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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秋学期初三语文质量监测试卷

2020.12
第一部分（25 分）

1.根据拼音写出相应的汉字。（4分）
太阳从东方升起，拥有 25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开启新的一天。6点刚过，轨道交通就迎来了怀揣梦想与

报负的年轻人，随着轨交 1、2、4 号线的陆续开通和高铁新城的迅速 jué（▲）起，“一体两翼”有了新

鲜的血脉，苏城焕发ànɡ（▲）然的生机；正午风和，拙政园、平江路、山塘街……展开宽厚温暖的臂膀，

拥抱着一批批慕名而来的游客，书写着赞 yù（▲）不断的传奇；夜幕降临，环护城河健身步道上走来无数

勤劳 ruì（▲）智的苏城百姓，护城河两岸流光溢彩，婉若仙境。“老苏州”“新苏州”，恰似一幅美轮

美奂的“双面绣”，古韵今风，奇幻绚丽。

①jué 起 ②ànɡ 然 ③赞 yù ④ruì 智

2.在下面这段文字的横线处填人语句,衔接恰当的一项是(2分)（ ▲ ）

富春江昔日为杭州至严州、金华的通航要道,船至桐庐七里泷,因滩多流急,航行需借风力或人工拉纤而

行。______▲_______如今,因富春江水库的修建,这一带水深江阔,碧波粼粼,两岸群峰壁立。当地在此开发了

“七里扬帆”的旅游项目。一叶扁舟,点点白帆,穿行在如诗如画的江面上,还有谁人不陶醉!

①古语说“七里滩头,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七里扬帆”由此得名。

②旧时舟楫经过都要在钓台下游等候东风。

③倘若无风,得靠人工拉纤,显得路途遥远,仿佛七十里。

④东风一起,千帆竞发,艄公号子响彻云霄，长滩瞬息可过,仿佛仅七里。

A.①④③② B.①②④③ C.②④③① D.②③①④

3.默写古诗文名句，并在括号内的横线上填写相应的作者、篇名。（10分）

① ▲ ，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 《行路难》）

②江山如此多娇 ， ▲ 。（毛泽东《沁园春·雪》）

③爱上层楼， ▲ 。（ ▲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④大雪三日， ▲ 。（张岱《 ▲ 》）

⑤汉文有道恩犹薄， ▲ 。（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

⑥ ▲ ，到乡翻似烂柯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⑦溪云初起日沉阁， ▲ 。（许浑《咸阳城东楼》）

⑧春蚕到死丝方尽， ▲ 。（李商隐《无题》）
4.名著阅读。（5分）
（1）a慌忙放起妇人来，便问:“我看你夫妻两个，也不是等闲的人，愿求姓名。”那人便叫妇人穿了衣裳，

快近前来，拜了都头。a道:“却才冲撞，阿嫂休怪。”那妇人便道:“有眼不识好人。一时不是，望伯伯恕

罪。且请去里面坐地。”a又问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张，名青,

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

上述文段中的“a”是 ▲ （绰号），说出二个与之有关的故事情节：① ▲ ，② ▲ 。 (3 分)
（2）下面对《艾青诗选》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 ）
A．《礁石》中“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的礁石，象征着坚韧不拔、高傲自负的人们。
B．从“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可以体会到诗人对革命的崇高热情、不懈努力，以及为革命奉献生
命的伟大思想感情。
C．作者在 1933 年第一次用艾青的笔名发表的长诗是《大堰河——我的保姆》。
D．“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这两句诗形象而充分地表达了诗人对土地的眷恋，而且隐
含献身之意。
5.童谣，融入我们的生活，伴随我们的成长。请结合下面思维导图的提示，用四字短语补全空缺处，概括童
谣的特点。（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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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① ▲ ② ▲ ③ ▲ ④ ▲

第二部分 （45 分）
阅读下面两首李煜的词，完成 6-7 题。(6 分)

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①。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②潘鬓③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注释]①烟萝：形容花木繁茂，蓊郁如云烟。②沈腰：出自《南史·沈约传》，后用沈腰指代人日渐消瘦。

③潘鬓：出自潘岳《秋兴赋序》，后以潘鬓指代中年白发。

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6.诵读《破阵子》上阕“几曾识干戈”一句时，你会重读哪个词？请说说你的理由。（3分）

7.有人说，李后主这首《破阵子》是对《相见欢》中“别是一般滋味”的绝佳注解。你认同这一说法吗？请

简要说明。（3分）

阅读下面两则文言文，完成 8～11 题。（13 分）
【甲】至于负者歌于涂，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

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测；山看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

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

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

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节选自欧阳修《醉翁亭记》

【乙】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①，欧阳公②作州之二年，构③亭日“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之义。既

