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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区 2016 年初中毕业班语文综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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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务必在答卷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学校、班级、姓名、考号 

    等信息填写在密封线内相应位置上。 

    2.选择题的答案用 2B铅笔把答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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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不能写成在试题上。 

    3.非选择题答案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写在答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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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考生必须保持答卷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卷一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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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臆测．／恻．隐     躯壳．／果壳．     秋葵．／众目睽睽．． 

  B. 疏．懒／淑．女     省．亲／反省．     斗．争／气冲斗．牛 

  C. 诅．咒／阻．抑     嗤．笑／鞭笞．     戊戌．／长吁．短叹 

  D. 苋．菜／羡．慕     犷．野／诓．骗     模．拟／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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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惩戒      冗杂      冥思遐想      顾名思义  

    B. 饶恕      招徕      欲欲寡欢      消声匿迹   

    C. 迸贱      旁骛      廓然无累      不谢置辩   

D. 郎藉      孱弱      心旷神贻      温声细语 

 3．下列语段中，加点的词语运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3分） 

    引人瞩目．．．．的电影《美人鱼》总票房已超 30亿人民币！这部电影的周氏幽默让人津津乐道．．．．，而利

用名人效应引致大家对环保问题重视的手法也让人折服。如果让环保内容更多地出现在电影、电视、

歌声里，让公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生态自觉，使环保意识形成如影片中人鱼婆婆用鱼尾掀起的巨浪，

破坏环境的行为定会死灰复燃．．．．，环保文化也一定能够迎来新热潮。 

A. 引人瞩目      B. 津津乐道     C. 潜移默化    D. 死灰复燃 

4. 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3分） 

A. 到 12月中旬止，增城区 2015年十件民生实事已基本全部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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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这次出现的短时雨夹雪，是增城气象局成立以来第一次录得的雨夹雪天气现象。 

C. 在回南天气中，一些物品或食品很容易霉变腐烂，进而受潮，因此，要采取相应的防潮   

措施。 

D. “村村通广播”因为可传递实用知识，普及法律知识，所以可以把国家政策传达给广 

       大的农民，把政府想做、要做的事情告诉农民。 

5. 依次填写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3分） 

   美景就在我们身边！当我们骑上自行车在“莲塘春色”中穿行，就可亲身感受到真正的 

岭南田园风情，                        ，让人如醉如痴，流连忘返。 

①静听增江水    ②远观鸟雀翻飞    ③近看黄牛衔草    ④坐拥罗浮山 

A. ①②③④    B. ①③②④      C.②①③④    D. ④①③② 

6. 阅读下面材料，按要求作答。(5分) 

菏泽曹县交警协勤张某刑事自诉曹县农民李某犯诽谤罪一案，日前在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

裁定，李某因网络发帖诽谤张某被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2014年 3月 28日，李某驾驶摩托车回家途中，遇到曹县交警大队民警和协勤人员流动查车执

法，在执法过程中，李某右髋臼骨折，致 8级伤残。自 4月起，李某不断在网上发帖控诉曹县交警

大队人员“暴力执法”。其所发布的网帖累计被浏览 6万余次，转载 300多次。 

2014年 4月 12日，曹县交警大队在网上发布了事发时的现场执法视频，证明李某没有被抓

摔、殴打。 

2015年 1月 13日，李某网帖所述的“暴力执法者”协勤张某，以个人身份向曹县人民法院提

起刑事自诉，状告李某和帮助李某在网上发帖的赵某犯诽谤罪。7月 10日，山东菏泽曹县人民法

院一审宣判，李某诽谤罪名成立，张某无罪。 

（节选自网络新闻报道，有删减） 

 

⑴请用一句话概括以上材料内容，不超过 20字。（2分） 

 

⑵依据以上内容，请拟写一条奉劝人们注意网络言论的宣传标语。（至少用一种修辞方法）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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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三日，湖中人声俱绝。 

   B.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C．知不足，然后能自强也；知困，然后能自反也。  

   D．碧苔池上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E．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18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4608.htm


 

扫二维码，关注卓越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中考资讯/干货/政策解读 

 

   F．鱼，亦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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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随平野尽，                    。（李白《渡荆门送别》） 

   ②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醉花阴》） 

   ③ 令初下，                   ，门庭若市。（《邹忌讽齐王纳谏》） 

   ④                       ，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⑤ 吊影分为千里雁，                     。（白居易《望月有感》） 

   ⑥ 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                    ！（王磐《朝天子•咏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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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学生，要珍惜学习时间，切不可蹉跎岁月，不然，就会如汉乐府民歌《长歌行》中所言①

