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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九年级复习情况调研（五）

语文试卷

一、积累与运用（25 分）

1.（3 分）下列词语中加点字注音完全正确的是（ ）

A.贮．蓄（zhù） 胆怯．（què） 毋．宁 （wú）

B.两栖．（xī） 恪．守 （kè） 瘦削．（xuē）

C.附和．（hè） 飞窜．（cuàn） 遁．词（dùn）

D.俯瞰．（kàn） 鲜腴．（yú） 狩．猎（shǒu）

2.（3 分）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雕梁画栋 摧枯拉朽 人情事故

B.与日具增 心有灵犀 自圆其说

C.和颜悦色 李代桃缰 言不及义

D.无精打采 川流不息 不修边幅

3.（3 分）对病句的修改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卫生健康局调集全系统医疗资源成立医疗救治组和疫情防控组，制定防控工作方案

和救治工作方案。

（调换“防控工作方案”和“救治工作方案”两个短语的位置。）

B.哈牡电气化铁路开通运营后，铁路列车的牵引动力将由内燃机车逐步改为牵引力更

大、更节能环保的电力机车。

（将“牵引动力”改为“牵引机车”，或删除“牵引”在“动力”后面添加“机车”

一词。）

C.本周哈市平均风力普遍在 2—4 级，但易出现局地短时雷暴大风。

（删除“平均”或删除“普遍”。）

D.记者从哈市城管局冰博中心了解到，今冬兆麟公园将主打群众性公益性系列冰雕赛

事。

（将“主打”改为“举办”。）

4.（3 分）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一无

产阶级英雄形象。

B．《诗经》先秦时叫做《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被奉为经典，尊称为《诗经》，

被列为“五经”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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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

与杜甫并称为“李杜”。

D．表，是古代向帝王陈情言事的一种文体，文辞往往恭敬、恳切，诸葛亮的《出师表》

就是其中的经典作品。

5.（3 分）填入下面横线处的语句，与上下文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

我们不可以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 ；不能改变天生的容颜，却

可以 ；不能企盼左右他人，却可以 ；不能全然预知

明天，却可以 。因此，生命虽然短暂，却可以活得美好丰盈。

A.拓展它的宽度，时时展现笑脸，充分利用今天，好好把握自己

B.拓展它的宽度，时时展现笑脸，好好把握自己，充分利用今天

C.充分利用今天，好好把握自己，拓展它的宽度，时时展现笑脸

D.时时展现笑脸，充分利用今天，好好把握自己，拓展它的宽度

6．（3 分）下面情境下，语言表达最准确、得体的一项是（ ）

【情境】飞机即将进入跑道起飞，机长要求乘客关闭所有电子设备，一位乘客还在用

手机玩游戏，空姐走来劝阻他，她应该这样说：

A.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关闭您的手机。

B.其他客人正在等你起飞，请您系好安全带。

C.请你立即关机，你想害死大家吗？

D.机长的要求没听到吗？请遵守社会公德。

7.（7 分）按教材原文填空。

⑴ 当窗理云鬓， 。 （北朝民歌《木兰诗》）

⑵ ，家书抵万金。 （杜甫《春望》）

⑶ 学而时习之,_________________。 （《论语·学而》）

⑷ ，似曾相识燕归来。 （晏殊《浣溪沙》）

⑸ 乡书何处达？ 。 （王湾《次北固山下》）

⑹ ，山岛竦峙。 （ 曹操《观沧海》）

⑺ 晴川历历汉阳树 ， 。（崔颢《黄鹤楼》）

二、阅读（45 分）

(一)阅读《醉翁亭记》，回答 8—l0 题。(8 分)

醉翁亭记
欧阳修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

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

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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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
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

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
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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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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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从太守游而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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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分)解释文中加点的词语。

(1)临： (2)暝：

9.（4 分）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2)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10.(2 分)“乐亦无穷也”中的“乐”指何而言？“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中太守又为

