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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广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语 文

（参考答案及解析）
卓越教育中考语文专家团队

【总评】

本次积累与运用部分前四题依然延续近几年的考查形式，考查的知识点还是字音辨析、字形辨析、词语辨

析与运用，病句辨析主要考查学生的识记，理解和运用能力，难度较低。第五题考查的是对联，第六题考

查的是图文的综合运用，这两题跟去年比，虽然有一些小的变化，但难度都不大，平时学习练习中经常遇

到。所以要求我们的学生平时多积累，回归语文最基本的学习材料——课本，重视对课内基础知识的落实。

1.

【参考答案】C

【考查知识点】第 1 题考查常用字读音的识记辨析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形式与去年一样，要求考生根据题目各项给出的四个词语来辨析加点字读音是否相

同。A 选项为 bǐng/ píng chù/xù ；B 选项为 sù/shuò yùn/yūn ；C 选项为 jù háng；D选项为 hé/gù sāng

/sàng。考查内容分别涉及到易读错的字、多音字、形近字等方面。选项中考查都出自课本，辨析难度不大，

所考查的 16 个词语全出自七年级到九年级六册语文课本中的“读一读，写一写”、新课标 3500 个常用字、

课下注释的范围，体现了《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业质量评价标准语文》的基本要求和精神。

选
项

词
语

出处 词语 出处 词
语

出处 词语 出处

A 屏
息

七上第 9 课
《王几何》

屏风 八上第15课
《说“屏”》

抽
搐

七下第 28 课
《华南虎》

养精
蓄锐

七下第 23
课《登上
地球之
巅》

B 追
溯

八上第 18 课
《阿西莫夫短
文两篇》

朔方 八下第 6 课
《雪》

黄
晕

七上第 11 课
《春》

头晕
目眩

七上第 17
课《走一
步，再走
一步》

C 占
据

七上第 6 课
《我的老师》

蹲踞 八下第16课
《云南的歌
会》

行
辈

七下第 16 课
《社戏》

字里
行间

D 干
涸

八下第 12 课
《罗布泊，消
逝的仙湖》

禁锢 八下第 4 课
《列夫·托尔
斯泰》

奔
丧

八上第 7 课
《背影》

灰心
丧气

七上第 17
课《走一
步，再走
一步》

【答题关键】这些词语的出处提醒了考生应多重视重点、易错字音的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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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答案】B

【考查知识点】第 2 题考查常用字形的辨析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形式与去年一样，要求考生根据题目各项给出的四个词语找出没有错别字的一项。

考查内容分别涉及到易写错的字、多音字、形近字等方面。A 选项中“眼花瞭乱”的“瞭”应改为“缭”；

C 选项中“顾名思意”的“意”应该为“义”，“幅射”应改为“辐射”；D选项中“藉贯”正确的应该为“籍

贯”；“一泄千里”正确的写法应为“一泻千里”。考查都出自课本，辨析难度不大，所考查的 16 个词语

全出自七年级到九年级六册语文课本中的“读一读，写一写”、新课标 3500 个常用字、课下注释的范围，

体现了《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业质量评价标准语文》的基本要求和精神。

选
项

词
语

出处 词语 出处 词
语

出处 词语 出处

A 默
契

七下第 9 课《7
土地的誓言》

海枯
石烂

七上第 21
课《化石吟》

诀
别

七上第 2 课
《秋天的怀
念》

眼花
缭乱

七下第 27
课《斑羚
飞渡》

B 嘈
杂

七上第 9 课
《王几何》

人声
鼎沸

七下第 1 课
《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
屋》

制
裁

八上第 4 课
《就英法联
军远征中国
给巴特勒上
尉的信》

轻而
易举

九上第 12
课《事物
的正确答
案不止一
个》

C 娴
熟

七下第 27 课
《斑羚飞渡》

顾名
思义

八下《18 之
后》

辐
射

七下第 22课
《在沙漠中
心》

月明
风清

八上第 2
课《芦花
荡》

D 籍
贯

八下第 17 课
《籍贯》

粗制
滥造

八下第 4 课
《列夫·托尔
斯泰》

荣
膺

九下第 6 课
《蒲柳人家》

一泻
千里

九下第 9
课《谈生
命》

【答题关键】这些词语的出处提醒了考生应多重视重点、易错字形的识记。

3.