又直④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

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⑤而醒，更欲久而忘归

也。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⑥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

旁，皆公乐哉？乃公寄意于此也。 节选自曾巩⑦《醒心亭记》

注释:①涯:岸边。②欧阳公:即欧阳修。③构:搭建。④直:当，临。⑤洒然:洒脱的样子，形容毫无拘束。⑥吾

君:指皇帝；优游:悠闲自得；无为:清静自然。⑦曾巩（1019-1083）: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此文是

作者应其师欧阳修之托而写的。

8.解释下面加点的词。（4分）

（1）伛偻．．提携 ▲ （2）泉香而酒洌． ▲ （3）或．醉且劳矣 ▲ （4）则必即．丰乐以饮 ▲

9.下列各组加点词在句子中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项是（3分）（ ▲ ）
A.临溪而．渔 则必即醒心而．望 B.行者休于．树 所欲有甚于．生者（《鱼我所欲也》

C.以见夫群山之．相环 无丝竹之．乱耳（《陋室铭》）D.醒能述以．文者 能以．径寸之木。《核舟记》

10.将选文中画线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8F%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8%E8%8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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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

（2）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矣。 ▲

11.（甲）文的“太守之乐”与（乙）文中的“公之乐”分别指什么？（2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2-14 题。（11 分）

在“无纸时代”，读纸质书

祝勇

①现在，读纸质书的人少了，手机阅读者却在增加。对此，写书的人感受最深，因为书的发行数早已不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壮观。对于一位写作者沤心沥血的文字，人们已经无暇顾及，这将写作者推向前所未

有的尴尬位置，高纯度的文本也日益变成写作者的“独语”。

②书这个词，原本是指一本具体的书，就是《尚书》——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集，后来意义变宽，指所有

的著作。生活要人们去挣扎、奋斗，因此，一部手机，就是一个高浓缩的书房，在见缝插针的地铁里读一

读手机上的文字，也不失为一种温暖的抚慰。现在手机上的书算不算书，我不知道。假若让我决断，我认

为手机上的书不叫书，只有纸质书才是书。我认同手机阅读的便捷，同时担忧手机阅读的轻浅化和碎片化。

我相信载体的变迁，必定带来内容的变化。当年我们古老的文字在甲骨、青铜、竹简、布帛、纸页上不断

转移，与之伴随的必定是语言和内容的变化。比如青铜器上的文字必然是精简的，所记内容也一定是国家

大事，所谓“祀”与“戎”，也就是祭祀和战争。当文字转移到纸页上，化作诗词、书札、文章，书写才

自由自在，才成为一种均等．．的权利，抒情、议论也才成为可能，并蔓延出灿烂的文学史，有了我们浩大、

辉煌的纸上文明，像王羲之《兰亭序》、李白《上阳台帖》、苏轼《寒食帖》，还有 9亿字的《四库全书》。

③当书从纸页转移到电子屏幕上，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外壳，而是思维方式和传播方式。网络呼唤点击量，

因此造就了“标题党”，而一些沉静的、意蕴深藏的文字，显然是不适合手机阅读的。手机的书库中当然

也可以下载各类经典，但有谁会在手机上读黑格尔、韦伯、陈寅恪、钱锺书？

④有人说，纸的时代已然过去，就像甲骨时代、青铜时代终将过去一样。但我仍顽固地认为，纸质书的时

代不会消亡。

⑤文字需要阅读，文化则需要抚摸、感受、相融。我们的文字，从来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碰触

到的不应该仅仅是冰冷的显示屏，更应该是温润的纸页——那是我们的文化，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纸从自然中来，带着生命的气息，牵动着汉字的呼吸筋脉，与我们的生命血乳交融。

⑥“中国最美的书”“世界最美的书”，都依托纸而存在。书的艺术，实际就是纸的艺术。抽去一张纸，

美就会被抽空，文化也会被肢解。

⑦当然，我们还没有到悲观的时候。我们看到，书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在各大城市不断进驻黄

金地段。像诚品、言几又、方所、西西弗这些品位高尚的书店也不断刷新着我们对书店的老印象，让阅读

和选购变得更加轻松、时尚和舒适，在书店里翻书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最近为拙著《故宫的隐秘角落》

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我惊讶地发现，来聆听我回溯历史、讲述故宫的，居然多是年轻读者——在电子时代

长大的一代，对阅读，尤其是纸质书的阅读，竟然有着天然的好感。

⑧读纸质书，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因为这样的阅读，让我们的思想沉静、深入，体验文明的纯美

与辉煌。这样的阅读是可贵的，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 年 4 月 21 日）

12. 如何理解第②段中的“均等”一词？（4分）
13. 第③段中的脚线句子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3分）
14. 作者为什么坚定地认为“纸质书的时代不会消亡”？（4分）

