀宵行”诗句，便是千

古绝唱。  

B．萤火虫喜欢植被茂盛、水质干净、空气清新的环境，凡生态环境保护得较好的地方，都有

萤火虫种群分布。  

C. 萤火虫雄虫和雌虫都能互相用灯语联络，完成求偶过程，可见，萤火虫发出的光对其繁殖具

有特殊意义。 

D. 萤火虫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因而靠人工引进不能“引”来它们的

回归。 

14.下列关于萤火虫用途的叙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科学家受萤火虫发光器的启发而发明的荧光灯，大大提高了能源使用率，但发光率远不如

萤火虫的。 

B．科学家模仿萤火虫发光器的天然结构，用以制作LED覆盖层，这种设计可以提高发光器的

亮度。 

C. 人们选择萤火虫特有的虫荧光素酶基因，将其运用于癌细胞检测、玉米新品系的培育和水质

监测。 

D. 基因工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把萤火虫特有的虫荧光素酶基因作为遗传标记的首选来检测基

因表达。 

15. 关于人类活动对萤火虫生存的影响，下列分析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萤火虫在部分地区已越来越少见，自然天敌外，人类是其最大“天敌”，美国和日本是罪

魁祸首。 

B．城市的亮光是萤火虫种群减少甚至灭绝的唯一原因，外界灯光会影响萤火虫的发光、飞

行、求偶。 

C. 引进萤火虫的做法不合乎自然规律，因为长途迁徙影响其正常繁殖，异地放飞又改变其栖息

环境。  

D. 对一个物种的保护必将使其它物种获益，因而做好了萤火虫的保护工作，引来的肯定不只萤

火虫。  

16. 根据文意，分析“可是也有不少人觉得这份浪漫礼物有些残忍”这句话的含义。（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请根据文本概括出萤火虫对人类的五点意义。（5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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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阅读下面文章，完成18-22题（22分）  

送到天堂里去的礼品 

【法】塞斯勃隆 

①那年，我孑然一身住在某城市，在一个律师家当见习生，苦闷到了极点。  

②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我无处可去，只好走回住所。每逢佳节，无家无室的人是多么艳羡那