“                          ,                     。”宋代朱熹在《观书有感》中用 

②“                     ，                        ”强调了人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才能达

到新境界。因此，珍惜时间，多读点书，总是有益的。 

8．根据课本，解释下面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5分） 

   ⑴ 固以．怪之矣（《陈涉世家》） 

   ⑵ 念．无与为乐者（《记承天寺夜游》） 

   ⑶ 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答谢中书书》） 

   ⑷ 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 （《公输》） 

   ⑸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嘉肴》） 

 

第二部分   阅读与鉴赏（共 55分） 

三、（4小题，15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9～11 题。（10分） 

桃花源记 

陶渊明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

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

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

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

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

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

“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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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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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向所志．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处处志．之                                 属．予作文以记之 

 

      停数日，辞去．                             豁然．开朗 

      委而去．之                                 然．则，北通巫峡 

10.把“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翻译成现代汉语。（4 分） 

 

11．根据文章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渔人进出桃花源是文章的线索，按时间的先后的顺序，一线贯穿，平铺直叙。 

   B．渔人从山上的小口进入桃花源以后，发现那里桃林美艳，土地平整，房屋整齐。 

   C．渔人后来“寻向所志”、“不复得路”使人觉得桃花源真真假假，暗示桃花源是虚构的。 

   D．“皆叹惋”这一细节描写，写出了桃源人感觉到自己和平安宁的生活被外人破坏了的情态。 

 

12.阅读下面两首古诗词，然后回答问题。（5分） 

   （甲）天净沙 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乙） 秋词   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1）甲、乙两首作品都描写了秋季景物，请仔细阅读并填写下表。（2分） 

 

   最能体现秋季特点的景物      诗歌所用的表现手法 

甲             ① 白描 

乙 秋日  一鹤排云              ② 

 

（2）甲、乙两首作品所表现的人物心境是不同的，请分别予以概括。（3分） 

 

四、（10小题，40分） 

（一）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3～17题。（18分） 

雾霾成因新发现和治理 

冬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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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1 月底和 12 月上旬京津冀和中国其他地区经历了两次大面积重度雾霾，雾霾再次成

为热点话题。 

过去对中国雾霾产生的原因有种种调查和研究，归因的对象也五花八门，如工业生产、汽车尾

气排放、居民烹调油烟、农村烧秸秆，甚至居民制作腊肉排放烟雾等。但是，2015 年 12 月 14 日，

环保部通报对华北地区 22个城市（区）的环保综合督察结果，全国 PM2.5浓度之所以严重超标，与

燃煤有直接关系，燃煤对 PM2.5 浓度贡献率在 61%左右。以 2015 年 11 月底发生的华北地区持续的

雾霾而言，原煤燃烧和工业排放是此次重污染过程最主要的来源。 

    一方面的原因在于，“一钢独大”“一煤独大”“产业围城”等现象在华北地区一些城市比较普

遍。除北京、天津外，华北地区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近 90%，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原煤燃烧的主要问题是不清洁用煤。2014年全国用煤 42亿吨，其中，火电用煤 19.4亿吨左右，

非电行业用煤约为 22.6亿吨。现在，火电燃煤使用的优质煤较多，排放的治理较好，而非电行业的

不清洁燃煤排放，如炼钢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 

    散煤煤质的质量也是污染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北京市在售散煤煤质超标率为 22.2%，天津

市超标率为 26.7%，河北省唐山、廊坊、保定、沧州 4 市平均超标率为 37.5%。 

    另一方面，企业的治污方案弄虚作假也造成工业和燃煤对大气严重污染。许多地方有方案，没

措施；有部署，没落实；有考核，没问责。例如，河北省部分地市制定的压钢减煤计划内容不实，可

操作性不强，难以实现确定的减煤压钢的目标。 

环保部调查的雾霾主要因果关系显然更符合事实，也符合人们的认知和观感。也即是说，尽管

汽车对雾霾的形成有贡献，但真正产生主要贡献的是“一钢独大”“一煤独大”。 

    环保部的结论已经提出了治霾的线索，即减少钢铁和其他生产中的燃煤，尤其是不清洁的劣质

煤炭的使用。从“APEC蓝”和“阅兵蓝”的做法和经验来看，要让公众马上享受蓝天白云可以归纳

为两点：一是停止或减少过度生产和消费，二是产业转移。如果能把这些措施结合起来，京津冀和

全国的蓝天白云就不会是童话，而是现实并且能唾手可得。 

（选自 2016年《百科知识》，有删改） 

 

