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下列句子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2018 年 呼 和 浩 特 市 中 考 试 卷

A．野鸡多用两只腿跑动，即使能飞起来的也只能飞很短的距离。当它逃不脱追者
时，就把头钻进草堆里，自以为安然无恙
．．．．了。

汉

语

B．红树林深处，简直就是一个海上的世外桃源
．．．．，一个神秘的植物天地。
C．生活中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益求精、锲而不舍
．．．．的精神，人才会变得更优秀。

注意事项：

D．每天早晨，他都要一个人跑到花园里，指
．手画脚
．．．地练动作，抑扬顿挫地背台词。

1、本试卷满分 120 分，答题时间 120 分钟。
2、答卷前请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填写在试卷及答题卡的规定位置。
3、1—5 题、12—18 题，各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用

准考证号

2B 铅笔在答题卡的这一选项处填涂；其他题按试卷要求在答题卡的相应处作答。

4．在下面语段横线处依次填入句子，最恰当的一项是：
时间都去哪了？在这个忙碌的时代，“忙”逐渐成了一种生活状态。有的人因为
忙于生计，

，错过了许多与朋友交流思想的时光；有的人因为忙于玩乐，
一、选择题（10 分）

幸福人生。

A．春意甚浓了，但在北方还是春寒料峭
．．。（严寒）
A．淡漠了亲情

淡忘了友情

虚度了年华

C．那座雄伟壮丽的宫殿，就是闻名遐迩
．．的成吉思汗陵。（远近）

B．虚度了年华

淡忘了友情

淡漠了亲情

D．被雨水打湿的蝴蝶，白得像一片小雪花，轻柔纤细，楚楚
．．动人。（可怜）

C．淡漠了亲情

虚度了年华

淡忘了友情

D．淡忘了友情

淡漠了亲情

虚度了年华

B．那个晚上，塞尔玛破天荒
（违反原则）
．．．让我下了厨房，煮了面。

2．在下面句子中的横线处依次填写关联词语，恰当的一项是：
天才与常人

在智力上有区别，在非智力方面

有区别。通常情况下，

在非智力方面，天才往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使命感
究竟是什么，

，

错失了许多与他人放飞梦想的机会……所以，我们应该在流淌的时间里经营好自己的

1．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解释正确的一项是：

姓名

，失去了许多与家人共享天伦的快乐；有的人因为忙于仕途，

始终存在着，

通过其言行体现出来，这种使命感就是他对

5．下列情境中，巴特尔表达得体的一项是：
【情景】巴特尔和孟德约好周末一同去科技馆参观。巴特尔去孟德家找他，巴特
尔的奶奶开了门。

自己生命的责任心。
A．我要找一下孟德，我和他去科技馆参观。

A．因为

所以

既然

就

B．不仅

也

但是

并且

B．您是谁啊？孟德在家吗？我找他有事。

C．不是

而是

只要

就

C．您好！是奶奶吧？我是巴特尔，我和孟德约好去科技馆参观，他在家吗？

D．如果

就

与其

不如

D．您好！我想找孟德去科技馆，他在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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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40 分）

（4）仿照前面的两个句子，再续写两个句子。
（4 分）

6．抄写下面的汉字，字要写得正确美观。
（5 分）

春天的雨，细腻而轻柔，给山野披上美丽的衣裳；

鸟 宿 池 边 树

夏天的雷，迅疾而猛烈，为生命敲响热烈的战鼓；

7．读下面的句子，给加点字注音，根据拼音填写汉字。
（10 分）
（1）编（jí
）

部周围有一个较好的艺术氛围，这也正是他所需要的。

（2）我喜欢泛着（lán）

色细浪的沙尔乃河，也喜爱悄
．（

（3）汹涌的河水紧贴悬崖咆哮而下，滔滔不绝，一（xiè）
（4）受伤的士兵用微弱的声音祈
．（

千里。

）求说：
“不要走……不要走，请……等……等！
”

（5）
“对不起！
”他走上前，很（bào）
（6）人身上有很多穴
．（

）然无声的灰腾河流。

歉地说。

）位，针灸
．（

（7）用原子能做动力的潜艇可以长时间在深海里潜
．（
（8）到了正午，天安门广场上，队伍（yǐ）

）这些穴位能治疗许多疾病。

秋天的风

，

；

冬天的雪

，

。

10．把下列句子排列成语序通顺、语意连贯的一段话，只写序号。
（5 分）
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孩子天然的想象力有多重要，他们天然的想
象力又是如何表现的。
②在孩子想象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不能实现的，但如此神奇
和美丽的想象力，却如花蕊中的一点露珠一样脆弱，所以轻轻的一点外力，便可能摧

）伏行进，十几年不用换燃料。
残掉它。
经满满的，成了人的海洋。
③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花，但最美的大概就是孩子那种天然的想象力了，清澈、晶