些行人啊！瞧着他们满抱着大大小小的包裹熙来攘去，我也就算过圣诞节了。像我这样的人，除了

在许多喜气洋洋的脸上找到节日的快乐，又能怎样呢？现在行人抱着成堆的礼品，从围巾上面露出

来的眼睛里闪耀着善意的光芒。这使我想到：向别人分送礼品时比接受别人馈赠时的乐趣大得多；

人只有自己处在幸福的时候才是善良的。当然，这些话也不过是老生常谈。而我当时，几乎对全世

界的一切都抱着怨气，尤其是埋怨那位创造了万物的上帝„„  

③但是，使我更加恼火的是，就在那天夜里遇见了这么一个矮老头子：他抱着各式各样、五颜

六色的礼品包，差不多整个身体都被盖住了；他穿着只有在庄严隆重的场合才穿的礼服，显出是个

地道的阔绰人物，好像正急急忙忙地赶回那漂亮的府邸过团圆节。说真的，我又羡慕又嫉妒，真想

往他礼帽上扔几个雪团。  

④幸亏我及时想起自己已经不是十岁的孩子。嘿，好家伙！这慈祥的老头儿为他所疼爱的每一

个人都挑了一份礼品，而且一心要使礼品件件都能适合每个人的口味。这不说明他很可爱吗？我一

阵后悔，几乎想上前帮他拿东西了，然而我没有那样做。我把自己比作一头离群的野兽，贫困使我

变得孤傲而又沉默寡言。咳！这又是老生常谈了„„  

⑤我居住的那个城市不大，四个月后，复活节的早晨，我又遇见了那个老头儿。这一回，他是

在一家甜食店里，兴致勃勃地选购大量各式糕饼。他带着那种讲究吃喝的人的眼光，不慌不忙地挑

选着。看到他这副神情，我很感动。我想：显然，春天到了，春天也影响到了他„„我想象着他的一

家人，想象着他们一会儿将会多么欢乐。望着他，我这个孤独的苦命人也不禁微笑起来。他可能透

过橱窗瞥见了我，刹那间，脸色竟然变了，变得像个极度不幸、走投无路的人。我赶紧走开，心里

迷惑不解。  

⑥后来，我把这个老人忘却了。这座城市对我来说，仍然陌生而充满敌意，但是，圣诞节又给

这座城带来了雪花、钟声、欢乐，匆忙奔走的行人，以及怀中用各色彩带捆扎的包和盒。而我呢？

我倒只替他们高兴，并没有为自己着想，这证明我的心已经变得温厚了。或许是偶然，我又一次遇

见了这个老人，他正在礼品商店的门口，两手还是空空的。 “好极了！”我想，“我不妨来玩一

场侦探游戏，对这家伙跟踪一个晚上，至少可以学到怎样做一个慈祥可亲和慷慨大度的人。有朝一

日我成了一家之主，就可以知道怎样筹备一个成功的圣诞节了。”  

⑦直到今天，我一回忆起他当时如何反复思考、精心选择礼品的情景，仍不由得热泪盈眶！他

说：“这是我给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儿买的礼品，您要知道，她的性格比男孩子还强„„”他又说：

“巧克力，对于孩子们来说，吃得稍多一些才算正好，对吧？„„”他的怀里，大小礼品包越堆越

高。我清楚地记得，他让人在一块蛋糕上用奶油挤出一个人的名字。他还闭上眼睛，心里是在盘算

有多少客人，需要买多少糕点才够。我想象着那桌筵席，只希望能在筵席的末位有个专留给“穷

人”的座儿。那天晚上我就是个穷人呐！这样想着，我的心情渐渐沉静下来。  

⑧我跟着老人一直到了圣·维艾奈街他的住所。大门在我眼前关上了，窗户里灯火通明，我在

那里伫立了许久许久„„至今我认为，就是在那个圣诞节的夜里，我产生了想要结婚的念头。岂但要

结婚，而且是迫切要结婚，还想生儿育女，总之，想尝一尝过节的温暖和赠送礼品的乐趣。  

⑨当我再度想起那个老头儿时，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有一天，我在一张无聊小报上读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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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圣·维艾奈街之谜》，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抄录了下来：  

⑩“„„大约已身死多日，但因该老者孤身独处，故尸体昨日始发现。D先生早年丧妻，儿女相

继亡故，多年不与亲朋往来。在他的宅中，发现数量惊人的礼品、玩具、食物和瓶装酒以及未经开

拆的各式包裹。警方曾怀疑凡此种种或属来路不明，但经多方调查，似仅出于一种难以解释的癖好

„„”  

--（有删改）  

18. 在小说中，“我”的感情前后有哪些变化？请根据小说内容填空。（4分）  

_________________—抱着怨气（埋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温厚（替他

们高兴）—_________________——憧憬过节的温暖和赠送礼品的乐趣  

19. 第⑤段，当老人可能瞥见我时，“脸色竟然变了”，请根据上下文，把老人这时的心理活动写

出来。（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作者为什么要将“我”与“老头儿”的三次相遇安排在圣诞节、复活节？请简要分析概括。

（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小说的结尾出人意料，请分析这样写的妙处。（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小说的主人公是谁？请说明理由。（6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分写作（共60分） 

五、(1小题，60分) 

23.请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1）文体自选（诗歌除外）。 

（2）600字以上。 

（3）文中不能出现考生的真实姓名和所在学校名称。 

（4）不能照抄试卷中的文段。 

 

2016年天河区中考一模试题答案 

1. D（A. 惩戒chéng  长吁短叹xūB.抽噎yē绮丽qǐC. 干瘪biě廓然无累kuò） 

2.D（A. 依赖B. 拔高D.急功近利） 

3.A（痛心疾首：伤心痛恨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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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搭配不当：矛盾不能分担C、成分残缺：“征集”后面缺少宾语D、语序不当：应该是

“充分利用好”） 

5.D （宗祠文化与门第有关) 

6. （1）、游客抢订上海迪士尼门票，上海和北京最踊跃。 

（2）、还是明亮的灯火，激励你不断前行。 

7.（1）C  （A. 属引凄异B.江山代有才人出D.一山放过一山拦） 

（2）①凫雁满回塘②物是人非事事休③断肠人在天涯④影入平羌江水流 

⑤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3）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8. ①大腿；②使......劳累；③腰配。腰，用作动词；④优待，厚遇；⑤通“向”，从前。 

9.B（A.计量单位/散步；C.以......为乐/作乐，游乐，取乐；D.因为/而） 

10.  

