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 学年上期期中考试
七年级语文试题卷
说明： 1．本试卷分试题卷和答题卷两部分。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00 分钟。
2．请在答题卡上作答，在试题卷上作答无效。
一、积累及运用（26 分）
1.阅读下列文字，在横线上填写适当的汉字，或给加点的汉字注音。（6 分）
⑴月圆下的大漠夜晚,如同英姿勃勃的塞外女子,柔媚而又飒爽地低吟浅舞着;又似威武
__________（tì tǎng）的关内汉子,高亢而又洒脱地铿锵激越着。
⑵ 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
）的光，映照在妈妈虔诚__________（dǎo）
．（
告的脸庞上。
⑶水藻真绿，把终年贮
．（

）蓄的绿色全拿了出来，天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

的精神，这澄
）清的河水也不忍得冻上。
．（
2.下列语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甘成为任人宰割
．．．．的民族。

（

）

B. 二战中，日军恶贯满盈，家喻户晓
．．．．。
C. 班长是一个拔尖的人物，才华横溢
．．．．。
D. 他们发现自己又陷入了进退维谷
．．．．的绝境，一片惊慌。
3.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2 分）
（
）
A. 他这个人太果断，什么事都不愿听取群众的意见。
B. 愿意参加革命的，我们欢迎；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一切由大家自己决定。
C. 听了老战士的报告，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一定要向老战士学习。
D. 这个村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不但向国家交售了六万斤大米，而且不吃国家救济粮了。
4.从上下文连贯的角度看，衔接最紧密的一项是（2 分）
（
）
学习知识要一点一滴，善于积累，_______________；平凡的努力虽不惊人，却能攀登万
仞高峰。
A.能铺出千里路的是细小的不起眼的石子。
B.不显眼的细小的石子，却能铺出千里路。
C.细小的石子虽不显眼，却能铺出千里路。
D.千里路的铺成，是有了细小的不显眼的石子。
5.选出对课文内容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
）
A.《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所寄》表达了唐代诗人李白对朋友的深切关怀，也展示了诗人飘
逸、豪放的性格。
B.《荷叶·母亲》一文，作者借写荷叶对红莲的保护，来赞颂母亲对我的爱。
C.《秋天的怀念》这篇文章尽管文字很朴实，却是作者生活的真实写照。表达了作者对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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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的怀念和无尽的爱，以及“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恨。
D.《散步》写了三代人在散步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蕴含着中年人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6.根据语境提示填写适当的诗文名句。（8 分）
⑴《次北固山下》一诗中,表现时序变迁,新旧交替这一自然规律的诗句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⑵李白在《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两句为逆境中的友人送去温暖。
⑶孔子告诫我们要珍惜时光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⑷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诗中,隐写"风景不殊,江河有异"的乱世时难的景况,表达出"同是
天涯沦落人"的感慨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名著阅读。（4 分）
读《朝花夕拾》,我们了解到鲁迅小时侯最喜欢在_____________ （地点）玩耍,在迎神赛
会上他最喜欢看的是无常。童年时的鲁迅有两个爱好,一是收集图书,二是_____________。他
的第一本专属个人的图书是《 ___________》,他曾经渴慕、最终得到、并引发了他更大的收
集书本兴趣的图书是《_______________ 》,两本书的来历分别是长辈馈赠、阿长买的。
二、阅读下列文段，完成 8-11 题（共 13 分）
感悟春天（13 分）
⑴江南的春天，总是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悄悄来临，“杏花春雨江南”，这是上了名诗
之页的。历数我经历的几十个春天，总是乍暖还寒，需要反反复复冲破凛冽的西风和反攻的
寒潮才降临人间，因此春光很金贵，春光也往往只能雨中窥视，总在不经意中，便进入了初
夏的境地，常常令人生出春光难觅的感慨。
⑵珍爱春天，是热爱生活的一种执著。这也是对照冬天的岁月，有比较而有鉴别的一种
实际行动，虽然说冬天的寒冷对于世界，是净化，是考验，是生命的再生前提和生活的新生
要素;这也是一种反衬和折射：没有坚冰，谁去认可红梅的烂漫?没有白雪，谁去判定青松的
高洁?但是那似乎是哲学的命题和诗人的想像。只有春天才是大众的，才是为伟人和凡人、诗
人和农人共同承认和赞美的。
⑶谁不承认春天是美好的?“遇物尽欢欣，爱春非独我”，诗人白居易就是这样说的。翻
翻一部唐诗吧，那里面尽有李白、杜牧、韩愈、李贺们对春的感慨。摆着道学面孔的人们，
是不是不咏唱春天呢?北宋理学家程颢写下了《春日偶成》，还成了《千家诗》的第一首。朱
熹更是有名的“老夫子”，他面对朗朗春光，盈盈春意，也吟唱了“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
千红总是春”的《春日》诗。和尚是讲究四大皆空的佛门子弟，也不能不被春天打动“凡心”。
南宋的志南和尚写下了这样的名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在中国的古诗
中，可以看出诗人们从各个角度歌唱春天，为春风、春水、春雨、春草、春柳、春鸟、春山、
春游，春宵、春眠等尽情歌唱，进而从欣赏春天写到珍惜春光。
⑷品味春色，沐浴春风，可以感受生活，感悟人生。这可以说是中外一致，概莫能外的。
“闺中少女不知愁，春日凝装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如果这位先生
在封建时代的女子奈何不了这种生活的话，那么现代的那位美国哲人桑塔耶那则更有甘愿为
春天俘虏的意味了。这先生长期在哈佛教书，五十岁那年的春日，有一天在讲台上，偶有知
更鸟飞来，立在窗格子上，他注意到了，感受到又一个春天的到来。他回过头来，对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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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与阳春有约!冲出教室，开始了他云游欧洲大陆之行。