链接一： 

霾由细小的颗粒物组成，主要成分是 PM2.5。PM是英文 Particulate Matter（颗粒物）的首

字母缩写。PM2.5是对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微米的固体颗粒物或滴液的总称，也称为可入肺

颗粒物。PM2.5主要对人体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伤害，PM的暴露可增加哮喘、慢阻肺和肺癌

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中国每年因城市大气污染而造成的呼吸系统门诊病例 35万人以

上，急诊病例 680万人，而且呈逐年增加之势。灰霾与肺癌如影随形，出现灰霾严重的年份后，相

隔七年就会出现肺癌高发期。灰霾与肺癌有了“七年之痒”的说法。 

（摘自北京青年网等，有删改） 

    链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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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3月 2日，我国环保部公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国标）中的 PM2.5浓度限值

是，二级标准年和 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分别为 35微克/立方米和 75微克/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

的 PM2.5浓度标准是 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为 10微克/立方米。 

“APEC蓝”形容 2014 年 APEC会议期间北京蓝蓝的天。为保障 APEC会议期间空气质量，京津

冀区域采取了一系列“史上最严”措施（机动车限行、工业企业限产、停产等），使得治霾能坚守

“最后一公里”。去年，国庆阅兵前后一段时间，北京单双号限行，污染企业停产。9月 3日阅兵

期间，PM2.5平均浓度仅为 8微克/立方米，称之为“阅兵蓝”。 

  （摘自网络，有删改） 

    链接三： 

    有人认为：少了钢铁、燃煤等的生产和消耗，中国的 GDP 就要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会降低。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钢和煤等产量已经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耗。2014 年全球粗钢产量达

16.62亿吨，中国粗钢产量为 8.227亿吨，同比上年增长 0.9%。然而，2014年中国折合粗钢消费量

为 7.38亿吨，同比下降 2.25%。也就是说，还有 8470 万吨钢无法消化。出口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化解

渠道。2014 年中国出口钢材 9378.38 万吨，同比 2013 年增长 50.45%。尽管钢材出口能化解部分产

能，但从性价比看，出口创新高并不能给整个行业发展带来对等利润，钢材超低的价格使得整个钢

铁行业陷入增产不增收的困境。   

    从钢铁产业已经看出，停产、减产高污染、高能耗的钢铁和煤炭生产是一举多得的行为，可以

让蓝天白云马上呈现，保护公众健康，同时减少负增值的生产反而能让 GDP升值。 

（摘自网络，有删改） 

    链接四： 

    美国未来发展和能源研究专家艾默里·洛文斯提到产业转移的 3个原则：减少用量、调节需求、

优化供应。本质是，在不降低生产能力、生活水准的前提下，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化石能源，同时发

展低碳绿色技术。例如，大力鼓励光伏发电、利用风能、太阳能，甚至对煤炭的绿色改造等。 

（节选自艾默里·洛文斯《重新发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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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汽车排放废气所产生的 PM2.5浓度的贡献率在 61%左右。 

   B．霾的暴露可增加哮喘、慢阻肺、肺癌和肠胃病等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C．我国环保部公布的 PM2.5浓度限值是 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为 10微克/立方米。 

   D．呈现蓝天白云，保护公众健康，有赖于停产、减产高污染、高能耗的钢铁和煤炭生产。 

 

14.下列对雾霾成因新发现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减少钢铁和其他生产中燃煤的消耗，全国 PM2.5 浓度就不会严重超标。 

   B．不清洁用煤，散煤煤质的质量差，工业排放是环境污染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C．“一钢独大”“一煤独大”“中国油品差”等现象对雾霾的产生有着主要的“贡献”。 

   D．企业的治污方案弄虚作假，没措施、没落实、没问责造成了工业和燃煤对大气严重污染。 

https://www.baidu.com/s?wd=%E5%8D%95%E5%8F%8C%E5%8F%B7%E9%99%90%E8%A1%8C&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rHwWnjm1PHIWmv79uWR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nsn1b1Pj6snWb3PH01nWcd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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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列对整治雾霾措施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在钢铁和其他生产中减少使用不清洁的劣质煤炭。 

   B．整治高排放车的污染排放、收取燃油税、鼓励绿色出行。 

   C．实行机动车限行、工业企业限产、污染企业停产的措施。 

   D．进行产业转移，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化石能源，同时发展低碳绿色技术。 

 