阅读下面这篇文章，完成 15~18 题。（15 分）
墓碑后面的字

鲍尔吉·原野
（1）在额尔古纳的野地，我见到一块特殊的墓碑。

（2）树叶散落乡路，被马车轧进泥里。枝条裸露着胳膊，如同雨水中赶路的精疲力尽的女人。这儿的秋天

比别处更疲惫。行路中，我被一丛野果吸引，桔色的颗粒一串串挂在树上，像用眼睛瞪人。我摘下一串看，



第 4 页 共 4 页

正想能不能尝尝，脚下差点被绊倒。

（3）——一块墓碑，埋在灌木和荒草间，后边是矮坟。碑文写道：刘素莲之墓。

（4）荒地之间，遇到坟茔。我想不应抽身而走，坐一会儿也好。这就像边地旅行，见对面来人打招呼一样。

坐下，不经意间，看到水泥制的石碑后面还有一行字：妈妈我想……

（5）“想”字下面被土埋住，扒开土，是一个“你”字。这个字被埋在雨水冲下的土里。

（6）我伸手摸了摸，字是用小学生涂改液写的。字大，歪歪扭扭，如奔跑、踉跄、摔倒。写字的人也像小

学生。

（7）我转过头看碑正面，死者生卒年代为 1966—1995。碑后写字的人该是她的孩子。

（8）这么一想，心里不平静，仿佛孩子的哀伤要由我来担当。她是怎么死的?她死的时候孩子多大?我想，

她如果死于分娩，孩子也没什么大的悲伤，但不像这个人的情况。孩子分明和母亲度过了许多日夜。母亲

故去，他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特别在黄昏——人在一天中情绪最脆弱的时候，常常想到母亲。

（9）儿时，妈妈不在身边，我特别害怕呼啸的风声，和树梢夹缠，一阵阵起伏不定;害怕不停歇的夜雨;害

怕敲门声、狗吠和照明弹——那时老有人放照明弹。

（10）现在这个孩子比我害怕和忧伤的事情会更多。我和母亲仍然生活在一起，他的母亲远行了。在节日，

在有成绩和挨欺负的时候，或者不一定什么时候的时候，他都要想起母亲。我仿佛看到一双儿童的眼睛，

泪水沿着眼眶蓄积，满满的，顺眼角流下。他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写下：妈妈我想你。

（11）“你”字被土埋住了，让人心惊。的确，“你”被黄土永远埋在这里，这是他家人早已知道却谁都

无奈的事情。

（12）我想的是，这几个字力量多么大，把一个人身上的劲儿都卸掉了，对我来说，仿佛如此。

（13）人常说，颜真卿《祭侄稿》字含血泪，说书法家心境和艺境相合之时的惊心动魄。还说司马迁、方

苞的文字含恨如石。墓碑后面的这句话，其孤兀也足以把人打倒。

（14）如今词语泛滥，换句话是到了一个不尊重语文的时代。人们在使用汉字——不需要交费、不需要限

制——的资源时，尽量挥霍、歪曲、作假，这在网上和官样文章中随处可见。中国没有《法兰西语言文字

法》那样具有刑事约束力的法律，可以不尊重语言的尊贵、纯洁、源流和规范。套用“物欲横流”这句话，

如今是“乱话横流”，不真诚、不优美的文字像污水一样在下水道畅行。

（15）然而尊重文字的人还在，视它为心声，写字的时候会流泪。刘素莲的孩子正是流着泪一笔一笔写下

这五个字。有人这么写字，是汉字的福气。

（16）一位身居海外的中国诗人说：“不知为什么，我一看到‘沧海’、‘中秋’这些汉字就想流泪。”

为词语流泪，说明他的血液曾经融化过汉字当中芳香高贵的成分。

（17）大树在风中呼号，我走进邻近的村子，牧草一堆一堆金黄。农妇直起腰，看我进入哪一家投宿。我

想的是，文字和周围的山川草木一样，因为真实而有力量。它们结结实实地钻进人的心里，做个窝呆下去，

像墓碑后面那几个字。 (选自《人民日报》)

15.文章第一段说，“我见到一块特殊的墓碑”，请联系全文，分条陈述这墓碑“特殊”在何处?(4 分)
16.文章第二段，描写景物有何作用?(3 分)
17.文中画线句“有人这么写汉字，是汉子的福气”的含义应如何理解？（4分）
18.文中提到“墓碑后面的这句话，其孤兀也足以把人打倒”，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你认为在语言表达方面
有哪些要求？请结合本文并联系自己的阅读经验加以探究。（4分）

