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广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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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息/屏．风 抽搐．/养精蓄．锐 B.追溯．/朔．方 黄晕．/头晕．目眩

C.占据．/蹲踞．行．辈/字里行．间 D.干涸．/禁锢．奔丧．/灰心丧．气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3分）

A.默契 海枯石烂 诀别 眼花瞭乱

B.嘈杂 人声鼎沸 制裁 轻而易举

C.娴熟 顾名思意 幅射 月明风清

D.藉贯 粗制溢造 荣膺 一泄千里

3.依次填入下列句子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

端午时节，珠三角各地都会 组织龙舟竞赛，广州市也会举办国际龙舟邀

请赛。邀请赛当日，竞赛河段封航，起点处的龙舟成队依次排列，等候比赛。一声锣响，早

已 的龙舟如离弦之箭，向终点飞驰。河岸上锣鼓喧天，人们 ，好不热闹！

A.因地制宜 迫在眉睫 拍手称快 B.因地制宜 迫不及待 欢声雷动

C.因人而异 迫在眉睫 欢声雷动 D.因人而异 迫不及待 拍手称快

4.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3分）

A.一个人如果要开创自己的光明前程，关键就是在于持之以恒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够实现。

B.近年来，中国出境游的公民素质明显加强，境外受访者多表示中国游客的形象大有改善。

C.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已经全面启用，这是建设广州国际航空港的一项重大举措。

D.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全长 26 公里，是由香港特区政府出资并委托港铁公司建设和规划的。

5.经营二手图书的张伯要为自己的书店选一副对联，下列选项中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

A.上联：锦绣成文，原非我有 B.上联：远求海外珍本

下联：琳琅满架，惟待人求 下联：精印人间好书

C.上联：楚辞汉赋，江山何磅礴 D.上联：不是本店铺，扁鹊难医微恙

下联：夏鼎周钟，金石足光辉 下联：若非此效药，华佗无奈小虫



6.为了推进广州市“中小学生阅读素养提升”行动计划，广州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公益海报

设计评比活动。下面为参赛作品，请欣赏这两幅海报，并按要求作答。（5分）

（1）甲、乙两幅作品，你喜欢哪一幅？请结合画面内容谈谈理由。（3分）

（2）结合你喜欢的那幅海报的内容，为本次活动拟出一条宣传口号。（2分）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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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困，然后能自反也；知不足，然后能自强也。

B.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C.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D.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E.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F.疑怪昨霄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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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书何处达？_________________。（王湾《次北固山下》）

②_______________，不汲汲于富贵。（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③黄梅时节家家雨，___________，（赵师秀《约客》）

④树树皆秋色，_______________。（王绩《野望》）

⑤_______________，弓如霹雳弦惊。（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⑥醉能同其乐，_____________，太守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3）根据语境，在横线上填入最恰当的古文名句。（4分）

[说明：本题有 2分附加分，加分后第 7小题不超过 10 分。]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经常引用古典诗文名句，这展现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人格魅力。



在 中 央 党 校 2013 年 春 季 学 期 开 学 典 礼 上 ， 习 近 平 主 席 就 引 用 了 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论语·雍也》）” 来说明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

老师；他还用了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论语·为政》）”来说明学习和思

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8.根据课本，解释下面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5分）

（1）沿河求之，不亦颠．乎（《河中石兽》）

（2）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三峡》）

（3）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论战》）

（4）父利．其然也（《伤仲永》）

（5）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陈涉世家》）

第二部分 阅读与鉴赏（共 55 分）

三、（4 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 9~11 题。（10 分）

岳阳楼记

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

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

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

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

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

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

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

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9．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相同的一组是（3分）



A．横无际．涯 受任于败军之际． B．薄．暮冥冥 不宜妄自菲薄．

C．去国．怀乡 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D．至若春和景．明 四时之景．不同

10．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4分）

（1）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2）微斯人，吾谁与归？

11．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本文虽名为“记”，但不以记叙重修岳阳楼之事为主，而是以描写洞庭湖的景象为主，描

写景象是为了引出“览物之情”。

B．文中的“迁客骚人”触景生情，因物（景）一暗一明而引发情一悲一喜。这是作者反对的

“以物喜，以己悲”的情感态度。

C．文中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紧密结合，叙事扼要，写景生动，议论简明，衔接极其自然，

