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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自主检测二试卷

初三语文
第一部分（27 分）

1.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6分）
行走，是与自己相遇的途径。亲近自然，读书，历练，都是夯实人生基础的课程，让我们走向丰 ráo（ ▲ ）

和充盈。行走，让人生更精采。孔子周游列国，只言片语汇成儒家经典；王维使至塞上，大漠长河绘出壮美画卷；
_____▲ _____，____▲ ______；陶渊明采菊东篱，南山飞鸟寄托隐逸之心。人生无涯，行者无缰。

愿你行走的人生 xuàn（ ▲ ）丽多姿。
（1）根据拼音写出汉字。（2分）
（2）画波浪线的句子中各有一个错别字，请找出来并加以改正。（2分）
（3）仿照前后句，在横线处续写句子，要求意义连贯，结构一致（两横线处都是主谓宾结构）。（2分）
2.古诗文默写。（10 分）
（1）浊酒一杯家万里，▲ 。（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2）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借典故表达作者渴望被重用的心愿。
（3）了却君王天下事，▲ 。（辛弃疾《▲》）
（4）▲ ，殊未屑！ 。（▲《满江红》）
（5）▲ ，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鱼我所欲也》）
（6）既加冠，▲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7）溪云初起日沉阁，▲。（许浑《咸阳城东楼》）
（8▲，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无题》）
3.名著阅读（8分）
2018 年是人民诗人艾青诞辰 108 周年，为缅怀诗人，纪念诗人的杰出成就，歌唱艾青伟大的诗魂，激发我们爱祖
国、爱家乡的真切情感，让我们一同走进主题为“艾青，我为你骄傲”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赵春华在《忆诗人艾青》
中写道:“那个讴歌土地/讴歌太阳的诗人/走了/那个大堰河的儿子/那个土地的儿子/走了/他的诗没有走/还留在我们的
心头/赶也赶不走。”是啊，他的诗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为了举办好这次活动，主办者设计了“推荐诗歌”的宣传形
式，请你选择艾青的一首诗《▲ 》（1分），并从手法赏析角度写几句推荐语。(60 字左右)（2 分）
（1）▲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①-③题。（5 分）
阅读《水浒传》选段，完成相应问题。

第三日，晁盖又做筵席，庆贺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动公孙胜一个念头，思忆老母在蓟州，离家日久，未知如

何。众人饮酒之时，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自从跟随着晁头领到山，逐日宴乐，一向不曾还乡。蓟州

老母在彼，亦恐我真人本师悬望，欲待回乡省视一遭。暂别众头领，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以满小道之愿，免致老

母挂念悬望之心。”……众头领席散，却待上山，只见 B就关下放声大哭起来。宋江连忙问道:“兄弟，你如何烦

恼?”

①B是谁，为什么哭，他想要干什么?(2分)
②后来，宋江同意了 B的请求，但是对他提出了一些要求。宋江提出了哪些要求?(3分)
4.寻找“最美”对联。根据内容，给下面三个地方选出相应的对联。（3分）
（1）苏州范仲淹祠（ ▲ ） （2）城都诸葛亮祠（ ▲ ） （3）江心屿文天祥祠（ ▲ ）
A.收二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设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
按金木土爻之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B.兵甲富于胸中，一代功名高宋室；忧乐关乎天下，千秋俎豆重苏台。

C.天降家国魂，危急关头，一柱霄壤昭日月；祥见民族魄，存亡时刻，百罹慷慨垂汗青。
第二部分（43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下面小题 (6 分)
雪

[唐]杜苟鹤

风搅长空寒骨生，光于晓色报窗明。

江湖不见飞禽影，岩谷时闻折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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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穴几多相似处，路岐①兼得一般平。

拥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

【注释】①岐：同“歧”。
5. 首联中哪一个字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1 分)
6. 前三联不见“雪”字，却处处写“雪”，请结合诗句分析。(3 分)
7. 尾联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试做简要分析。(2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 8-12 题。（14 分）
【甲】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 齐师败绩。公将驰之。

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

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节选自《曹刿论战》）

【乙】宋公①与楚人期②战于泓③之阳，楚人济④泓而来，有司⑤曰：“请迨⑥其未毕济而击之。”宋公曰：“不

可。”既⑦济，未毕陈⑧。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 宋公曰：“不可。”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