何而乐呢？

（二）阅读《谁偷了我们的 wifi 信号》，回答 11－14 题。（11 分）

谁偷了我们的 wifi 信号

①在这个信息时代，网速太差或者突然断网，无疑让人很沮丧。更令人气恼的是，

wifi 不好这种事，还每天都在发生。那么，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网速呢？

②在新年到来的时候，许多人也习惯在家里布置上五颜六色的小灯。这个时候，家

中 wifi 第一大盗就出现了，它们就是彩灯 。英国宽带服务提供商 Talk Talk 公司研

究发现，彩灯会影响网速，而且这一影响还高达 25% 。

③我们知道，任何用电的东西都会产生一个电磁场——这是一种看不见的电子颗粒

云。如果磁场足够大，就会干扰 wifi 网络中用到的无线电波。所以，电线或者电灯都

会干扰 wifi 。这其中，彩灯的影响更大。因为彩灯有很多的电线和电管，它们的电线

就在房间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磁场。

④不仅是灯光，厨房里的家电也会扰乱我们的网速。WiFi 发出的电磁波遇到金属材

料后，一部分会被反射回去，所以，在金属后面的设备会接收到很弱的信号，如果你将

WiFi 设备放置在金属材质覆盖的环境中， WiFi 信号甚至会被屏蔽。所以，我们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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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烤炉、洗衣机、微波炉等障碍物都会影响信号的传输。

⑤在吸收无线电波方面，水也十分擅长。2.4G 频段的无线电波是最容易被水吸收的。

有经验的人在布设 wifi 网络时候，碰到一些大的水管都要绕开。甚至，我们的体液都

会干扰到信号。如果你站得太靠近路由器，也会影响大家的网速哟。

⑥如果你的家又旧又大，承重墙又很厚，你就会发现 wifi 根本就进不了任何房间。

这是因为无线信号的频率很高，当它们穿过砖、石灰墙、大理石或者金属时，信号会极

大的衰减，这样网速自然会受到影响。

⑦而且，在不同材质造的房子里，wifi 也会有所不同。钢筋混凝的土墙面，粘上铁

丝网后再抹水泥砂浆，铁丝网在无形中阻挡了无线信号的传播。用很薄的石膏板做墙面，

网络信号就会比较好。 （选自《大科技百科新说》）

11.（3 分）文章从 、 、 三方面介绍了影响 WiFi 因素。

12.（2 分）请概括说明彩灯影响网速的原因。

13.（3 分）分别指出下面三句话所使用的说明方法。（一个括号里只能填写一种方法）

（1）这个时候，家中 wifi 第一大盗就出现了，它们就是彩灯 。（ ）

（2）彩灯会影响网速，而且这一影响还高达 25% 。（ ）

（3）钢筋混凝的土墙面，粘上铁丝网后再抹水泥砂浆，铁丝网在无形中阻挡了无线信号

的传播。用很薄的石膏板做墙面，网络信号就会比较好。（ ）

14.（3 分）读了本文后，家里 wifi 信号不佳时，你会检查哪些地方？（至少说出三点）

（三）阅读《我的语文老师》，回答 15—19 题。（15 分）

我的语文老师
敬一丹

一个人在不幸的年代遇到一位好的语文老师，算是幸事。
我就遇到了。

那是我在哈尔滨四十四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铃响了，教室里走进一位男老师，
他高高的个儿，衣服很整洁，眼睛里有一种我们说不出的内容。他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

“刘惠深”就算是自我介绍了。那时，同学们没有多少心思上课，老师也没了师道尊严，
教室里一片唧唧喳喳。刘老师转向黑板，在黑板上写着。渐渐地，教室里安静下来了，
大家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黑板——好漂亮的字，那年头，黑板上的字让人生疏了。刘老师

的字那么从容那么尊贵地写在半旧的黑板上，那乱七八糟的教室，还有蒙昧中的我们，

似乎都被照亮了。刘老师的板书有一种震慑力量 ，连最能闹的男生都静了下来，只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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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笔在黑板上发出的嚓嚓声。
刘老师就这样赢得了我们．．．．．．．．．．．。当然，不仅仅靠那一手好字，在后来的语文课上听他讲