抒发了作者强烈的悲喜之情

D．文中大量运用四言对偶句，如“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结构

相同，整齐对称，增强了表达效果。

12. 阅读下面这首古诗，然后回答问题。（5分）

行路难（其一）

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

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

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诗中的“顾”“济”是什么意思？请选择一个回答。（2分）

（2）诗句“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运用典故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愿望？请简要分

析。（3分）

四、（10 小题，40 分）

（一）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3~17 题。（18 分）

【权威发布】

“世界读书日”刚刚过去。日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报告》。报告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利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



的综合阅读率为 80.3%，较 2016 年的 79.9%有所提升。报告数据还显示，2017 年我国成年国

民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均有所上升。

我国成年国民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

年份 网络在线阅读 手机阅读 电子阅读器阅读 平板电脑阅读

2016 年 55.3% 66.1% 7.8% 10.6%

2017 年 59.7% 71.0% 14.3% 12.8%

数字化阅读方式越来越普及，人们通过数字化媒介阅读的时间也在增长。报告发现，虽

然 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期刊的阅读时长有所增加，但纸质媒介的阅读时间整

体较短，人均每天读书、读报和读期刊的时间总和不及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的一半。

我国成年国民各类媒介人均阅读时长（单位： 分钟/每天）

年份 纸质媒介 数字化媒介

图书 报纸 期刊 互联网 手机 平板电脑 电子阅读器

2016 年 20.2 13.2 6.6 57.2 74.4 13.9 5.5

2017 年 20.4 12.0 6.9 60.7 80.4 12.6 8.1

在我国成年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中，49 周岁以下中青年群体是主要人群，其中，18-29

周岁人群占 34.6%，30-39 周岁人群占 26.1%，40-49 周岁人群占 24.2%。50-59 周岁人群仅占

10.6%。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18 年 4 月 24 日）

【广州调查】

《广州全民阅读指数调查研究报告（2018）》数据显示：2017 年度广州市民综合阅读率

达 90%，广州市民日均综合阅读时长达到 97.20 分钟，远超 2016 年度全国成年国民 71.47 分

钟的阅读时长。未成年人以纸质阅读为主，日均纸质阅读时长为 49.48 分钟，日均数字阅读

时长为 38.80 分钟。而成年人在数字阅读上花费了更多时间，日均数字阅读时长为 56.27 分

钟，日均纸质阅读时长为 42.62 分钟。广州市民的数字阅读率达到 94.11%，其中成年人达到

95.73%，未成年人相对较低（86%），而市民日均数字阅读时长达到 53.41 分钟。

另一方面，尽管广州市民的数字阅读已经相当普遍，但数据显示，部分广州市民仍然偏

好纸质阅读，如就广州成年人的纸质报纸（89.2%）、杂志（78.8%）的阅读率而言，这一数

字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广州文明网）

【各抒己见】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陈力：有人说，数字阅读是“碎片化阅读”，因而对此忧心忡

忡。我以为，“碎片化阅读”也是一种有益的阅读方式。倘若人们能够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

间来获取知识与信息，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更何况，有谁听说《诗经》三百篇、《唐诗

三百首》是一口气读完的？我们在读一首诗、一首词、一篇文章的时候难道不是在进行“碎

片化阅读”？重要的不是阅读的形式和工具，而是阅读与否和阅读的内容。

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数字阅读基本以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为主体，阅

读的主要内容并不是电子图书，而是一些相对轻松娱乐、篇幅较短的文章等。这跟数字阅读



主要载体——手机自身限制有关，屏幕小，相对而言很难进行深度、长篇的阅读。综合起来

看，纸质书能提供系统的、体系化深度阅读，目前并没有好的数字阅读载体可以实现替代。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数字阅读时代后，所有过去阅读不能发生的地点和时间，现

在都被阅读抢占过来，所以整体来看，人的阅读的时间是增加的，只是媒介变了。电子阅读

不仅在量上迅速扩展，在质上同样是提高的，它走出了过去传统、封闭的阅读空间，人更容

易接触到关于书的推荐信息，专家荐书、社交媒体荐书也都开始成为日常。电子阅读使得人

在不同阅读材料、对象间穿梭跳跃，完全打破了书的物理形态的局限。

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我想表述的一个观点是，以电子阅读、手机阅读为特征的数字化