⑸生命四季，是我们每个人都共有的，而春天更能开启人们的感情之源，心灵之泉，难
怪首先在甲骨文里露面的形声字就是“春”，难怪古人殷殷切切地寄语他的友人“此行江南
去，千万和春住”。居住在大观园中的史湘云更是大声疾呼：“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
可是事实上春光难永驻，有来必有去。谁也挡不住“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结局。不管是落花
有意，还是流水无情，都表现了时间之易逝的自然迹象，但是精神上的青春，意志里的春色，
进取中的春光，则当常驻于有志人和奋斗者的岁月年华里!
8. 细读第⑴段，请问在作者笔下，江南的春天有什么特点？（3 分）
9. 文中白居易的诗句“遇物尽欢欣，爱春非独我”与朱自清的散文《春》有异曲同工之妙。
请谈谈《春》是怎样具体体现这两句诗的意境的。（3 分）
10.文章第⑷段中那位封建时代的女子和那位现代美国哲人桑塔耶那面对同样的春天，心态
却明显不同。请借助文中“悔”和“冲”两个词来分析他们各自的心态。（4 分）
11.请结合全文，谈谈对文章第⑸段画线句的理解？（3 分）
三、阅读下列文段，完成 12-15 题（共 15 分）
我生命中的那簇野菊花
⑴成长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经岁月的不断锤炼打磨,才能由幼稚走向成熟,由怯弱走向
勇敢。
⑵我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出世没几天,便被送进医院。医生告知,孩子心脏发育不好,有肺
炎、先天性气管炎,很难养活。而我的父母亲,始终不肯放弃我,一天天的打针吃药,细心的照管,
使我终于幸存下来。
⑶我所能记起的是五六岁前后的事情。当别的孩子在村里像兔子一样欢快追逐时,我躲在
医院的病床上；当一群孩子相约戏水时,我被关在家里；当小伙伴们爬树、捉知了时,我只能远
远地看着。我常搬着小凳子,坐在家门口,看他们跳皮筋、打沙包,时常心生悲哀,我甚至自己一
点也不喜欢自己。
⑷深秋的一天,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感到嘴里干渴,嚷着要喝水。父亲过来习惯地摸我的额
头:"这么烫, 又发烧了。"他迅速地给我穿戴好,叮嘱了母亲几句,就去推自行车,领我去镇上的
医院。当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座的时候,才知道,此刻天刚蒙蒙亮,路上几乎没有人。深秋的
早晨寒气袭人,父亲飞快地骑着自行车, 我则昏昏沉沉地靠在他的背上。镇医院离家并不远,
很快就到了,听诊、化验、取药、打针……这一系列过程,小小的我已是非常熟悉了……出了医
院已是 9 点多了,小镇上早已热闹起来,父亲带着我往家赶。晴朗的天,阳光是金色的,照在一张
张兴奋的脸上,我无力地靠在父亲的背上,什么也不想说,也不想看,我只觉得自己与这充满活力
的景象格格不入,我像是被快乐遗弃的孩子,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长大。我无声地哭泣着, 泪水
将父亲的外套弄湿了一大片。他感到了什么, 车子骑到前面一个转弯处忽然改变了方向,父亲
对我说:" 咱们抄小路能近点。"我从来不知道这条小路也能通向村子。说是一条小路,其实是
灌溉渠的渠岸,这条水渠很深,也很宽,渠岸大约一米宽,并不是很平坦。我坐在后座上,觉得有点
紧张,便坐直了身子,也没有了一丝困意。
⑸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就在前方渠边斜坡上竟然有一大片一大片白色的花,在阳光的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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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开得那样鲜艳,那样精神。"爸爸,那是什么花?你放我下来吧。"我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父
亲说:"这是白菊花,像是野生的。"我蹲在了路边兴奋地看着这些花,A 一丛丛,一簇簇。紧密地
挨着,矮矮的,却精神抖擞,一些小虫在上面跳跃飞舞,花朵不大,可开得那样灿烂,没有一丝倦怠
之意。我已无法准确地描绘那个时刻小小的我的心境,我只记得那一刻有一幅画面深深地刻印
在我脑海里:清凉的风,湛蓝的天,金闪闪的阳光,加上一大片白色的野菊花明艳美丽,清香袭人,
一个瘦弱的小女孩看得痴迷,看得绽放了久违的笑颜。而就在那一刻, 她坚定地告诉自己,她要
生长得像这花一样美丽……
⑹那一天回家后,我破天荒头一回吃药没有让父母催促,那一大碗药,我第一次面无惧色,一
饮而尽。只有我知道,我饮下去的是希望,是力量,是渴望生命如花绽放的动力,那一刻一个六岁
的小女孩觉得自己长大了。
⑺多年以后,我终于摆脱了疾病,健康地长大,并没有留下一丝疾病侵扰的痕迹。B 如果说
生命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那么在我生命的这幅画卷中,那路边的野菊花就该是神来之笔吧!
12.作者为什么以"我生命中的那簇野菊花"为题目?请结合文章简要分析作答。 (2 分)
13. 作者为什么在文章的前几段花去大量笔墨叙写"我 "常年生病的情况 ? (3 分)
14.本文有不少精彩的语句,请将文中画"_____"线的 A 、
B 两处从修辞手法运用的角度进行简
要赏析。(6 分)
15.阅读下面的材料,说说它与文章所表达的主旨相同吗?它们又给你怎样的启示?请结合你的
认识谈谈自己的看法。 (4 分)
材料:我们无法选择出生,无法选择父母,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历史时期与国家,以及成
长的周遭环境。但是, 在这些无法选择之中,我们的确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是勇敢无畏
还是胆小怯懦,是目标坚定还是随波逐流。
不论世界对我们所做的选择和决定有多么漠不关心,
这些选择和决定是我们自己做出的。
总而言之, 这些选择和决定最终将构筑我们自己的命运。
四、古诗文阅读（共 16 分）
（一）阅读下列两则文言文，完成 16-18 题（共 12 分）
[甲] 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君子乎？”
②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③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⑤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⑥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节选自《论语》十二章）
[乙]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
便佞，损矣。”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
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
（选自《论语 季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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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谅：信实。