【参考答案】B

【考查知识点】第 3 题考查词语的辨析与运用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

【题目解析】考生要注意区分词语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 “因人而异” 是指根据人的个体差异，而采取

不同的态度或方式对待。而“因地制宜”因：根据；制：制定；宜：适宜的措施。意为根据各地的具体情

况，制定适宜的措施。根据“珠三角各地组织龙舟竞赛”得知应是“因地制宜”。“迫在眉睫”形容事情已

到眼前，情势十分紧迫。“迫不及待”迫:紧急；及:来得及；形容心情十分急切。这里用形容心情，应是“迫

不及待”。“欢声雷动”是指欢笑的声音像雷一样响着。形容热烈欢呼的动人场面。“拍手称快” 称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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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叫好；快：痛快。拍掌叫好。多指仇恨得到消除或事情的结局(好的事情结局)使人感到满意。这里是

形容人们看比赛时热闹的气氛，应为“欢声雷动”。

【答题关键】学生在复习时要注重课本，掌握词语的意义，并且要注意词语在实际语境中

的使用。

4.

【考查知识点】第 4 题考查语病的辨析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要求考生根据题目各项给出的句子来辨析没有语病的句子。所考查的语病类型分别是句

式杂糅,搭配不当和语序不当。这种病句类型较容易判断，难度不大。A 选项句式杂糅，“关键就是……才

能够实现”含有两个常见短语句式：“关键就是……”“……才能够实现”，后半句可以改为“那么持之以

恒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够实现”；B 选项搭配不当，“素质明显加强”，可改为“素质明显提高”； D 选项“建

设和规划”语序不当，应改为“规划和建设”。

【答题关键】考查的这些病句是常见的类型，平时练习时要学会辨识不同病句的特点并进行归类、汇总。

【参考答案】C

5.

【考查知识点】第 5 题考查语言综合性运用中的对联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运用能力

【题目解析】这题应该抓住关键词“二手图书”，“书店”，那么对联的内容应该是为二手书店招揽生意做

宣传。选项 A 上联“锦绣成文，原非我有”表明这是二手书，下联“琳琅满目，惟待人求”表明书目众多，

可以前来挑选。其它选项 B 选项适用于出版社；C 项适用于博物馆；D 项内容跟医药有关，跟书籍无关。

【答题关键】这道题主要是要审清题干的关键词，根据关键词确定对联内容。也提醒学生平时多关注生活

中对联的运用。

【参考答案】A

6.

【考查知识点】第 6 题考查语言运用中的图文转换以及拟写宣传语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与运用能力

【题目解析】第 6 题提供了两幅宣传图画，第（1）小题任意挑选一幅回答都可以，读懂图画的基础上明

确内容和主题的差别，选择后阐述理由即可；第（2）小题则是在第一题的基础上，根据主题拟写宣传口

号，口号拟写有以下要求：1.语言要简洁；2.内容要积极；3.用语要通俗；4.句式要整齐；修辞要鲜明；5.

主题要突出。

【答题关键】提升中小学阅读素养这类话题可以说是很常见了，提升的途径也多种多样，文中两幅画其实

就是选取了两种主要途径：学校教师指导和家庭亲子阅读，让学生去进行比较，阐明任何一种途径的优势

及作用并为之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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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默写与鉴赏

【总评】本次古诗文默写的涵盖面较广，涵盖了初中三年语文教材中古诗文背诵篇目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中的背诵篇目。考查学生对初中三年六册书中古诗文的熟记程度。要求学生在背诵的基础上，熟记易写错

的字词以及易混淆语序的诗句，能够准确地默写。同时，还要求对名篇名句在理解的基础上能够灵活地加

以运用。

（1）根据课文，下列古诗文默写正确的两项是（ ）（4 分）

【参考答案】BD

【考查知识点】古诗词默写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判断古诗词默写的正误。六个句子分别出自七上第四单元《虽有佳肴》；八上课外

古诗词背诵《长歌行》；八下课外古诗词背诵《苏幕遮》；九下第五单元《鱼我所欲也》；七上课外古诗词

背诵《龟虽寿》；自九上课外古诗词背诵《破阵子》 （燕子来时新社）

A 选项属语序错误，正确的诗句为“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C 选项属语序错误，正确的诗句为“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E 选项属语序错误，正确的诗句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F 选项属字词错误，正确的诗句为“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答题关键】学生在熟记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基础上，还需熟练默写。尤其要熟记易写错的字词以及易混