师大败。 （节选自《公羊传》）

【注释】①宋公：即宋襄公，宋国国君。 ②期：约定时日。③泓：水名，今河南柘城西。④济：过河。⑤有司：

专门管理某种事情的官，这里指宋国的子鱼。⑥迨：趁着。⑦既：尽，完了。⑧陈：通“阵”，这里是摆好战斗队

列的意思。

8．下列句子中的“之”与“登轼而望之”的“之”用法不同的一项是（2分 【 ▲ 】
A．呼尔而与之。（《鱼我所欲也》）
B．望之蔚然而深秀者。（《醉翁亭记》）
C．属予作文以记之。（《岳阳楼记》）
D．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邹忌讽齐王纳谏》）
9．把文中划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⑵请迨其未毕济而击之。
10．有人说鲁庄公“鄙”，也有人说“不鄙”。你同意哪种说法？请简述理由。（2分）
11．阅读甲乙两段文字后，你认为宋国大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2分）
12. 曹刿与“链接材料”中 烛之武在强敌入侵时，表现出不同的救国态度和精神品质。请结合选文和“链接材料”，
作简要分析。（4分）
【链接材料】

晋、秦围郑①。郑文公②使烛之武③见秦君，武辞焉。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家人之过也。然

郑亡，子亦有不利焉！”遂许之。

[注]①晋、秦、郑：都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国。②郑文公：郑国国君。③烛之武：郑国养马官，有谋略。
(三)非连续性文本阅读（8分）

材料一 儿童在教育过程中的成长，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重演人类的发展史。我们的祖先通过劳动实现了人类文明的

提升，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在儿童阶段的成长，都离不开劳动的淬炼。

《朱子家训》中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可见，古人讲究从细节培养生活自理的劳动习惯，

从而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基本健康。现在有的家长却不让孩子做家务或参加其他劳动，习惯大包大揽，目的是让孩子

多点时间读书学习。然而，这却剥夺了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全面“学以成人”的机会。家长这样的做法，并不一定

能帮助孩子提升学业成绩，反而可能会让孩子在人格发展上出现不足，难以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和责任意识。我们

必须谨记：尽管人类文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劳动仍然是我们“学以成人”的基础性活动。

现代社会，劳动教育并不只是要锻炼体质，还要让儿童在劳动中学会生存，学会合作，学会创造，提高动手能

力。这对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都有重要影响。比如说，人类往往在劳动中创造美的世界，让儿童学习通过劳

动创造美的世界，可以提升儿童的审美情趣。由于劳动教育关涉诸多方面的教育，因此必须系统、合理地加以推进。

（选自韩震《劳动是学以成人的基础》，2019年 1月 28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2019 年长沙市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数据显示：我市普通中学学生普遍具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86.79%的初中生和 84.14%的高中生能正确认识劳动价值、尊重劳动、崇尚劳动；70.61%的初中生和 72.38%的高中

生热爱劳动；68.75%的初中生、76.97%的高中生将集中体现吃苦耐劳、敬业奋斗精神的“科学家、教师、医生、工

程师、警察、军人”等作为自己未来的理想职业。

调研也发现，我市仍有部分学生劳动习惯有待加强。1.65%的初中生和 1.69%的高中生表示在家中“从不”主

动做力所能及的家务，26.66%的初中生和 26.9%的高中生表示在家中“偶尔”主动做力所能及的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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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沙发布“中小学校劳动教育评价指标”》，2020年 4月 16日《长沙晚报》）
材料三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从《尚书》中的“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到《国语》中的

“劳则思，思则善心生”，再到《朱子家训》中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诸多古训格言都彰显了

勤俭自持的中华传统美德。当今时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形态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劳动教育与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相呼应，挖掘劳动教育新内涵，创新劳动教育形式，鼓励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开展创造性劳动，

使新时代劳动教育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要求。劳动教育要与立德、增智、强体、育美相结合，实现道德的提升、

智慧的增长、体质的强健、美感的涵养，进一步彰显劳动教育在新时代的综合育人价值。

（选自刘余莉《积极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2020年 4月 3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13.根据以上材料，下列理解和判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2分）
A.儿童若缺少劳动，可能会在人格发展上出现不足，难以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和责任意识。
B.对儿童而言，劳动教育必须系统、合理地加以推进，因为这会关涉到诸多方面的教育。
C.长沙市普通中学学生中，把工程师作为自己未来理想职业的，初中生比高中生的比例高。
D.材料一阐述了劳动和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材料三阐述了新时代如何积极开展劳动教育。
14.材料一第二段采用了多种论证方法，请指出其中的一种，说说它有什么作用。（3分）
15.请根据上述三则材料，说说新时代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应当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3分）
(四)文学作品阅读（15 分）