阅读，更多改变的是人们的阅读方式而不是阅读内容，所以，我认为以“深阅读”和“浅阅

读”来划分传统阅读方式与数字化阅读方式是不准确的；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数字化阅读一

定会导致肤浅化。阅读是否肤浅化，既取决于阅读者是否（愿意）思考以及思考的深度，也

取决于作品本身是否能够引人深思，即作品本身是否肤浅。换句话说，不能用媒介载体的不

同而只能根据作品的内容去界定阅读的“深”和“浅”。

《新京报》记者李大超：阅读有深浅之分，有消费型阅读和学习型阅读的差异，有实用

型阅读和涵养型阅读的区分。我们有批评浅阅读、消费型阅读和实用型阅读的倾向。有人甚

至上升到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高度拒斥浅阅读，批评浅阅读纵容了思想的懒惰，弱化了思维能

力。实际上，任何对于国民阅读整齐划一的要求都没有考虑到阅读者本身的差异。随着阅读

的普遍化，阅读的差异性会越来越明显，而阅读取向两极分化的趋势则难以逆转。

13.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的各种媒介综合阅读率在上年基础上有所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

率也在提升。

B.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调查显示：手机阅读占比最大，电子阅读器阅

读占比提升幅度最大。

C.2017 年成年国民各类纸质媒介的人均每天阅读时长都有所提升，但其总时长远远低于人均

手机阅读时长。

D.2017 年我国成年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的调查数据显示：年龄越大的人群占比越小，年龄

越小的人群占比越大。

14.下列关于 2017 年广州市民阅读特点的概括，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广州市民的综合阅读率要高于同年全国国民的综合阅读率。

B.广州市民日均综合阅读时长远超同年全国成年国民阅读时长。

C.广州未成年人日均纸质阅读时长和日均数字阅读时长相当。

D.部分广州市民在数字阅读相当普遍的今天仍偏好纸质阅读。

15.下列对材料中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陈力对碎片化阅读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也是合理的，人们大可不

必对数字阅读忧心忡忡。

B.徐升国认为数字阅读的内容受到载体的限制，因此深度、长篇阅读很难进行，目前数字化

阅读还无法替代纸质书阅读。

C.严锋认为数字阅读在质和量上都得到了提升，数字阅读使读者和书的关系突破了传统阅读

的限制，是一种创新。

D.郭英剑认为数字化阅读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数字化阅读不会导致阅读的肤浅化。阅读的

深和浅应由作品内容界定。

16.《新京报》记者李大超关于阅读表达了哪些观点？请分点概括。（4分）

17.你对数字化阅读与纸质阅读的发展趋势有怎样的预测？请根据文本内容和自身阅读经历

谈谈你的看法。（5分）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2 题。（22 分）

一只羊其实怎样

杨瑞霞

生命在经历了那么漫长的一个过程之后，总会为我们保留一些什么。对于我来说，我的

生命就无意中为我存留了一些印迹，一些人或者事情。另外，还有一只羊。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有过一只羊，是一只绵羊。

它肯定是在很小的时候被买来的，可我完全不记得它小时的样子。在我的印象里它是一

只很大的羊，它健壮，肥硕，高傲，沉稳，一副成年人的模样。在我小的时候，我分不清一

个人和一只羊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我把它当成是家里的一口人，而且是一个大人。现在想

起来，当时犯了同样常识性错误的不光是我，还有我的父母，他们肯定是把它当成了我们，

还有我的哥哥们，他们把它当成了什么，是不是当成他们自己了呢？当时粮食很紧张，父亲

42 元钱的工资，要养活全家６口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只羊能长成那样的特例，除了一家人

——当然包括羊在内——的相濡以沫之外，似乎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解释了。总之，那只羊

是在那样一个错误的环境下长大，结果便是它也跟着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它从来就没把自

己当成是一只羊。

对于我们中间一些不曾亲自与羊一起生活过的人，对于羊的认识，往往来自于听到的童

话。在那个世界里，羊永远是弱势群体，它所代表的特性是柔弱，善良，逆来顺受且又无话

可说。而当一只羊真正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的时候，往往已改变了原本的样子，变成了肉