淆语序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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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①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②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④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⑤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⑥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考查知识点】古诗词默写（直接型默写）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判断古诗词名句默写，题涵盖面较广，考查学生对初中三年六册书中古诗文的熟记

程度。要求学生在背诵的基础上，熟记易写错的字词以及易混淆语序的诗句。

考查的六个古诗文的句子分别出自：

1 七上第三单元《古代诗歌四首》之《次北固山下》（王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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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八下第五单元的《五柳先生传》（陶渊明）；

3 七下课外古诗词背诵《约客》（赵师秀））；

4 八上课外古诗词背诵《野望》（王绩）；

5 九上第六单元的《词五首》之《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辛弃疾））；

⑥八下第六单元法《醉翁亭记》（欧阳修）。

【答题关键】学生在熟记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基础上，还需熟练默写。

（3）根据语境，在横线上填入最恰当的古文名句。（4 分）

【参考答案】（3）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②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考查知识点】古诗词默写（理解型默写）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难度不大，主要考查学生对古诗文的内容理解和运用能力。

【答题关键】学生在熟记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基础上，还需熟练默写并结合生活实际来理解灵活运用。

8.根据课本，解释下面句中加点词的意义。（5 分）

【参考答案】（1）颠：通“癫”，疯狂。

（2）绝：消失

（3）狱：案件

（4）利：认为……有利

（5）数：屡次

【考查知识点】文言字词理解

【能力要求】考查识记能力、理解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难度适中，主要考查学生掌握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理解等方面的水平和能力。

五个句子分别出自七上第五单元第二十五课 ；八上第六单元第二十六课；九下第六单元第二十一课；七

下第一单元第五课；九上第六单元第二十一课。从认知层面来说，这是考查学生理解，记忆能力的。文言

文学习是中学语文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要进一步落实文言文的字词积累，夯实文言文基本知识点。

【答题关键】熟练掌握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尤其要注意通假字，词类活用，古今异义和一词多义

等文言现象。

12.古诗词鉴赏《行路难》（其一）（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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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复成舟梦日边”运用典故表达了怎样的愿望，

请简要分析。（3 分）



6

【总评】本次古诗词鉴赏考查的是八下第六单元《诗五首》之《行路难》（其一）（李白），沿袭了前几年

的古诗词鉴赏的考查风格，主要考查学生对古诗重要字词的理解，并根据诗句理解诗人表达的情感。该题

综合考查了学生对古诗内容的理解分析和鉴赏评价能力。

【考查知识点】古诗词鉴赏

【能力要求】考查学生的分析能力，理解能力和概括能力。

【题目解析】第（1）题考查学生对词语“顾”“济”的理解，与去年相同，都是二选一作答，难度与去年

持平，需要对古诗作整体上的把握并结合上下句对该词语作理解并准确表达。第（2）题考查的是诗句运

用典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题目的设置有对“知识”层级的考查，即理解诗句，并在理解诗句含义的基础

上，描述诗句典故的内容及理解诗人在诗中所表达的愿望，有一定的难度。

【答题关键】把握诗歌中的典故和典故的用意是关键。学生在备考过程中不能只着眼背诵，要认真对古诗

进行理解分析，从每一个词语到每一句诗句及涉及到的典故再到从整体把握作者的情感，都不能放过。答

题时一般需要答到 3 个方面的内容：①概括诗句的意思：闲时学太公在碧溪上钓鱼，忽然又像伊尹梦见乘

船经过了太阳的旁边。；②诗句中的表现手法：使人运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引用了吕尚和伊尹的典故；

③诗歌表现的情感或主旨：表现了作者作者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并且有着坚定的信念。

文言文阅读

【总评】本次文言文阅读选用了《岳阳楼记》这篇千古名篇。本题难度适中，依然延续近几年的考查形式，

考查的知识点还是词语理解中的一词多义、句子翻译、内容理解这三个考点。

文言文阅读理解题主要涉及对关键词语及文章内容深层理解的考查，以及作者思想情感的把握，从阅读材

料着眼要求考生能够读懂全文。要求学生体味文章的丰富内涵和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态度，从而更加全面、