天下仙人渡
肖建国

①当我们感到快没有希望的时候，从江心岛划出一条船。浅黄的船身，半圆的乌篷，船尾站一老者，手执双橹，

奋力向这边划来。

②老海说，还是我的运气好，吆喝几声，把上帝都感动了，让老人家亲自出来接我们。

③来江心岛看看，缘于教授在课堂上讲到程大鵬。教授说，这家伙，厉害！以前在滨市做官，据说口碑还不错。

调到水城后，大权独揽，肆无忌惮。经查，当前水城贪污最多的是他，生活腐化最厉害的也是他。在江心岛，他私

人拥有一座“白宫”，然而这豪华的安乐窝，最后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

④教授还说了什么，我们没记住。而“江心岛”“白宫”这两个词，却牢牢占据脑海。趁下午自习，我们驱车

向江心岛赶来。

⑤顾名思义，江心岛就是江中一个小岛，面积有十多亩。如一叶扁舟，静卧在江水间。老海是本地人，介绍说，

岛上原有几户居民，出入全靠两边的吊桥。程大鹏相中这块风水宝地后，以拆迁的名义将村民安置他乡，自己却在

岛上建了“白宫”，并拆除吊桥，出入全靠红船。

⑥然而，我们到来，却不见红船。用电话一打听，程大鹏刚出事那阵子，这儿当成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确实用

红船运送过参观的客人。如今三五年过去了，程大鹏这点事，已不值一提。故此，就没人来啦，红船也被收走了。

不过，电话里人说，有一老头，私人做了一条船，在这里坚守着，你们喊喊，试试。

⑦我们几个轮流吆喝，不见动静。眼见日头偏西，正准备返回，老海拼足力气嚎了几嗓子，老者应声而出。

⑧上得船来，发现老者人瘦面冷，手背上青筋暴凸，浑浊的眼睛里布满血丝。老海说，老人家，我们去岛上瞧

瞧，来回收多少钱？

⑨老人反应有些迟钝，怔了一会说，随便。

⑩老海笑了，这随便是多少，十元八块行不？

○11老人没任何表情地点点头，老人一回话，我心里就咯噔下，他的口音和黑的面部轮廓，让我隐隐有似曾相识

的感觉。

○12老人无趣，我们话就不多。桨声吱呀，绿波四散，乌篷船缓缓向江心岛划来。待上岸，老人忽然说，我可以

给你们当导游吗？

○13你？老海正要拒绝，我忙点点头。毕竟我是小组长，老海只好说，那就……来吧。老人感激地冲我拱拱手。

○14上了小岛，绿影婆娑，鸟鸣啁啾，风景甚佳。我问老人，您老贵姓？

○15老人愣了愣，苦笑说，我一个讨饭的人，做点小营生，哪敢妄称贵姓呢？来我给你们介绍下，这条鹅卵石小

路，当年就是大鹏要求铺的：这香樟，是他亲手种下的。他说岛上水气大，多栽樟树，可减少蚊虫。

○16老海说，老人家，程大鹏可是贪官呢，怎么感觉你在替他念好经？

○17老人脸一红，忙说，贪官人人恨，我也恨。坑了国家不说，也害了自家，只是，我想把知道的情况说给你们，

也让你们多点收获。

○18我说，老人家，你尽管说就是了。

○19在老人的指点中，我们来到了“白宫”前。这是一栋欧式建筑，由主楼和副楼组成，主楼高五层，副楼三层。

汉白石柱，圆形屋顶，白屋白墙白窗户，酷似美国总统府。老海说，厉害，真是会享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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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老人忙说，起初，这里建房原本是想给全市有功之臣作休养用的。哪知建成后，太漂亮了，太豪华了，就好

比刘邦进了阿房宫，好得让人挪不开步。他落得如此下场，身边缺少的是樊哙和张良啊！

○21老人感觉自己有些失态，忙收住口。我盯着老人仔细看了看，顿觉脑袋烘烘的，像有团火在燃烧。

○22“白宫”大门紧闭，院子里游泳池已干涸，停车场内长满荒草。顺着院子走一圈，当来到后墙时，一堵雄壮

的泰山石霍然矗立在眼前，老人站着不动了，老海的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老海说，当年，程大鹏得知事情暴露后，

就在抓捕人员踏上小岛的那一刻，一头撞在这石头上，这泰山石原本买回来当靠山的，不曾想却成了凶山。唉，人

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23老海继续说，程大鹏出事后，他老婆就拿出离婚证，说两人早就办了手续。他的孩子早已改姓，在国外读书，