第三部分 （60 分）

19.作文。（60 分）
“念想儿”，是指带有感情色彩的纪念物。曾经的一颗棒棒糖是一种念想儿， 回味的是小时候的记忆

和味道;一张毕业照是一 种念想儿,凝聚了美好的友谊和记忆;一枚奖牌是一种念想儿，见证了追求中的拼搏

与汗水……念想儿，承载着一段回忆， 一段深情。

请以“念想儿”为题，写一篇作文。

要求：除诗歌外，文体自选；不少于 600字；不得套作、抄袭；文中不要出现（或暗示）本人的姓名、

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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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分）①崛 ②盎 ③誉 ④睿

2. （2 分） C

3. （10 分）略

4. （1）武松 血溅鸳鸯楼 醉打蒋门神（3分） (2) A（2 分）

5. ①历史悠久 ②分布广泛 ③内容浅显 ④形式多样(每空 1 分，共 4分)
6.（3分） 示例一：重读“几曾”，意为“哪曾想”，反问语气，强调国破时的意外与悔恨。

示例二：重读“识”，认清，此处含“经历”意，强化国破时的悲情。

示例三：重读“干戈”，代指武器，此处指战争，强调战争来袭，国破家亡的伤痛。

7.（3 分）示例一：认同。《破阵子》上阕写了曾经的繁华，下阕写了国破的惨象，两相对比，更增添了复

杂难言的情感，呼应了《相见欢》里“别是一般滋味”所包含的情感。

示例二：认同。《相见欢》为后主降宋后囚居所作，其中“别是一般滋味”饱含亡国后的种种愁苦与伤痛之

情。这首《破阵子》上阕写故国曾经的繁华欣荣，与此后的悲惨情景形成鲜明对比，交代了“别是一般滋

味”产生的缘由；下阙描写了国破家亡的凄凉景象，是“别是一般滋味”的形象化诠释。

示例三:不认同。《破阵子》上阕描写繁华之景，饱含对故国的自豪与留恋；下阙描写国破家亡时的凄凉景象，

充满亡国的伤痛。而《相见欢》全词借景抒情，表现词人孤独愁苦的情绪。两首词所表达的情感并不完全

一致，故注解一说难成立。

8.（4 分）（1）驼背，指老年人。（2）清。（3）有时。（4）就，靠近，到。

9.B（3 分）

10.（1）脸色苍白，头发雪白，昏昏（或“东倒西歪”）地坐在众人中间的，是太守醉了。（2）大概可以称

得上是善于在山水之间寻找快乐了。（4分。每小题 2分，关键词语理解正确、句式翻译恰当即可）

11.（甲）文“太守之乐”指与民同乐，乐民所乐；（乙）文“公之乐”指国家安定，百姓丰衣足食（答“吾

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太平，人民幸福”“国泰民安”

等都可）（2分。每点 1分，意思对即可）

12.（4 分）不再受书写材质的束缚，文字不再要求精简，内容不冉限于国家大事（1分），文字的形式变得

丰富（可以创作诗词、书札、文章等）（1分），表达方式变得多样（可以进行抒情、议论）（1分），书写变

为自由自在（1分）。

13.（3 分）举例论证（1分）。论证了手机不适合阅读沉静的、意蕴深刻的文字这一观点，进而论证了手机

阅读改变了思维方式和传播方式的观点（2分）。

14.（4 分）纸质书是文化的承载和传递者（1分）；纸质书具有艺术的美，书依托纸而存在（1分）；书店的

增加，方便了纸质书的阅读和购买（1分）；年轻读者对纸质书有天生的好感（1分）。

15.（4分）①位于荒地之间(或埋在灌木和荒草间（1分）②墓碑后面有行字“妈妈我想你”（1分）③墓碑

后的字像是小学生用涂改液写的（1分）④墓碑后的字“真实而有力量”，“足以把人打倒”。(1分)
16.（3分）①渲染了环境的萧杀、凄凉，衬托了我旅程疲惫的心境；（1分）②为后文写墓碑后的字烘托了

气氛（1分）；③与文章的最后一节景物描写相呼应。（1分）

17.（4分）①孩子通过它与母亲对话，抒发了满腔的思念和忧伤（1分），真情书写，汉字起到了传达真情

的作用，得到应有的尊重（1分）。②批判了当今人们不尊重语文，使用汉字资源时尽量挥霍、歪曲、作假，

这种现象随处可见（1分），倡导人们重视文字和文化，努力用文字记录人间真情，使之具有感人肺腑的力

量。（1分）。

18.（4分）①语言要有生活有真情，字为心声，心境与意境相通，这样才有惊心动魄的力量。②语言要有

想象力，要朴实无华。③对语言不要任意挥霍歪曲作假，使用要精心精当。（答对两点给 5分，答对三点或

有独到见解给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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