深入地进行经典文言文的学习，而不仅是停留在单纯的记忆文言词义、背诵默写和句子翻译上。

第 9题

【参考答案】C

【考查知识点】考查文言文实词理解。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文言实词识记、理解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文言词语解释设四组共八个文言句子，考查了文言实词在语境中的含义和用法。所考查

四个文言词语及其语境，均出自初中教材，A 项分别是“边际”、“……的时刻”。“受任于败军之际”，出自

九年级上册《出师表》，作者诸葛亮。B 项分别是“迫近”“轻视”。“不宜妄自菲薄”出自九年级上册《出

师表》，作者诸葛亮。C 项“国”都解释为“国都”。“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出自九年级下册《惠子相梁》，

选自《庄子》。 D 项分别是“日光”“景色”。“四时之景不同”出自八年级下册《醉翁亭记》，作者欧阳修。

【答题关键】在初中文言教学中，理解与识记文言词语的含义是最基础的学习内容，也是读懂文言文的最

基本的途径，因此，中考文言文通常以多种形式考查考生对文言词语的掌握。新课程标准指出：“了解并

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积累与记忆文言实词，二

是在具体的语境中理解实词。《广州市初中语文学业质量评价标准》关于文言字词的学习也提出了具体的

要求，这也是读懂浅易文言文的基础与前提。这道题挑选了四个常见实词，分别给出相应的四组句子，要

求选择意义相同的一项，难度不会太大。解题的方法一般有两种：根据已掌握的文言词语知识直接判断；

其次是联系具体语境加以辨析。近几年中考都以考查文言实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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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题

【参考答案】8.（1）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很多长年荒废的事业都重新兴办起来了。

（2）唉！（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道呢？

【考查知识点】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识记/判断能力、理解能力

【题目解析】今年的文言翻译提到文意理解的层面，更加符合阅读理解的思维顺序和规律。

把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也是考查考生是否真正读懂文言文的有效手段。文言翻译虽然是

主观题，但答案客观成分较强，答题时一定要根据原文内容，尽量采用直译的方法，对问句

进行逐词对译。文言文的翻译的基础是理解，对文意的理解又直接取决于对文中实词的理解。所以，解答

这道试题的关键是在理解句子大意的基础上，掌握其中的实词的意义及用法。

【答题关键】解答这道试题的关键是在理解句子大意的基础上，掌握其中的实词和虚词的

意义及用法。重点考查了“政通人和”（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和“俱”（通“俱”全，皆）、 “微斯人，

吾谁与归”倒装句（微，没有；“谁与归”就是“与谁归”）等关键词（词组）的准确表述，注意倒装句“谁

与归”，注意语句的通顺。

第 11 题

【参考答案】C

【考查知识点】文言文整体理解。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文内容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延续去年的考查形式，以四个选项对文章的内容进行了一番梳理，并要求判断对文意理

解有误的一项。选项设置的难度适中，要求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把握。

本题涉及四个选项，均是考查对文段内容的整体把握、主旨的理解、文体特点、文章写作特点等，需

要对文段的内容有比较全面清晰的认识。

本文写景不是为了抒情，而是为了议论，强调要向古仁人那样有广大的胸怀抱负，所以 C选项中“抒

发了作者强烈的悲喜之情”这句表述不正确。

【答题关键】本题涉及的考点有对内容的把握、有文章的表达方式和还有理解文章语言。所以要求学生能

够熟读文章，体味文章的丰富内涵，能够赏析重点词句，分析表达技巧，做到对这种经典文章能有一个全

面而又深刻地理解。

2018 年中考 非连文本阅读

【总评】本次非连文本阅读，以“国民阅读的方式及阅读的趋势”作为主题阅读。

文本样式与往年保持一致；由多种材料组合，表格、文本相结合。测题选取的材料由三部分构成，【权威

发布】主要谈及近两年国民阅读的方式与阅读时长的报告及分析。【广州调查】主要分析广州成年人与未

成年人阅读率与阅读时长。【各抒己见】选取各文化界、新闻界对数字化阅读的利与弊提出个人的看法。

文本内容关注本地生活。试题数量和题型保持不变，仍然是三道单项选择题和两道主观题。考查的能力要

求不变，仍是对文本信息的筛选、概括、理解与分析。文本内容与考生的生活较为贴近，易于考生理解，

文本阅读难度不大，但答题时要谨慎，才不易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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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答案】C