16.下面语句中加点的词语能否去掉，为什么？（4分） 

   除北京、天津外，华北地区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近．90%，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7.结合材料，谈谈你对下面案例中关于治污工作的看法。（5分） 

    案例：河南南阳市制订了蓝天工程等系列实施方案，但与河南省政府有关要求相比，在目标、

任务和措施等方面均存在不小差距；郑州市制订的 14 个大气污染治理专案，在被约谈前基本没有落

实。 

        

 

（二）阅读下面文字，完成第 18～22题。（22分） 

温暖的四句话 

包利民 

    ①初中时，语文老师是个严厉的中年女人，姓王，那时我刚从农村转来县里中学，由于不了解

这位老师，所以被她狠狠地批评了几次。导致一见她就害怕，心里有了阴影。 

    ②而且我写字极潦草，虽然在王老师的管教下，已经工整了许多，却依然难以入眼。来新学校

上学后，第一次交作文，我对作文还是有信心的，心想就算字写得难看些，作文的质量也能弥补得

过去了。而且，听说王老师就要调走了，这些天上课一直有个年轻的林老师跟着听课，准备接手我

们班的语文课。 

    ③当我满怀希望地盼到把作文本发下来时，迫不及待地翻开，却如遭了当头一棒，我的三页作

文被撕下去了！王老师有这个习惯，谁作业写得不好，都会撕掉重写，我就经历了好几次。可是没

想到，自己很有信心的作文，也是这个命运。而且全班就我一个人被撕了，心里黯淡到了极点。当

我把重新写的作文交上去后，过了两天，课代表把我的作文本拿了回来。我翻开一看，还好，这次

没有撕。 

    ④我随意翻了翻，就在作文后面看到一句鲜红的评语：“你写的作文是班上最好的，所以我把

前一篇撕下来，留作纪念了！”那一瞬间，我心里猛然一暖，再也没有了怨恨和不满，眼睛一下子

就湿润了！我跑去办公室，却见那个一直跟着听课的林老师在那里，她说：“王老师已经走了，调

到别的城市去了！” 

    ⑤王老师留在我作文本上的那句话，温暖着我许多的学生岁月，乃至以后走上写作这条路，与

此也有着极大的关系。只是那以后，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却再也没能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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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直到在沈阳上大学的时候，当年初到县城读初中时的那种自卑才再次出现。虽然那个时候，

我的文章已经写得很不错，并发表了许多，可是，却无法支撑我在其他方面的全面崩溃。于是那时

很孤独，几乎没有朋友，没课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去做自己的事，我则拿上本书躲到学校后面的河

边，常常是坐到夜幕长垂。 

    ⑦大二那年的冬天，我依然没事时去河边静静地待上一会儿，河流已经凝固了形状，两岸都是

洁白的雪地。我的足迹就延伸到那棵树下，每天每天，足迹的重叠，成了一条窄窄的路。那个下

午，我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树下，却发现雪地上有一行字：祝你生日快乐，开心着度过这里的每个

春夏秋冬！ 

    ⑧久久凝视着雪上的那行字，就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悄然破碎，涌动着一种莫名的情绪。一直

以为，没人会注意到我，没人会知道我的生日。回去的路上，脚踩在雪上，发出一种很动听的声

音，周围的冰封雪盖，忽然就充满了温情。那一行字早就随着春天的到来而消散，却一直刻在我心

上，伴我度过了好多个寒冷的季节。 

⑨大学毕业走上社会，那些校园中的雄心壮志和斑斓的梦想，在现实中被无情地撞击得粉碎，

于是失落接着失落。 

⑩有一年，为了排遣心中那份落差，为了躲避白眼冷遇，我去了一个极偏僻遥远的大山深处的

村庄，当了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在那天涯一般的地方，面对那些纯净的笑脸和清澈的眼睛，心里

也渐渐地万虑皆宁。 

    ○11每天，除了给孩子们讲课，更多的时候，孩子们会问我山外的事，听我讲山外的事时，他们

的眼中全闪着向往的光。 

    ○12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离开时，正是秋天，满山的树和花正绚烂出一片深情。孩子们爬上前

面的那座山，然后，那个当班长的女生给了一张叠着的纸，让我出了山再看。当我来到镇上，坐上

通往县城的汽车，大山已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我打开那张纸，是一行字：舍不得老师，可不会留

您，以后我们会去山外找您！ 

    ○13二十个字，二十种笔体，我知道，是班上的二十个孩子每人一个字写下的！回望大山，已淡

成一道浅影，又在我潮湿的目光中朦胧起来。孩子们的梦想重新点亮了我的梦想，从而让我再次回

到繁华的都市中，心里再也不黯淡，而是充满了温暖的力量。 

    ○14最后一句温暖的话语，也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出现的。生病住院，身边无亲无朋，百无聊