8．把句中画线部分换成意思相同的成语。
（3 分）
莹，有着无限的创造力和无限的可能性。
（1）金钱豹由于羞愧和恼恨而发怒，与大灰狼厮咬起来，结果，两个都是血淋淋的。
④因此，我们常以各种名义轻而易举就把孩子那珍贵的想象力毁灭掉了。
（2）这个士兵肩膀很宽，看上去是个勇武而有力量的硬汉子。
（3）性情倔强而不驯服的菊花青自然不肯服输。
9．按要求写句子。
（11 分）
（1）把“这样悲壮的故事，不能不使我感动得落泪”改为反问句。
（2 分）
（2）用“细雨、碧绿、明媚”三个词组成语段，表意要完整。
（3 分）
（3）下面语段中画线句子有语病，请改正。
（不用抄写句子，写出修改意见即可）
（2 分）
文化与修养共存，智慧与幸福同在。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⑤我们很多成年人，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在生活中，常无心扮演着这个非常可怕
的角色。
11．填空，把古诗词补充完整。
（6 分）
（1）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
（2）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4）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成果。①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读者，关键在于他在青少年时期养成良好的读书

（5）荷尽已无擎雨盖，

习惯。②如果没有培养起对阅读从小的兴趣，就很难从阅读中体会到快乐与幸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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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见长江天际流。

（3）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

是以书籍的形式保存的。一个真正的读者就是要通过读书来最大限度地享用这些

。

。
，古来征战几人回？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
，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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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 15—18 题（8 分）

三、阅读理解（30 分）

清朝时候，宰相张廷玉与一位姓叶的侍郎都是安徽桐城人。两家毗邻而居，都要盖

（一）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 12—14 题（6 分）
在藏戏里，身份相同的人物所戴的面具，其颜色和形状基本相同。

房子，为了争地皮，发生了争执。张老夫人便寄信去北京，要张宰相回家做主。这位宰

善者的面具是白色的，白色代表纯洁；

相看完母亲的来信，立即作诗劝老夫人：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

国王的面具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威严；

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老夫人读完信便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立即把墙主动退后三

王妃的面具是绿色的，绿色代表柔顺；

尺；叶家见到，深感 16 ，也马上把墙让后三尺。这样，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

活佛的面具是黄色的，黄色代表吉祥；

成了六尺宽的小巷，成了有名的“六尺巷”。张廷玉失去的是祖传的几分地，换来的却是

巫女的面具是半黑半白，象征其两面三刀的性格；

邻里的 17 及流芳百世的美名。

妖魔的面具青面獠牙，以示压抑和恐怖；

15．根据文意，画线词“毗邻”的意思是：

村民老人的面具则用白布或黄布缝制，眼睛、嘴唇处挖一个窟窿，以示朴实敦厚。
面具运用象征、夸张的手法，使戏剧中的人物形象突出、性格鲜明，这是藏戏面具
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之一。
雪山江河作背景，草原大地作背景。藏戏的艺人们席地而唱，不要幕布，不要灯光，
不要道具，只要一鼓、一钹为其伴奏。他们别无所求，只要有观众就行。
观众团团围坐，所有的剧情靠“雄谢巴”的解说和艺人们的说唱来描述。艺人们唱
着，说着，跳着，在面具下演绎着各种故事。

A．对面

B．在一个地方

正戏表演故事的主要部分，结尾则有庆贺演出成功之意。
藏戏艺人的唱腔、动作丰富多彩，不一而足。不同的人物用不同的唱腔来演唱，不

16．根据语境在文中 16 处填写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A．难过

B．惭愧

C．可惜

D．高兴

17．根据语境在文中 17 处填写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A．和平

B．和睦

C．和蔼

D．和善

A．和人相处要互相谦让

B．遇到问题要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

C．不应该和邻居吵架

D．与别人发生争执要主动认错

（三）阅读下面的短文，回答 19—24 题（16 分）

同的情绪有不同的舞蹈动作来表达，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戏班更是有各种风格的表演形

一窗牵牛花

式。观众在吃喝玩耍中看戏，一出戏演他个三五天毫不稀奇，大家随心所欲、优哉游哉，
毫无倦意。

风中箫
十五岁的她，叛逆、倔强，沉迷网络游戏，经常逃学去酒吧，还跟社会上一些人有

12．在藏戏里白色的面具代表：
B．吉祥

D．属于一个家族

18．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几百年的发展中，藏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程式：开场陈说藏戏历史以招徕观众，

A．威严

C．紧挨着

C．纯洁

D．柔顺

了来往，不管母亲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哀求打骂，都无济于事，她依然如故。母
亲毫无办法，常常暗自垂泪。

13．藏戏面具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A．面具很好看

B．人们很喜爱面具

C．面具用途广泛

D．面具用艺术的手法使戏剧人物更形象

那次她逃学跟一帮朋友去爬山，偏找没路陡峭的地方走，结果摔下山来。所幸并无
大碍，只是右腿骨折。打上石膏，医生说，需躺在床上静养三个月，右腿不能乱动，更
不能下床。

14．以下不属于藏戏特点的是：
A．藏戏有自己固定的程式

B．藏戏在演出时是没有舞台的

C．藏戏艺人的唱腔、动作丰富多彩

D．藏戏只有一种固定的流派和表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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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静悄悄的，她那些朋友早不见了。她躺累了，挣扎着想起身，腿却钻心地疼，
只能再躺下不动。她想抬一下右腿，又是一【