⑴两岸的地势像狗的牙齿那样参差不齐，不能知道溪水的源头在哪里。（2分） 

⑵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2分） 

11.D（突显潭水清澈）（3分） 

12.（1）徙倚：徘徊，来回地走。（1分）薄暮：傍晚。（1分） 

（2）傍晚时分，诗人望着山野景色，看到打猎的人各自随意而归，不禁怀念古代采薇而食的伯

夷、叔齐，心情抑郁于是长声歌唱《诗经》中的“采薇”之句。（1分）这里诗人借伯夷、叔齐不

愿为周臣的典故，流露出几分彷徨苦闷，孤独抑郁的心情以及避世退隐的欲望。（2分） 

13.D（3分)（解析：A选项：唐代杜牧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便是千古绝唱；

B选项：凡是萤火虫种群分布的地区，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好的地方；C选项：【链接一】

中，“同一种萤火虫，雄虫和雌虫之间能互相用灯语联络”，可见，要同一种萤火虫才可以。） 

14.C（3分）（解析：C选项：“萤火虫体内的腺苷磷酸，可作为一种优异的检测剂来检测水的污染

程度”，而不是虫荧光素酶基因。） 

15.C（3分）（解析：A选项：美国的医药公司和日本的工业污染、城市扩张，仅仅只是人类这一

“天敌”的表现之一；B选项：城市的亮光不是唯一原因；D选项：“保护萤火虫不能光着眼于一

个物种，而是要通过保护整片栖息地来保护许多物种。如果做到这一点，引来的肯 

定不只这一种”，这里的“这一点”指的是保护整片栖息地。） 

16.“浪漫”是因为萤火虫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很美丽（2分），“残忍”是因为萤火虫本就不适合

长途迁徙，目的地栖息环境又不太合适，它几乎活不了几天，繁殖就更是不可能了。（2分） 

17. 古代诗人常借萤火虫抒情达意；科学家受萤火虫发光器的启发，发明出荧光灯；模仿萤火虫发

光器天然结构结构，应用在二极管设计中；萤火虫特有的虫荧光素酶基因，越来越多地作为遗传标

记的首选来检测基因表达；萤火虫的基因移植后可较快地培育出新的抗病虫害的玉米新品系。（1

点1分，共5分） 

18. 苦闷羡慕/嫉妒感动沉静（每个词1分） 

19. 他难道是看穿我了吗？他难道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吗？他在内心里嘲笑我吗？他会不

会说出去呢？（体现老人害怕被发现自己孤独的心理即可）（4分） 

20.营造场景，渲染气氛，小说以“雪花、钟声、欢乐”等极力渲染圣诞节等盛大节日的欢乐，以

典型环境烘托孤独的人们内心的空虚感和孤独感，以感染读者。（1分）衬托人物心理，作者以特

定情境中的“匆忙奔走的行人”以及他们怀抱的礼品反衬出人物孤独内心。（1分）暗示主旨，小

说以欢庆节日的场景连缀两个孤独者的故事，强化了孤独者的悲剧性，暗示了本文的主旨：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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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和精神的孤独造成人类的悲剧，警示人们关注孤独者的命运。（2分） 

21. 从情节上来看，老头儿满怀热情地为亲人精心选购礼品，但他内心其实一直都是孤独痛苦

的，与“我”对视的刹那暴露出他内心的真实，数量惊人却未经拆封的礼品暴露出他真实的生活，

而且死后不被理解的结局尤为令人震惊。（2分） 

从主旨来看，结尾透露出对人情淡薄和社会冷漠造成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味，意在告

诉人们拒绝冷漠，关注精神孤独。（2分） 

22.小说的主人公是我。理由： 以我的见闻为线索，“我”是故事的亲历者，是人物命运的见证者；

小说以“我”的见闻和感受为线索使故事内容丰富而集中，情节清晰连贯。（2分） “我”使叙事

更加真切，小说以“我”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使故事更加真实可信，亲切自然。（2分） “我”与

老人共同承载小说的主旨，启迪读者关注精神孤独。（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