赖，便总到走廊尽头处去吸烟，那些日子烟量大增，一包烟常常是不到一天就不知不觉地空了。更

多的时候，是倚在病床上看书，邻床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便总缠着我给她念书，她听得很

入神。几天后女孩出院，我便把书送给了她，她极兴奋。临走时，她跑回来，塞给我一张纸条，然

后云一样飘走。 

    ○15字条上写着：你的烟我每天都偷出好多支，别再吸烟了，我爷爷就是因为吸烟死的！那一行

整齐的字，一下子击在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便觉心里暖暖，温暖着世事的苍凉。 

    ○16这四句话，都铭记在心里，总会在落寞重重时，在我生命里开出永不凋零的感动。 

    ○17忽然想起，前年回到家乡的县城，在街上邂逅初中时后来教我们语文的林老师，她已经有了

白发，提起曾经给我作文本写下那句话的王老师，她却笑着说：“其实，那句话是我写的，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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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我怕你对她有抱怨，我怕你因此对任何人失去信心，所以……” 

    ○18在七月的阳光下，我的眼睛刹那间就湿了。 

（选自 2014年 7月《做人与处世》，有改动） 

 
18.作者叙写了人生路上令自己难忘的四句话以及带给自己的温暖感受，请把表格中①②③④     

   处的内容补充出来。（4分） 

 

19.本 文语言

清新质 朴，含

义丰 富，请

结合语 境按要

求品味 下列语

句。（任选一题）（4分） 

（1）那一行字早就随着春天的到来而消散，却一直刻．在我心上，伴我度过了好多个寒冷的 

     季节。（品味加点词语的表达效果） 

（2）离开时，正是秋天，满山的树和花正绚烂出一片深情。（品味修辞手法的妙处） 

 

20.我在医院遇见的小女孩是一个怎样的人？请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4分） 

 

21.文章最后两段能否删去，请说说你的理由。（5分） 

 

22.在你的人生路上，你一定收到过一些温暖的话语。请结合你的成长经历，谈谈你的感受。（5

分） 

 

第三部分  写作（共 60 分） 

五、（1小题，60分） 

23.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60分） 

初三的生活紧张而充实，每天我们都在梦的边缘挣扎，但都在顽强的坚持着。初三是人生的一

道风景线，需要用信念去书写，让它成为鲜亮的一笔。 

   请以“回味初三”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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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增城区初中毕业班语文综合测试题 
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6小题，20分） 

1. 【语音识记】（3分）C   

有关四句话的事件 “温暖”感受 

初中时语文老师在作文本上留下表扬的评语 ① 

② 拥有快乐，充满温情 

工作时山区孩子一人一字给自己的临别留言 ③ 

④ 细微体贴，浓浓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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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è/cè qiào/ké  kuí/kuí   B. shū/shū   xǐnɡ/xǐnɡ   dòu/dǒu   C. zǔ/zǔ    chī/chī    xū

/xū    D. xiàn/xiàn   ɡuǎnɡ/kuānɡ   mó/mó） 

2. 【字形识记】（3分）A 

（B.欲-郁   消- 销    C.贱- 溅  谢- 屑 D. 郎-狼   贻-怡）  

3. 【词语辨析】（3分）D 

（引人瞩目：瞩目：注视。吸引人们注意。津津乐道：津津：兴趣浓厚的样子；乐道：喜欢谈

讲。很有兴趣地说个不停。潜移默化．．．．：潜：暗中，不见形迹；默：不说话，没有声音。指人的思想或

性格不知不觉受到感染、影响而发生了变化。死灰复燃：冷灰重新烧了起来。原比喻失势的人重新

得势。现常比喻已经消失了的恶势力又重新活动起来。） 

4. 【病句辨析】（3分）B 

（A 项是表意不明，应把“基本”一词删除；C 项是不合逻辑，物品应是先受潮再霉变腐烂；D 项是

关联词使用错误，不是因果关系“因为……所以……”，可以改成递进关系“不仅……还……”） 

5. （3分）【语言运用】 D 

（表达的连贯得体考查，考虑短语的搭配，“坐拥”配“静听”，“远观”配“近看”。） 

6. 【语言运用】（5分） 

（1）李某网络谣言中伤他人被判刑。（2分） 

（评分说明：发言方式“网络谣言”1分，结果“判刑”1分，意近即可） 

（2）摒弃造谣诽谤，促进网络和谐。/诚信网络很重要，和谐共建靠大家。（3 分） 

（评分说明：注意网络言论 1 分，修辞 1分，句子通顺 1分） 

二、（2小题，15分） 

7. 【古诗文默写】（10分） 

（1）B、E 

（2）①江入大荒流   ②莫道不消魂   ③群臣进谏   ④醉翁之意不在酒   ⑤辞根散作九秋蓬 ⑥

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4分。一空 1分。错、漏、多、少一个字，此小题不得分。] 