】疼袭来，她心里忽然漫过无边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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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惧，反复纠缠着母亲问：
“我的腿是不是再不能走路了？”母亲一遍遍耐心地跟她说：
“会好的，你躺着别动，过几天就能下地走路了。”她哪里受过这样的苦呢，嚷嚷着难受，
发脾气，摔东西，哭闹不休。母亲日夜守着她，像照料婴儿般呵护着她。
因为疼痛和难受，病房里的时光，慢成了黑白的长镜头，昼夜似乎都已不再分明，
她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母亲把家里的君子兰搬了来，放在病房的窗台上。母亲说，这是你十岁时从外婆家
搬来的，刚开始你勤快地天天浇水，差点浇坏了……她转过头，望一眼那苍绿的君子兰，

多年后，她接母亲来家里住，母亲看着满阳台的牵牛花，笑：
“怎么都是牵牛花啊？”
她答：
“喜欢啊。
”她忽然想起问
牛花啊

母亲淡淡地说：“我特意种上的。”

她愣在了一旁，心里缠绕的都是那一窗浓绿的牵牛花。
她记得，就是从那时起，她懂得了感恩，学会了珍惜。
19．在文中【
20．在文中

摇摇头说，不记得了。
几天后，从君子兰旁边拱出两片小小的嫩叶儿，探头探脑的。开始让人以为是棵小
草，随着叶子渐渐长大，母亲冲着她惊讶地说，原来是一棵牵牛花啊。她侧头望过去，
细细的茎蔓，嫩绿的叶子，看上去倒有些惹人喜欢。母亲找来一根竹竿插上，纤细的茎
蔓便顺着竹竿向上攀爬着。白的墙，白的床单，那一【

】新绿格外引人注意。

牵牛花的茎蔓攀着竹竿一圈一圈向上爬，她一圈一圈数着，1、2、3……她想起了蹦
跳着一级级数台阶的快乐，想起了走在阳光下轻快自在的感觉。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
她曾经拥有那么多快乐和幸福。
她渐渐安静下来，不再乱发脾气，不再吵嚷哭闹。

那年，那盆君子兰一直都放在室内，怎会长出牵

】内填写恰当的量词。（2 分）
内填写恰当的标点符号（2 分）

21．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她”性格变化的过程。（3 分）
22．简要赏析文中画横线的句子。（4 分）
（1）牵牛花的蔓牵着她的目光，茎蔓攀到哪儿，她的目光就追到哪儿，心，也跟着
柔软细腻起来。牵牛花每抽出一片新叶子，她心里就会生出一些小小的欢喜和期待。
她再也数不清牵牛花的蔓绕了竹竿多少圈，只看到，每一片叶子，都朝向窗外的阳光。
（2）她回学校读书的样子，如一朵悄然开放的牵牛花。
23．说说你对文中画波浪线句的理解。
（2 分）
她愣在了一旁，心里缠绕的都是那一窗浓绿的牵牛花。
24．你认为文中的母亲具有怎样的形象，请简要回答。
（3 分）

早上醒来，她的眼光，常不由自主地望向窗台，心里满是期待：牵牛花的蔓又长高
了没有？当然每一次她都不曾失望。纤细的茎蔓那样有力，直爬到竹竿的顶端，伸出毛
茸茸的触角张望着。母亲用竹竿搭了个小花架，它顺着爬了上去，把一个窗台缠绕得绿
意盎然。

四、作文（40 分）
25．按下列要求写一篇作文。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当下人的生活状态，非一个“晒”字莫属。晒吃，晒喝，晒玩；

寂静的病房里，她安静地望着窗台上的牵牛花。以前，她见过路边的牵牛花，但她

晒喜，晒忧；晒老，晒小……真是无所不“晒”。“晒”已经成为流行用语，“晒”就是

从来不知道，牵牛花的藤蔓是如此蓬勃，每时每刻都在向上飞快地生长，不知疲倦。每

一起分享。晒一张聚会的照片，与人分享真挚的友谊；晒一件自己的作品，与人分享个

天清晨，它都会让她惊异，呀，又长高了。

性的美丽；晒一本书、一首歌、一份心情……同学，你想与人“晒”点什么呢？请写一

牵牛花的蔓牵着她的目光，茎蔓攀到哪儿，她的目光就追到哪儿，心，也跟着柔软
细腻起来。牵牛花每抽出一片新叶子，她心里就会生出一些小小的欢喜和期待。
她再也数不清牵牛花的蔓绕了竹竿多少圈，只看到，每一片叶子，都朝向窗外的
阳光。

篇文章晒出你想要分享的内容。
要求：
（1）自拟题目；
（2）内容具体，有真情实感；
（3）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注意要写出所选文体的特点；

牵牛花开的季节，她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她回学校认真读书的样子，如一朵悄然
开放的牵牛花。

（4）字数不少于 300 字；
（5）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和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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