课，我们都知道了，除了革命，除了阶级斗争，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才华。

印象最深的板书是刘老师抄在黑板上的《马克思墓前的演讲》，那么长的一篇文章，
刘老师一字一句写在黑板上，我们一字一句抄在本子上。在没有书的教室里，我们就这
样抄书。抄了《沁园春》，抄了《蝶恋花 答李淑一》。借着这些能被允许的课堂教材，

刘老师给我们讲诗词格律，讲议论文的写法。现在想起来，在那特定的时期（文革时期），
刘老师用他的智慧尽可能地给我们启蒙。

我们的班主任李汉明也是男老师，南方来的大学生，文质彬彬，一点儿也不厉害，

有一次，淘气的男生居然把李老师气得流了泪。接下来是语文课，刘老师那一堂课没有
讲任何课文，他讲了一个明明白白的但被颠倒了的道理：学生应该尊重老师。那堂课气
氛严肃，已经不再是语文课了。许多女生哭了，淘气的男生也低下了头。那节语文课，

我们得到的是语文以外的东西．．．．．．．。

那时，上课没书，下课更没书。所有的图书馆都用封条给封住，哪有什么课外书。
有一天，刘老师见我们一群学生百无聊赖，于是他轻声问我：“你看过鲁迅的书吗？”

“我看过《祝福》，是小人书。”
“我借你一本吧。”

过了几天，他真的拿来一本用牛皮纸包着的书，封面上没写字，打开一看是《鲁迅
小说集》。

“两星期还给我。还书时，你要谈谈读后感。“

那两个星期，我一直在读，每读一篇，都有一个假设：“刘老师会提什么问题？”

还书时，我有些忐忑不安，像迎接考试。老师问：你最喜欢哪一篇？我说：《伤逝》。
刘老师说：我最喜欢《一件小事》。

他没有考试而是把我领进了一扇门。
语文课越来越正规了，还设了课代表，我一直想当，却让另外一个也喜欢语文的女

生当上了。我一直都很羡慕。语文课成了大家都喜欢的课。语文考试我经常获得高分，

有一次得了九十九分，是“寂寞嫦娥舒广袖”的“寞”字写错了，刘老师毫不留情：“扣
一分，你才能记住。”真的，这回真记住了一直到现在，每当写到这个“ 寞”字时候，

还想到刘老师。我的作文本上常留下刘老师的评语，如果有的句子下面划一连串的圈，
我便很得意。有一次我和我爸爸谈起刘老师的字如何漂亮，便拿出作文本，指给爸爸看

刘老师的墨迹。爸爸点点头，笑了：“你想让我看刘老师的字啊，还是想让我看看刘老
师怎么夸你的呀？”

在离开中学二十六年后，我又交了一本作业给我的语文老师，就是《声音》这一本
书。过了一些天，我收到了一封厚厚的挂号信，是刘老师寄来的。刘老师的字，那么熟

悉，那么亲切，每个字都经得住端详，像字帖一样。信写了十九页，七千六百字，无一
处涂改。只看了字我已屏住呼吸．．．．，待详看了内容，我肃然起敬．．．．。

我的老师！只有了解我的老师，对我负责的老师才能写出这样的信。
刘老师像当年写作文评语那样点评了《声音》，从内容到形式，从结构到句式 ，从

观点到材料，圈圈点点。接着，刘老师用六页纸的篇幅 指出《声音》一书的毛病，哪一
页、哪一个提法、哪句话，在语法上或逻辑上或用词上不恰当。看得我一会儿脸红一会

儿出汗。最后，刘老师问我，《声音》以后想了些什么？

我久久地想着老师提出的问题体会着老师的期待，那推心置腹的话让我觉得，刘老

师教我的，不仅仅是语文。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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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分）刘老师凭借什么“赢得了我们”？

16.（3 分）作者说：“那节语文课，我们得到的是语文以外的东西”。此处“语文以外

的东西”指的是 。

17.（3 分）刘老师为了“把我领进了一扇门”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

18.（4 分）收到刘老师的挂号信，“我”为什么“屏住呼吸”？又为什么“肃然起敬”？

19.（3 分）文章最后说：“那推心置腹的话让我觉得，刘老师教我的，不仅仅是语文。”

