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人教版初中学业水平测试
出题人：934131 <Moe.IM>

第一部分 选择题（1~5 题）
一、本大题共 5 题，共 10 分
1．请选出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完全正确
．．的一项。
A．脸颊
树杈
姊
．xiá
．chà
．妹 zǐ
B．攲
．斜 qī
C．九曲
．连环 qǔ

绮
．丽 qǐ
惩
．戒 chéng

荫
．庇 yīn
犁铧
．huá

讪
．笑 shàn
愧怍
．zuò

褶
．皱 zhě
诓
．骗 kuāng

D．绰
舍
绯
．起 chāo
．与 shé
．红 fěi
2．请选出下列句子中加点成语运用错误
的一项。
．．
A．见到落水者在水里挣扎，他忘乎所以
．．．．，连衣服都没脱就跳下去救人。

B．大运会的安全保卫措施应该尽快落实到位，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疏漏，这是妇孺皆知
．．．．的。
C．是种瓜还是种豆？各地应该因地制宜
．．．．，不可一刀切。
D．我们都是喜欢清静之人，不想有人强聒不舍
．．．．，干扰我们的生活。
3．请选出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
．．．．的一项。
A．南堡人民经过苦战，一道大坝巍然屹立在天日溪边。
B．我认为，应该尽可能使用简化字，不要滥用繁体字，这样会给汉字规范和青少年学习增加困难。
C．地板暗红闪光，照出人影来。
D．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办事、想问题都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4．请选出下列句子排序正确
．．的一项。
①那该是大自然在多长时间里的杰作！
②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在最古老的时代原是一个寂寞的大石球，没有一层土壤。
③想一想肥沃土地的来历，你会不由得涌起一种遥接万代的感情。
④经过了多少亿万年，太阳风雨的力量，原始生物的尸骸，才给地球造成了一层层的土壤，每经历千
年万年，土壤才增加薄薄的一层。
⑤想一想我们那土壤厚达五十米的华北黄土高原吧！
A．⑤②③④①
B．③⑤①②④
5．请选出下列说法不正确
．．．的一项。

C．③②④⑤①

D．⑤①③②④

A．
“今天去呢？还是明天去呢？我实在拿不定主意。
”句中的标点符号使用有误。
B．
“认真学习”是偏正短语，“交代清楚”是后补短语。
C．记叙文的六要素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
D．
《左传》相传为战国时期左丘明所作，近人认为是东汉时人所编。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6~题）
二、本大题共 1 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6．请在下面横线上填写相应的句子。
（1）____________________，可得永年。
（曹操《龟虽寿》
）
（2）____________________，犹得备晨炊。
（杜甫《石壕吏》）
（3）霜落熊升树，____________________。
（梅尧臣《鲁山山行》
）
（4）俄顷风定云墨色，____________________。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
（5）将军角弓不得控，____________________。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
（6）官船来往乱如麻，____________________。
（王磐《朝天子·咏喇叭》
）
（7）
《论语》中阐述正确的学习态度是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的句子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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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 ”；《 三 峡 》 中 表 现 江 水 清 澈 的 句 子 是 ：
“____________________，回清倒影。
”

三、本大题共 3 篇文段，共 33 分
（一）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7~9 题。（10 分）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
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7．解释下列加点的词。
（2 分）
（1）濯
．清涟而不妖