（3）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②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8. 【文言词语积累】（5分） 

（1）以：通“已”  （2）念：考虑，想到    （3）与：欣赏   （4）寇：入侵    

（5）旨：甘美 

  三、（4 小题，15分） 

9. 【文言词语理解】（3 分）C 

10.【文言翻译】（他们）领着妻子儿女和乡邻们来到这个跟人世隔绝的地方，不再出去，于是跟外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18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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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人断绝了来往。（4 分） 

【评分说明】“妻子”1 分，“绝境”1 分，“遂”1 分，注意省略句子成分及语句通顺 1 分。 

11. 【文意理解】（3 分）C 

12. 【古诗鉴赏】（5分） 

第（1）题： ①“ 枯藤、西风”，（任意写到其中一个词得 1 分）， ②“对比”（或烘托、或反衬）

1 分。 

第（2）题：甲词：浓重乡愁（或思乡、念亲、哀愁、痛苦、哀伤，悲伤）；乙诗：乐观豁达（或积

极乐观、豪迈乐观、积极向上、奋发向上）。 

   【评分说明】答对其中的一种心境得 2 分，两种心境都答对得 3 分。 

四、（9小题，40分） 

13．【信息的筛选与辨析】（3分）D 

A项不符合文意。“汽车排放废气所产生的 PM2.5浓度的贡献率在 61%左右。”原文句子在第 2

段：“燃煤对 PM2.5浓度贡献率在 61%左右”。 

B项不符合文意。“霾的暴露可增加哮喘、慢阻肺、肺癌和肠胃病等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原

文句子在“链接一”：“PM的暴露可增加哮喘、慢阻肺和肺癌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

率。” 

C项不符合文意。“我国环保部公布的 PM2.5浓度限值是 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为 10微克/立

方米。”原文句子在“链接二”：“世界卫生组织的 PM2.5浓度标准是 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为 10

微克/立方米。” 

D项符合文意。“链接三”的“从钢铁产业已经看出，停产、减产高污染、高能耗的钢铁和煤炭

生产是一举多得的行为，可以让蓝天白云马上呈现，保护公众健康，同时减少负增值的生产反而能

让 GDP升值”是 D项相对应的句子。 

14. 【内容理解与分析】（3分）C 

     A项分析正确。综合第 2、8段句子。第 2段句子：全国 PM2.5浓度之所以严重超标，与燃煤有

直接关系。第 8段句子：环保部的结论已经提出了治霾的线索，即减少钢铁和其他生产中的燃煤。 

     B项分析正确。综合第 3、5、6、7段句子。第 3 段：原煤燃烧和工业排放是此次重污染过程最

主要的来源。第 5 段：原煤燃烧的主要问题是不清洁用煤。第 6 段：散煤煤质的质量也是污染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第 7段：尤其是不清洁的劣质煤炭的使用。 

     C项分析不正确。“一钢独大”“一煤独大”分析得对（第 7段句子：尽管汽车对雾霾的形成

有贡献，但真正产生主要贡献的是“一钢独大”“一煤独大”。）但文中没有提到“中国油品差”这

个原因。 

     D项分析正确。综合第 6段罗列的种种做法。 

15．【内容理解与概述】（3分）B 

    A项概述正确。对应第 8段句子：环保部的结论已经提出了治霾的线索，即减少钢铁和其他生产

中的燃煤，尤其是不清洁的劣质煤炭的使用。 

    B项概述不正确。第 7段句子：尽管汽车对雾霾的形成有贡献，但真正产生主要贡献的是“一钢

独大”“一煤独大”。本文针对的是燃煤污染。 

    C项概述正确。对应“链接三”句子：机动车限行、工业企业限产、停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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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项概述正确。对应第 8段和“链接四”句子。第 8段句子：一是停止或减少过度生产和消费，

二是产业转移。“链接四”句子：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化石能源，同时发展低碳绿色技术。 

16．【分析说明文语言的周密和准确】（4分） 

示例一：“近”不能去掉（1分），因为“近”表约数，说明了华北地区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