至今没有回来。他老家那边，据说只剩下一个精神恍惚的老父亲。

○24老海一席话，听得大家都有些揪心。此时，暮色涌起，我们急忙向江边走去。我看到老者双眼通红，脸颊上

有没擦净的泪痕。

○25待登船，我们发现系缆绳的石柱上有一行大字：天下仙人渡。这字写得龙飞风舞，铿锵有力，很有唐代怀素

风骨。

○26我注目良久，感叹说，这是程大鹏的手迹，他还是很有才的！

○27老海问，你怎么知道是他写的？

○28我没回声，老人却非常肯定地点点头。

○29船上，我问大伙，有谁知道这五个字的意思？大伙一片沉默。我抬起头对老人家说，大伯，您给我们讲讲吧。

○30老人没想到我会这样称呼他，摇橹的双手一阵颤抖，乌篷船发出短暂的颠簸。老人清清嗓子说，他知道自己

作孽太多，想乞求保佑，平安渡到彼岸，可惜人间没有神仙，有的，都是罪人。

○31后面这话，让我们不寒而栗。

○32此时，我已知道老人是谁。我想对他说的，是的，我们都是有罪的。在滨市时，大鹏不仅是我的同事，也是

我的兄弟，可我没能当好樊哙和张良，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赎罪的。

（选自《2018 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2019 年 1 月）
16.根据文意，用简洁的语言填写下面表格。（4分）

情节 主要事件 “我”的心理
开端 ①▲ 好奇

发展 老头划船送“我们”上岛，并介绍岛上树木和建筑。 ②▲
高潮 ③▲ 感叹

结局 “我”为赎罪而来。 ④▲
17.结合全文，简要分析文中老人的人物形象。（4分）
18.本文多处设置了伏笔，下列不适合．．．作为第○32段“我已知道老人是谁”的伏笔的两项．．是（3分）（ ▲ ） （ ▲ ）
A.老海说，还是我的运气好，吆喝几声，把上帝都感动了，让老人家亲自出来接我们。
B.老人没任何表情地点点头，老人一回话，我心里就咯噔下，他的口音和黑的面部轮廓，让我隐隐有似曾相识的
感觉。

C.老海说，老人家，程大鹏可是贪官呢，怎么感觉你在替他念好经？老人脸一红，忙说，贪官人人，我也恨。坑
了国家不说，也害了自家，只是，我想把知道的情况说给你们，也让你们多点收获。

D.老海述说当年程大鹏被抓捕时头撞泰山石自尽，以及他出事后的家庭变故的往事时，“我”看到老者双眼通红，
脸颊上有没擦净的泪痕。

E.待登船，我们发现系缆绳的石柱上有一行大字：天下仙人渡。这字写得龙飞风舞，铿锵有力，很有唐代怀素风
骨。我注目良久，感叹说，这是程大鹏的手迹，他还是很有才的！

19.请简要说说文中体现出的作者的情感态度。(4 分)

第三部分（60 分）
20.作文。（60 分）
题目：绊·伴
提示：绊，磕绊；伴，陪伴。从小到大，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磕绊，但是总有亲人、朋友、老师……的陪伴，他

们给予我们呵护和鼓励。在绊与伴中我们逐渐成长，走向远方……

要求：①以“绊·伴”为题目，内容具体，有真情实感；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③不少于 500 字；④凡涉及真实
的人名、校名、地名，一律用 A、B、C 等英文大写字母代替；⑤不得抄袭。



初三语文答案 
1.（1）（2 分）饶  绚（2）（2 分）采—彩    缰—疆 

（3）（2 分）参考示例：李白江边送友，孤帆远影牵出依依别情    东坡夜游古寺，月色柏影驱散贬谪之闷    龚

自珍黯然离京，片片落红化作多情春泥    杨利伟遨游太空，小小一步开辟航天新篇 

3．（1）（3 分）参考答案一 现代《大堰河--我的保姆》 《旷野》《火把》《欢 呼集》《春天》《归来的歌》《艾青诗

选》《艾青短诗选》等 朴素单纯 集中 明快 土地、河流、风、黎明核心是“土地” 此诗咏礁石,是借咏礁石而咏

人抒怀.诗中的形象具有象征意义.向礁石“无休止地扑过来”的浪,象征着迫害他人的人;而伤痕累累, 却依然挺立,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的礁石,则象征着坚韧不拔、乐 观自信的人们。借助鱼化石完全石化的特点,表达诗人对政