（2）出淤泥而不染
．
（4）予谓
．菊

（3）亭亭
．．净植
8．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4 分）

（1）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2）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9．现在倡导进行素质教育，请结合选文内容，谈谈你认为学生应有的品质。
（4 分）
（二）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10~13 题。
（11 分）
鼻子不说谎
（1）匹诺曹的鼻子可能是很多人小时候的魔咒。多年后，我们嘲笑儿时的自己竟然会对童话故事信
以为真。不久前，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实验心理学系的研究人员认为，撒谎时，鼻子虽然不会变长，但是
鼻尖会变热。
（2）一个内心世界的“情报”密码，很容易通过身体特征被别人破译。研究者用热成像仪记录下志愿
者的面部温度。数据表明，人在说谎时，鼻尖部位的温度会上升，志愿者自己也能感受到鼻尖的灼热；当
志愿者尽力进行心理暗示，告诉自己并没有撒谎时，他们的鼻尖温度会逐渐回落至正常水平。
（3）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人在说谎时产生焦虑感，此时负责调节体温的大脑岛叶皮质被激活，导
致包括鼻尖在内的整个面部温度都会上升。”
（4）怪不得有人在说谎时容易面红耳赤，鼻尖冒汗。由此猜想，
《木偶奇遇记》的作者科洛迪是否早
就在亲身体验中发现了鼻子的秘密？西班牙的研究者用实验证明了一个生活中的常识，它会像当年的童话
一样再次成为魔咒，提醒人们：一旦说谎，鼻子有可能暴露你内心的秘密。
10．阅读全文，概括“鼻子不说谎”的原因。
（2 分）
11．文章第（2）段运用了哪一种说明方法？其作用是什么？（3 分）
12．文章第（1）段划线句子中的“可能”一词能否删去？为什么？（3 分）
13．请结合文段，合理猜想，若能通过这项技术识谎，现实社会中可能会发生什么。
（3 分）
（三）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14～17 题。
（分）
宽恕
（1）我去非洲旅行之前，很多人推荐我去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原名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大多数
人就叫这个小镇 K.S.，也没有人了解它为何有这个绰号。这个小镇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郊外有很好的灌溉系
统，还有相当多的树木，据说，这里是非洲树木最密的地方，而这些树都是近年来种的。灌溉系统当然不
是新的，但是维护得很好，所以当地不缺水，农作物也因此生长得不错。
（2）我到了这个小镇以后，发现好多地方都以 K.S.命名，很多饭店叫作 K.S.，当然为了区别起见，也
会加一些字在前面，有一家饭店叫作 East K.S.，我猜想大概还有 West K.S.。我在街上闲逛了一阵，看到
一家咖啡馆，叫作 K.S.Cafe，里面布置得很好，还有冷气，我就进去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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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板是个中年人，很和气，会讲英语，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是从台湾来的。他一听到台湾，
立刻神情一变，一再向我打听台湾的情况，是完完全全的台湾迷。我在非洲旅行，过去从未碰到有人对台
湾如此有兴趣，大多数人根本搞不清楚台湾在哪里，他对台湾如此有兴趣，当然也令我非常高兴，颇有受
宠若惊之感。
（4）我发现这位老板话很多，就趁机问他为什么这个地方到处都有 K.S.的字样，老板这下就更加兴奋
了，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5）很多年前，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人到这个小镇做义工。这位年轻人是工学院学生，他在这里待
了一年之久，一年内，他教会了很多学生如何使用机械，这些机械都是他设法从台湾运来的，当地的高中
接受了这些机械，教育水准大为提高。
（6）虽然这位年轻人力求过得和当地人一样，大家仍然知道他是当地最富有的人，他有计算机、手机、
数码相机，他还捐了好多视听器材给学校，这些器材都是当地学校买不起的。
（7）那所高中的校长有点担心他在外面会被抢劫，就叫他住到学校里去。在那里，他和学生一起吃饭，
而且晚上还教学生一些技术。可是，有一天，歹徒进入他住的地方，除了将他的物品洗劫一空以外，还杀
害了他。
（8）这位年轻人的死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警察来了，也查不出所以然。这个小镇的居民悲