中占比接近 90%，并没有达到 90%（1分），体现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周密性（1分）；去掉后就

变成达到了 90%的意思，与原意不符（1分），所以不能去掉。 

示例二：“近”不能去掉（1分），因为“近”表约数，准确地说明了华北地区煤炭在能源消

费结构中占比接近 90%，并没有达到 90%（1分）；去掉后就变成达到了 90%的意思，与原意不符

（1 分），不能体现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周密性（1 分），所以不能去掉。 

示例三：“近”不能去掉（1分），因为“近”表约数，说明了华北地区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

中占比接近 90%，而不是占 90%（1分），去掉后句子的意思就改变了（1分），不能体现体现说明

文语言的准确性、周密性（1分） 

    评分说明：表态（1 分）→分析“某某词”在原文中的好处（1 分）→分析“某某词”去掉后的

句子意思，与原意不符（1 分），不能体现说明文语言特点（1 分）。 

17．【语句的分析和运用】 （5分） 

示例一：我认为河南南阳市和郑州市的做法是不对的（1分），他们在治污方面降低要求，没

有落实（2分），这与材料中治污方案弄虚作假一样，是造成大气严重污染的原因之一（2分）。 

    示例二：我认为河南南阳市和郑州市的做法降低要求，没有落实（2 分），起不到治污作用（1

分），希望相关部门能监督落实治污方案，建立考核问责制度，为治污做点实事（2 分）。 

   示例三：我认为河南南阳市和郑州市的做法是不对的/不科学的/没有实效的/不能真正解决问题（1

分），因为他们有方案没措施，有部署没落实，有考核没问责；（2 分），他们应该做有方案有措施，

有部署有落实，有考核有问责；（2 分）， 

【评分说明】表态 1 分，对案例评述 2 分，能结合材料，提出个人看法 2 分， 

18．【文章中心内容的概括与理解】（4分） 

   【答案】①再也没有了怨恨和不满（或受到鼓励，或重拾信心）（能写出其中一个词即可 1分）。

②上大学时有人在寒冬给自己默默送上生日的祝福（1 分）。③点亮梦想（或充满希望，或心里再也

不黯淡，或排遣了心中那份落差）（1分）。④生病住院时临床小女孩给自己戒烟的建议。（1分）。

（4 分，一点 1分） 

19．【表现手法的分析与鉴赏】（4分） 

（1）用“刻”这个动词（1分），生动形象（传神、准确）地（1分）表达出“我”对这句话的

印象之深，铭记和回味之久（1分），突出了“我”在寒冬时收到生日祝福时的感动和温暖（1分）。 

（2）运用拟人修辞（1分），“深情”一词赋予“满山的树和花”以人的情感，生动形象地（或

者活灵活现地）（1分）表现了“我”离开时山区孩子给自己临别留言时的一片真情（1分），赞美

了山区孩子心灵如同“满山的树和花”一样纯真和美好（1分）。 

评分说明：手法（1分）+效果（1分）+内容（1 分）+情理（情感）（1分） 

20．【人物形象的理解与分析】（4分） 

（1）善良、有爱心（或体贴、细心、关爱他人）（1分）。如：在“我”生病住院时，小女孩

细心地给“我”留了一张写有戒烟建议的纸条（1分）。 

（2）好学、爱读书（1分）。如：总缠着我给她念书，她听得很入神。几天后女孩出院，我便

把书送给了她，她极兴奋（1分）。 

（3）天真、活泼（或可爱、纯洁）（1分）。如：临走时，她跑回来，塞给我一张纸条，然后



 

扫二维码，关注卓越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中考资讯/干货/政策解读 

 

云一样飘走（1分）。 

评分说明：性格特点（1分）+例句（1分）【三点中任意答对其中两点即可得满分】 

21．【分析综合和鉴赏评价】（5分） 

示例一：不能删去（1分）。在内容上，使林老师的形象更加丰满（或者赞美了林老师善良、

关爱学生、善于鼓励学生的优秀品质，或者揭示了第一句温暖的话的真相）（2分）；在结构上使

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或者曲折有致，或者跌宕起伏）（2分）。 

示例二：能删去（1分）。在内容上，文章已经完整地叙写了人生路上令自己温暖的四句话的

事件（2分）；在结构上，第○16 段已经总结了全文，有力地突出了文章中心（2 分）。 

评分说明：表态（1分）+理由（4分）【在内容上的作用（2分）+在结构上的作用（2分）】 

22．【感悟与表述】（5分） 

【答案】开放性题型。 

评分说明：温暖的话语（1分）+人生经历（2分）++感悟（2分） 

 