治厄运的反抗与蔑视.对革命的崇高热情、不懈努力，对革命的奉献生命的伟大思想感情。 拟人的修辞手法，便于

运用对话和呼告的方式来抒发感情，使语气显得更亲切，更容易与读者亲近。  

 
4.（3 分）（1）B  （2）A  （3）C5. 寒。 （1 分） 
6. “窗明”是由于雪的映衬，“不见飞禽影”暗写雪大，“折竹声”暗写雪重，“巢穴”多相似、“路岐”一般平，

暗写厚雪覆盖。（3 分） 
7. 社会现实：贫富悬殊。  分析：同一朝代，有钱之人裹袍（屋内）喊着冷，贫困樵夫赤脚（担柴）雪中行。（意

思对即可）（2 分） 
8．B（2 分）9．（4 分）（1）第一次击鼓时士气振作起来，第二次击鼓时士气就衰减（减弱）了，第三次击鼓时士

气就耗尽（枯竭）了。（2 分） 
（2）请趁着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河的时候就攻打他们。（2 分） 

10．（2 分）示例一：鲁庄公“不鄙”。（1 分）尽管鲁庄公缺乏军事才能，但他能够礼贤下士，虚心求教，听取正确
的意见，最终取得长勺之战的胜利。因此，鲁庄公“不鄙”。 

示例二：鲁庄公“鄙”。（1 分）战前不知道如何准备，临战不会正确指挥，战后不知何以取胜。因此，鲁庄公“鄙”。 

11．（2 分）宋襄公没有听取有司的正确意见，没有把握有利的战机。 

（答成“宋襄公没有听取有司的正确意见”或“宋襄公没有把握有利的战机”也算对） 

12.（4 分） 曹刿主动救国，同乡人阻止都没能拦住，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情怀。烛之武不是主动出来救国，

国君派他出使他都推辞，晓以私利后才答应出马，可见他重个人名利、轻国家大义。 

13.C（2 分） 

14.（3 分）示例一：引用论证。引用《朱子家训》，表明古人重视从生活细节培养劳动习惯，从而论证了家长让孩

子接受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示例二：对比论证。把家长大包大揽的目的与实际结果作对比，阐述了家长不让孩子接受劳动教育的危害，从而论

证了劳动仍然是我们“学以成人”的基础性活动。 

示例三：道理论证。剖析家长大包大揽，不让孩子做家务的危害，论证了劳动仍然是我们“学以成人”的基础性活

动。（“论证方法”1 分；“作用”2 分。意思对即可） 

15.（3 分）①要让学生在劳动中学会生存，学会合作，学会创造，提高动手能力。②要端正学生劳动价值观，注意

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③要使劳动教育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要求。④要与立德、增智、强体、育美相结合。⑤

要重视与家庭教育形成合力。（每点 1 分。意思对即可，答对三点得满分） 

16.（4 分）①听说江心岛“白宫”的故事后，抽空驱车赶来。②惊奇 

③老头和老海讲述程大鹏作孽出事的过往。④愧疚（意思对即可） 

17.（4 分）①正直善良：私人做船运送客人上岛； 

②深明大义：对大鹏走向腐败的原因，分析透彻；痛恨贪官，坑害国家与家人； 

③关爱儿子：回忆大鹏取得的成就时很自豪，儿子出事后，受了太大打击，变得精神恍惚； 

④善于反思，充满爱心：把知道的情况告诉参观者，让大家吸取教训，多点收获； 

⑤内心坚强：当儿子出事后，家境衰败，他虽然精神恍惚，但还要坚持活下去，为他人讲述教训； 

⑥为人淳朴、不贪钱财：划船运送客人上岛，从不议价，对船费毫不在意。（意思对即可） 

18.（3 分）AE(答对一个 1 分，两个 3 分） 

19.（4 分）①对丧失初心、走上贪污腐败之路的官员的痛恨与惋惜；②对未能及时提醒、极力相劝，致使官员走上

不归路周边人员的无奈与遗憾；③对竭力弥补家人错误、唤醒更多灵魂的良善行为的赞美与歌颂；④对因家人犯错

而受累者的同情；⑤对社会民众不为物质金钱所惑的质朴情怀的渴望与期待；⑥对社会过度追求名利缺乏担当的担

忧。（意思对即可，写出 4 点） 



更多本地试卷及相关功能请点击下方图片中二维码即可领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