【考查知识点】信息筛选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信息的筛选能力、分析能力。

【题目解析】选项 C 考查【权威发布】部分的内容。结合图表，《我国成年各类媒介人均阅读时长》中纸

质媒介的阅读时长，“2016 年我国国民报纸的阅读时长为 13.2 分钟/每天，而 2017 年我国国民报纸的阅读

时长则为 12 分钟/每天”由此可见，国民报纸阅读时长是有所下降，而非提升。C 选项的表述有误，该选

项符合题意。

【答题关键】答题时要审清题干要求，本题要求选择不符合文意的一项。答题时要根据选项中内容，在原

文中勾画出对应的内容，进行比较判断。

14.

【答案】D

【考查知识点】信息筛选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信息筛选能力、分析能力。

【题目解析】A 选项考查【广州调查】部分的内容。文中表述“2017 年度广州市民综合阅读率达 90%”，但

未提及同年全国国民的综合阅读率。A 选项无中生有。B 选项考查【广州调查】部分的内容。原文表述是

“广州市民日均阅读时长超过 2016 年全国成年国民阅读时长”，B 选项中“广州市民日均阅读时长超过同

年全国成年国民阅读时长,”此处，“同年”是指 2017 年，选项张冠李戴，表述错误。C 选项考查【广州调

查】部分的内容，原文中表述“未成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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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阅读时长并不相当。选项分析不当。D 表述的内容与【广州调查】的内容相符。原文中的表述

是“但数据显示，部分广州市民仍然拍好纸质阅读”。D选项正确。

【答题关键】答题时先要审清题干要求，本题要求结合 2017 年广州市民阅读特点概括分析，选择符合文

意的一项。答题时要根据选项中内容，在原文中勾画出对应的内容，进行比较判断。答题时要细心谨慎。

15.

【答案】D

【考查知识点】信息筛选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信息筛选能力、分析能力。

【题目解析】A 选项考查的内容在【各抒己见】部分，文中陈力表述“我认为碎片化阅读也是一种有意的

阅读方式”与 A 选项的意思相符，正确。B选项考查的内容在【各抒己见】部分,文中徐升国认为“数字化

阅读的主要载体——手机自身限制有关，屏幕小，相对而言很难进行深度阅读、长篇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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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归纳出

徐升国的观点：数字阅读因受阅读载体的限制，难以进行深度阅读，目前无法替代纸质阅读。该观点与 C

选项表述相符。正确。D 选项与【各抒己见】部分与郭英剑的表述不相符合。原文中郭英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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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取决与阅读者是否（原意）思考以及思考的深

度，也取决与作品本身是否能够引人深思，即作品本身是否肤浅。”由此可以看出，郭英剑认为阅读的深

浅由读者的阅读水平及作品的内容有关。D 选项的推断不恰当。

【答题关键】答题时先要审清题干要求，本题要求选择对材料中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答题时要根据选

项中内容，在原文中勾画出对应的内容，并概括文中人物的观点；再比较选项与原文分析的不同。

16

【考查知识点】内容概括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考生对内容的概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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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解析】考生应回归文本，找出【各抒己见】部分中，《新京报》记者李大超对于阅读的方式、阅读

差异、阅读的趋势，提出的观点，并加以概括。

【答题关键】答题时应将人物的观点加以概括，并分点作答。

17.

【考查知识点】观点把握、点评探究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信息的分析评价、综合能力

【题目解析】答题时首先应表明自己观点态度，选择切合观点的文本材料，最后联系实际，恰当具体地分

析。表明观点态度上，在“数字化阅读发展会超过纸质阅读”和“纸质阅读会超过数字化阅读”中可任选

其一，并给予肯定。结合文本，要注意先确定有关的信息区间，并进行概括提炼。联系实际，须结合具体

实际作答，避免空洞。本题的得分点在结合文本，选出切合观点的材料，并联系具体实际加以分析。

【答题关键】结合文本中的观点，并联系具体实际加以分析。

文学类文本阅读

【总评】本次文学阅读考查的文体是小说，主要是阅读的理解分析和探究鉴赏能力的层次区分考查，突出

人文性的特点。

文章借助一个孩子清澈无邪的目光，来审视一只羊的生命，通过塑造那只羊充满灵性与自尊，但最终

难逃作为一只羊的宿命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对世界的敬畏之心和对生命的理解与敬重。