便辟：阿谀奉承。

善柔：当面恭维，背后诽谤。

便佞：花言巧语。

16.请解释下面加点词语在句子中的意思。（4 分）
（1）好之者不如乐
（2）学而不思则罔
．之者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3）与朋友交而不信
（4）择其善
．乎_______________
．者而从之______________
17.把下面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 分）
（1）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2 分）
（2）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 分）
18.孔子认为的“益友”“贤友”是什么样的人？请结合语段[甲][乙]的内容，具体分析做答。
(4 分）
（二）阅读下面这首古诗，完成 19-20 题。（共 4 分）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9．《观沧海》中作者以大海的形象自喻，表现了__________，抒发了__________。（2 分）

20．“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中两个“若”字妙处何在？请谈谈你的
理解。（2 分）
五、作文（30 分）
21.任选一题作文。（30 分）
⑴生活中总有让我们内心感动的事、物或人，有时母亲头上的一根白发，父亲脸上的一条皱
纹，朋友的一声问候，兄弟的一次谦让，老师的一句安慰，风中飘落的一片叶子，浪中疾行
的一叶白帆，枝头孤伶的一朵残花，脚下踏行的一块地砖……都可能触动我们的心弦，让我
们着实动了感情。只要我们的心还未麻木，我们总被感动着……
请以“_______拨动了我的心弦”为题，写一篇记叙文，600 字左右。
要求：①把题目补充完整。
②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
⑵阅读下列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枫叶刚长出来时，色彩与别的叶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青的，也是绿的。从春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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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直到深秋，枫叶才变得像火一样红。是秋天的霜打，让枫叶慢慢变红。
很多树的树叶即使到了秋天也不会红起来。让枫叶红起来的是枫叶自己，秋天只是给了
它红起来的机会。
要求：①根据上面材料，任选一个角度，题目自拟。
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600 字左右，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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