请说说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四）阅读《理性的阅读》，回答 20—23 题。（11 分）

理性的阅读

①对于读书，人们说得最多的话题不外乎多读、勤读。多读、勤读固然能够学到一

些知识，但是读书倘若能够“深”入书中，即使读的书数量不是很多，也能尝到读书的

滋味，领悟到更多的道理。因此，阅读需要克服随意性，多一些理性。

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精神遗产愈加丰富，书籍愈加浩繁，在读书上人们只有

进行一番选择，才能找到有阅读价值的书。有些人读书贪多，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

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重要书籍的阅读耽搁了。⑴ 比如，学哲学的人尽管看过很多种的

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的人尽管读过无数种教

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这种不加选择的阅读，目标太多，东打一拳，

西踢一脚，阅读就成了“消耗战．．．”。⑵ 而阅读正如作战，须攻坚挫锐，占领要塞。一位

学者把读书的艺术概括为“不读”的艺术，理由是：“书为无限，生命有限。以有限应

无限，只能采用此策。”所谓“不读”，实际上就是要有选择地阅读，多读经典著作，

少读甚至不读流行作品，更不用说那些粗制滥造的文字垃圾。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的

水平也反映在书籍的选择上，犹如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就看谁有眼力能拿到货真价实

的东西。而选择的对象，恰恰也能表明一个人的情趣、欣赏水平乃至人生追求。因此，

读什么书会像一面镜子，将人们的精神境界照得一清二楚。

③同是一本书，有人读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时间久了，脑海中只剩下一片空白；

而有的人读后，不仅能记住书中的内容，甚至能背诵出精彩的语句，更能谈出自己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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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看法。读书的这种差异，就在于读书者是用眼读还是用心读。⑶ 孔子说：“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用“心”阅读，正在于读书的同时也伴随着不断的思考。

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荣誉，少读也不能算羞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

思熟虑的习惯，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臂如驰聘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

徒惹得眼花缭乱，空手而归。

④记得杨绛先生曾把读书比作串门。串门总要有进有出，读书也如此。读书深入，

情感随着书中情节的变化而起伏，思想沿着作者的思路向前发展；跳出书外，静观默想，

分析对比，辨别是非。这样的阅读会使人从欣赏水平到修养都得到提高。

⑤不读“死”书，意为不去读那些毫无生气的书；不“死”读书，还在于不可尽信

书，而要有主见。理性的阅读几本好书，让熠熠闪光的文字照彻你的灵魂，乃至生命。

20．（3分）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21．（2分）第②段中加点词语“消耗战”在文中的含义是什么？

22．（3 分）依次指出文中画线部分所运用的论证方法。

⑴（ ）

⑵（ ）

⑶（ ）

23．（3分）作者认为，怎样才能做到理性的阅读？

三、作文（50 分）

24．从下面两题中任选一题作文。

（1）命题作文

生活中总有一些能给予我们力量的人---在我们遇到坎坷、心灰意冷时，在我们失望

难过、脆弱无助时……这力量推动我们思索，催促我们醒悟，激励我们前行……

请以“他给了我奋进的力量”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将题目抄写在答题卡作文纸的第一行（题目前空四格）；②文体自选（诗

歌、戏剧除外）；③不要套作，不得抄袭；④不少于 600 字；⑤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

名、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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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材料作文

有一个小动物学游泳的故事：一群小动物有一次被大灰狼追赶到河边，于是萌生了

学习游泳的想法，但是大家都学不好，后来仙鹤说，既然兔子跑的快就不用学游泳，既

然松鼠会上树，也就不用学游泳……

这个故事至少给了我们以下一些启示：人各有所长，要善于发挥自己的长项；不要

放弃自己的所长去跟风做力不能及的事；凡事应多角度思考，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做事应打破僵化思维，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

请根据以上材料，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所写文章主旨必须从所给材料中提炼，但不要对材料扩写、续写和改写，

不要套作，不得抄袭；②立意自定，题目自拟，文体自选（诗歌、戏剧除外）；③不少

于 600 字；④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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