伤至极，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劫匪居然会杀害如此善良的人。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不是本地人干的，但是小
镇居民因此承受了莫大的损失，他们失去了一位好的老师，也失去了那些有价值的机器。谁会保养这些机
器呢？如果机器老旧了，谁会再给他们新机器呢？
（9）小镇居民以最快的速度将噩耗告诉了年轻人在台湾的家属，出乎意料的是，年轻人的家属似乎早
有预感。虽然非常难过，但年轻人的父母表现得很镇定，并且立刻赶来参加儿子的葬礼。
（10）小镇居民当然都参加了年轻人的安葬仪式。年轻人是天主教教徒，小镇所属的国家是天主教国
家，所以可以在教堂里举行安葬弥撒。这次弥撒祭语是中文的，圣歌也是中文的。在弥撒结束的时候，年
轻人的父亲向大家讲话：他的儿子在一个多月以前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极有可能会有人来抢他的财物，
而且他也极有可能失去生命，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父母，请他们心里有所准备，万一他在非洲去世，他们
一定要原谅杀害他的人，凶手如果不是如此贫困，绝对不会沦为盗匪。
（11）那位年轻人除了要求他的父母心中不要有仇恨以外，还要求他的父母做一件事。年轻人认为非
洲最缺乏的基础设施是灌溉系统，他知道他的父母很有钱，希望他的父亲能够出一笔钱来为这个小镇建造
一套灌溉系统。他跟小镇的官员谈过，他们知道灌溉系统的重要性，但是一直苦于没有经费。年轻人还希
望他的父亲为小镇种植一片防护林，以防止小镇逐渐沙漠化。
（12）年轻人的爸爸在葬礼上承诺，一定会完成儿子的遗愿。
（13）最令大家吃惊的是：这位父亲展示了一幅书法，上面写了两个中国字，小镇的居民完全看不懂。
他解释这两个字是“宽恕”，他要将这幅字送给儿子生前服务的学校。
（14）校长接受了这幅字，以后一直把它挂在校长室里面，但是大家不会念这两个字，也知道念来念
去总不对，后来，有一位老师说：“我们就用 K.S.来代表这两个字吧。”从此，这所高中改名为 K.S.高中，
这所高中所在的街道也改名为 K.S.街，小镇唯一的诊所改名为 K.S.诊所，可想而知的是，有些饭馆和咖啡
馆也改名为 K.S.饭店、K.S.咖啡馆。
（15）为什么小镇居民对 K.S.这两个字感觉如此之好？因为年轻人的父亲不但没有对他们口出怨言，
还真的派人来考察地理环境，小镇因此有了一片又长又宽的树林，小镇居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树林。
灌溉系统建成以后，不停地有来自台湾的农业专家教他们种植适合的农作物，小镇居民的生活改善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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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我找到了 K.S.高中，不好意思冒冒失失地进入校长室，所以没有看到“宽恕”这两个字，可是
我找到了年轻人的墓。墓地在一片青草中，只有一块铜牌，上面刻着 K.S.两个字，没有死者名字，也没有
死者的生卒日期。据说，这是年轻人父母的愿望，他们希望大家永远记得的是他们的儿子有宽恕的美德，
他们知道小镇居民已经将 K.S.等同于宽恕，所以墓碑上只有 K.S.两个字。小镇居民并不知道年轻人何时出
生，但是都记得他是哪一天去世的，每年的那一天，总有人会在这片青草地上放满鲜花。
（17）在归途的飞机上，我睡着了，我梦到我坐的飞机是 K.S.号，属于 K.S.航空公司的，而且是向 K.S.
城市飞去。
14．通读全文，请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3 分）
15．分析第（6）段在文中的作用。
（3 分）
16．联系全文，赏析第（17）段。
（3 分）
17．联系全文，结合实际，谈谈如果你是这个年轻人，你会怎么做？（3 分）

四、本大题共 2 题，共 4 分
18．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是_________著名作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分）
19．请你概括保尔的性格特点，并写出保尔经历过的一件事。（3 分）

五、本大题共 1 题，共 43 分
20．写作，40 分；书写，3 分。
有些人是钢琴家，钢琴上是他的世界；有些人是画家，画笔下是他的世界；有些人是舞蹈家，舞台上
是她的世界；有些人是……
题目：__________是我的世界
要求：
（1）阅读上面提示，将题目补充完整，完成作文；
（2）文章不少于 600 字，不超过 900 字；
（3）除
诗歌外，文体不限；
（4）文中不得出现影响评分的人名、校名和地名。如果不可避免，请用 XX 代替；
（5）
不得抄袭，不得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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