23. 【写作】（60分） 

作文分项分等评分表 

项目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内容 

（30

分） 

30—23 22—16 15—11 10—0 

切合题意 

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 

情感真挚 

符合题意 

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 

情感真实 

基本符合题意 

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单薄 

情感基本真实 

偏离题意 

中心不明确 

内容空泛 

情感不真实 

语言 

（20

分） 

20—16 15—10 10—6 5—0 

语言准确 

流畅、生动 

语言准确、通

顺 

 

语言基本通顺 

 

语言不通顺 

语病多 

结构 

（6分） 

6 5 4—3 2—0 

结构严谨 

条理清晰 

结构完整 

条理较清晰 

结构基本完整 

条理基本清晰 

结构不完整 

条理不清晰 

文面 

（4分） 

4 3 2 1—0 

卷面整洁 

字体工整 

卷面较整洁 

字体端正 

卷面基本整洁 

字体清楚 

卷面不整洁 

字迹难辨 

 

作文评分要求 

根据“内容、语言、结构、文面”四方面分项评分，综合各项的标准，分别评出该项的“一等

（好）、二等（较好）、三等（中）、四等（较差）”的分数。具体要求如下：  

1.关于“内容” 

对作文“内容”的评分，应该从“题意、中心、内容、情感”四个方面综合考虑，可以从“切合、



 

扫二维码，关注卓越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中考资讯/干货/政策解读 

 

符合、基本符合、偏离”四层面进行评判。因为是考场作文，不必要求作文的“题意、中心、内容、

情感”四个方面都达到优秀，才能评为优秀作文；只要有其中一两方面优秀，就可以适当给高分。 

    2．关于“语言” 

一般情况下，语言项等级与内容项等级相当。但若语言特别好，可上升一个等级评分，但不可

以给该等级上等分数；若语言相对较差，可下降一等评分。不得跨等级给分。如内容评为三等“基

本符合题意”，而语言相当较好，则语言项可评在二等中或二等下，但不得评为一等。对语言的评

判，应结合文体的语言要求综合评判。 

    3．关于“结构” 

一等（6分）：结构完整、严谨，条理清晰，详略得当，首尾呼应，段落设计能有效辅助内容与

中心的表达。 

    二等（5分）：结构完整，条理较清晰，详略较得当，段落设计较为恰当。 

三等（4－3分）：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晰，段落设计基本恰当；文章字数未满 450字（含

450 字），但文章已结尾；文章字数已够，但尚未结尾。 

四等（2－0分）：结构不完整，条理不清晰；文章未结尾且字数未满 400字（含 400字）；全

文一段到底，没有分段。 

“结构”项的评分同样须遵守不跨等级评分的原则。 

    4．关于“文面” 

文面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评分，一是卷面，二是字迹。 

卷面要求包括符合现代汉语书写规范要求和修改要求。符合现代汉语书写规范要求，如从左到

右、从上到下书写，段首空两格等；符合修改要求，如正确使用修改符号，不使用涂改液、涂改带等

违规涂改方式。特别说明，“卷面整洁”并不意味着无涂改痕迹，只要正确使用修改符号进行修改， 

字迹书写要求包括正确使用现代汉语规范汉字，不使用繁体字、异体字等，书写工整、清楚等。 

文面项独立评分，但若文章确定为偏离题意或抄袭，则文面项不能评为一等。 

错别字不在“文面”项扣分，而在错别字扣分项另行执行。 

 5.关于扣分项  

（1）关于“标题” 

①文章有正文，但没有写题目的扣 2分；改写题目的扣 1分（加字或改字）； 

②文章没有正文，只写了题目的，只给题目分 2 分；写了题目，全文抄写本试卷阅读文章或材

料的，只给题目分 2分。 

（2）字数不够的处理。 

500字左右按每少 50 字扣 1分处理；400—500字文章完整且切题，给 36—40分；400字以下，

根据文章质量按 36 分以下给分；100—200 字的 15 分以内给分。不足 100 字，总分不超过 10

分，均不再分项评分。 

（3）关于“错别字” 

①每 3个错别字扣 1分，依此类推，最多扣完 3分为止； 

②1-2个错别字不扣分。 

（4）“作弊”与“抄袭” 

①确认出现了学校或考生真实姓名的文章，扣作文总分的 30%； 

②确认为抄袭（90%以上的文字相同）的文章，总分不超过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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