因为文章文章的主人公不是常规的“人”，而是一只羊，学生理解的难点可能会落在如何理解文章文

章中“羊”的形象以及如何通过文章中对羊的形象的塑造去把握作者要表达的情感上。文本难度中等，学

生可以通过平时老师教授的文本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文章，抓住文章文章要素和一些关键语句对文章文章进

行理解分析。

18.本文主要写了大绵羊的哪几件事？请简要概括。（4分）

【考查知识点】内容归纳与概括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文章内容的概括，既考查学生把握关键信息句的能力，又考查了语言概括能

力。回答这类题目，考生需要通读全文，锁定需要精读的区域，从所确定范围内的关键句意入手，提取关

键信息点，进行概括。

【答题关键】首先我们要清楚题目所问，题目要求我们概括的是与“大绵羊”有关的几件事。所以学生在

答题时要圈定大绵羊有关的文章内容并划分层次。文章划分好层次后再结合答题格式“主语+做了什么事”

进行答题。如第一层（②-③）：在我 7/8 岁的时候，我和家人都把大绵羊当做家人看待；第二层（⑤）：

邻居小伙子拿一点干粮渣招呼大绵羊，它轻蔑地离开了。第三层（⑧）风雪交加的夜晚，大绵羊放声大叫

提醒爸爸家里刚买的山羊跑出了院子。第四层（⑨）妈妈有事出去，把大绵羊锁上了院门，它等得不耐烦，

出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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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知识点】内容理解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既考查学生对文意的把握，又考查了语言概括能力。回答

这类题目，考生需要通读全文，锁定需要精读的区域，从所确定范围内的关键句意入手，提取关键信息点，

进行概括。

【答题关键】题干已经圈定了答题范围，学生需要把握“不曾亲自与羊一起生活过的人”对羊的认识，首

先应该讲答题区间圈定在第④段，再引用文中的语句，如“弱势群体”、“善良”、“逆来顺受”等进行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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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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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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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知识点】词语赏析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

【题目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描写方法的理解和分析。题目直接锁定了考察范围，要求从描写的角度对词

语进行赏析，属于文章中对于写法分析的考察范畴。回答这类题目，考生需要通读全文，锁定需要精读的

区域，明晰重点语句对于人物形象塑造和表现文章主旨的作用，并联系文本完成题目的解答。

【答题关键】学生在答题时要先明确加点的词语属于哪种描写手法，其次结合题目内容对词语进行分析。

如题中第一个句子加点词是对大绵羊的神态描写，写出了羊在面对人的戏弄时表现出的自尊心；第二个句

子的加点词语使用了神态描写和动作描写，表现出羊的聪慧、以及在我眼里羊的姿态和神情格外的怪诞、

与众不同。

21.本文的标题是亮点，请结合全文分析标题的好处。(5 分)

【考查知识点】标题的作用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

【题目解析】第 21 题考查文本标题的作用。

本题考查考生对文章标题作用的分析。考生要正确解得此题，必须联系上下文来找答案。 学生在分析题

目的作用时要先理解标题的含义。答题时紧紧围绕标题的几个作用点对题目进行解答。

【答题关键】“一只羊其实怎样” 中“其实”写出了文中的羊跟我们认识的羊是与众不同的，“怎样”指

文中的羊是有自尊心、有个性的、有责任心的。这个标题表面看似是一个问题，但是作者心中早有答案，

所以全文围绕着“这只羊是怎样的”展开叙述。并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与解答表现了文章的主旨。除此

之外考生还要关注这一题的分值，分点作答，注意表述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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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知识点】主旨理解