的形式，这样它便永远都失去了表达的机会，我们便永远都无从得知，一只羊想说些什么。

而我家的这只羊，在我的思维定式尚未形成时走近了我，我没有那些现有的经验，所以我觉

得它所有的作为都浑然天成，非常自然。



首先，它决不逆来顺受。当然，如果确实是它错了，它会沉默着听你教训；可是如果错

的是你，是你无缘无故地欺负了它，它不会善罢甘休，用现在的话说，它是一定要讨个说法

的。记得有一次，我二哥牵着它去地里吃草，二哥当时的思维还沉浸在头天晚上看的电影《地

雷战》里，他捡了一根棍子，叉开腿对羊做了一个日本鬼子劈刺刀的动作，同时喊了一声“八

格亚鲁”。他太轻视了一只羊有可能对这个动作做出的反应。绵羊当时发了一下怔，不知它

头天晚上是不是也和二哥一起看了那场电影，反正它当即判断出了这个动作所具有的侮辱性

质，它把头一低，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二哥见它来势凶猛，吓得转身就跑，它在后面奋力

直追，一直追出三四里地，最后二哥向它举手投降，它才和二哥和好。

还有一次，邻居家的小伙子在手心里放了很小的一点干粮渣，然后非常夸张地招呼它。

它不想辜负别人的好意，走了过去。等它弄明白发生的事情，它选择了轻蔑地离开，在离开

的过程中却又出乎意料地转身给了正在得意的那人一个教训，使他记住了捉弄一只羊会得到

什么样的报应。

同样它的行为也导致了围观者的一片大惊小怪。是呀，一只羊怎么可以有这么强的自尊

心呢，一只羊怎么可以这么张扬自己的个性呢。

其实这只羊让人觉得它不像一只羊，不仅仅在于它有个性，还在于它有很强的责任心。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一向沉默的它突然放声大叫，低沉的声音表达着一种焦虑。父亲出

门一看，原来大风吹开了院门，家里刚买的半大山羊跑出了院子。是大绵羊的警觉使家里避

免了一笔不小的损失。

另外还有它的聪明。它的聪明不但让幼时的我觉得非常神秘，即使到今天，我还感觉到

几分诡异。有天中午，我妈有事出去，把羊关进了羊栏，还在羊栏的出口处挡了一块菜板；

把我关进了屋里，然后锁上了院门。和羊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从不敢擅自到它跟前去，所以

我一个下午没有出屋。后来大概羊和我一样等得不耐烦了，要不就是它想知道我在屋里做些

什么，只听哐啷一声，羊抵碎了菜板自己把自己放出来了。然后它直奔房门，用头一下下撞

门。我知道它是过来找我了，我当时的反应是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于是我撩起床单，钻到

了床下。过了一会儿，听不到撞门声了，我从床下探出脑袋朝外张望，忽然看见大绵羊正把

前腿搭在外面窗台上，伸着头朝屋里张望，可能是它的脸太长了，影响了视线，它竟然把头

侧过去，用一只眼紧贴窗玻璃。所以它的姿势和表情看上去都格外的怪诞。我在这只羊的窥

视下绝望地哭了起来。

当初买这只羊，肯定是要养大后卖掉补贴家用的，可它的种种不同凡响，让它一次次拖

延了离家的时间，然而一只羊的最后结局总难摆脱，那是它的宿命。而对于我来说，与它相

处的经历，则是一种缘份。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碰到一只羊，它非常体面地走过来，用流

利的汉语或者英语同我打招呼，我会很自然地同它交谈，而且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在

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一只羊其实是怎样的。

（原载《天涯》2001 年 04 期，有删改）

18.本文主要写了大绵羊的哪几件事？请简要概括。（4分）



19.根据文本，“不曾亲自与羊一起生活过的人”对羊有哪些认识？请分点概括。（4分）

20.结合上下文，从描写的角度分析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表达效果。（4分）

（1）它选择了轻蔑．．地离开。

（2）（它）前腿搭．在外面窗台上，伸着头．．．朝屋里张望。可能是它的脸太长了，影响了视线，

它竟然把头侧过去．．．．．，用一只眼紧贴．．窗玻璃。

21.本文的标题是亮点，请结合全文分析标题的好处。（5分）

22.本文的结尾谈到了羊的“宿命”，请问羊的“宿命”是什么？结合全文，谈谈作者为什么

要塑造一个“不同凡响”却又逃不出“宿命”的羊的形象。（5分）

第三部分 写作（共 60 分）

五、（1 小题，60分）

23.请以《原来这么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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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