【能力要求】本题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探究能力

【题目解析】第 22 题考查对文章主旨的理解。考生要正确解答此题，必须结合文章内容和文章塑造的人

物形象进行分析。第一问中羊的“宿命”可以在原文中找到答案，学生摘取原文词句答题即可。第二问则

要探究这只“不同凡响”的羊最终“难逃宿命”的原因。对学生的

【答题关键】羊的“宿命”是养大后会被卖掉补贴家用。而羊的“不同凡响”在于它如同人一样，决不逆

来顺受，聪明，有强的自尊心和责任心。“不同凡响”而又逃不出“宿命”，形成对比，出乎意料而又情

理之中，揭示了作者对生命平等意识的召唤。作者这样安排，除了表达作者对世界的敬畏之心和对世上所

有生命的理解与敬重，更是为了加深这篇文章的批判力量——一个如此具有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生命最

终在人的操控下走向悲剧性的结束。学生在答题时不仅要理解到文章表达的对世界的敬畏之心和对世上所

有生命的理解与敬重，还要对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羊的“宿命”是养大后会被卖掉补贴

家用。

写作

【总评】

2018 年的语文中考已落下帷幕，磨枪三年的莘莘学子应该长舒了一口气。今年作文仍是全命题作文，并

且回归了 2014 年的命题方式，没有任何的提示语（没有提示语的作用有什么？）。考题沿袭一贯风格，不

设置审题障碍，且贴近考生生活，人人有话可说，一切心灵感受均可落笔成文。但要拿高分并不容易，需

要在行文中渗透逻辑层次，彰显独特思维空间。

今年的中考作文题延续对思维能力的考查，这也是语文教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大势所趋。所以，在今

后的语文学习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模式，而不仅仅是应试答题技巧的单一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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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知识点】全命题作文。

【能力要求】考察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

审题方面：

“原来”表限制，为同学们的写作提供了方向。“原来”一词，暗指发现了从前不知道的情况，不理解的

道理，认为复杂的事情……有醒悟，惊叹之意。是一种认知变化，心理状态变化的过程。

构思方面：

拿到作文题目，我们先把写作范围尽可能缩小，在《原来这么简单》这略显空泛的作文题中，只要加入已

有素材的主题，便可明确写作内容，如“原来幸福这么简单”。

考生还可以从以下关键词中锁定写作内容：

①人与自己：挑战、坚持、执着、放弃、认错……

选材示例：由于自己追求完美，从不轻易认错，很多时候都是硬扛，明知自己错了，就是不愿承认，内心

受尽煎熬。后来受到老师或家人的引导，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快乐，原

来承认错误是这么简单，没有责怪，没有讥笑，多了一份相互了解和包容。

②人与他人：沟通、孝顺、包容、理解、信任、坚定自我……

选材示例：母亲节将至，班上的同学都在绞尽脑汁准备礼物，献惊喜。我嫌弃所有人的礼物，但自己也想

不出更好的礼物。母亲节如约而至，我却两手空空，无奈之下只好去厨房做了一顿饭作为礼物，没想到母

亲非常喜欢，直夸孝顺。我们总以为别出心裁，人无我有才能表达对父母的感恩，殊不知，感动父母的爱

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心。原来孝顺这么简单，用心皆为爱。

③人与自然：发现自然乐趣、感悟自然、敬畏自然……

选材示例:老家有条小溪，是臭水沟的代表，我们嫌麻烦放任不管，成了乡人闻之变色的地方。为了响应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号召，我们开始了河流维护和治理，其实很简单，提议每家每户从自家做起，

垃圾分类到回收再利用，互相帮助，互相监督，逐步看到成效，村民们开始有意识不乱排乱放，不往河流

扔垃圾，半年后越来越多人愿意在河边散步，更珍惜自己家园的环境原来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么简单。

④人与社会：时代发展、创新、接纳、尝试、摈弃……

选材示例：我希望当一位在花城广场志愿者给外国的游客介绍广州的标志性建筑小蛮腰，但苦于英语口语

表达的单一，不敢开口，总觉得这是一个梦想。有一次，在路上，一位外国友人遇到困难，向我求助道路

指引，我尝试用英语进行交流，在词汇缺乏时，还加上了肢体语言，发现交流原来这么简单，不拘泥于语

言的规则，更重在信息的表达，用心交流。

此外，若有考生独辟蹊径，人与文化亦可成为考试素材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文化了解，文化传承和发

扬等。

【答题关键】①内容真实、新颖，情感真挚②立意深刻，有时代感，有启发性思考


	（参考答案及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