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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上语文第一次月考测试 

 

第一部分  基础知识（24 分） 

 

1、阅读下面一段话，根据拼音写汉字。(4 分) www.szzx100.com 

苏州让人留恋之处，还在于当你走进这静 mì(    )的后花园时，才发现一直默念的很多名人故事、

诗词文章 A(总/竟)与这里有关，读着王籍《入若邪溪》的佳句时才发现原来“拙政园”的雪香云蔚亭上便

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一副对联，字体 piāo(    )逸俊秀，韵味十足;再看园中景致，花草摇

曳，山石点缀，光色交相辉 yìng(    )，又与《红楼梦》之大观园何其相似。苏州作为中国著名的历史

文化名城，这许多 B(独树一帜/千篇一律)的私家园林，在它们的身上曾经有着多少 cāng(    )桑的故

事，又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文化的财富。  

(1)根据汉语拼音写出相应的汉字。(4 分)  

①静 mì(    )      ②交相辉 yìng(    )  ③piāo(    )逸俊秀  ④cāng(    )桑  

(2)从括号内选择最恰当的词语填在下面的横线上。(2 分)  

A                 B           

 

2、下面一段话有 2 处语病，请按要求修改。(2 分)  

①前不久，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再次开播，它立刻又成了“吃货”必看和观众热议的话题。

②与此同时，美食再次热卖，据统计，某网站零食特产的搜索量每周有近 400万次左右。③和大多数美食

节目不同，此纪录片不仅重“舌尖”，更重“中国”，在表现美食的同时，它不仅能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地域

样貌，更引发人们关注中国的现实生活。  

 ①有一处成分残缺，应在“     ”后面增补“        ”。  

 ②有一处重复累赘，应删去“        ”一词。  

 

3．默写。（10 分）www.szzx100.com 

①______________，若出其中；_____________，若出其里。ww（《观沧海》） 

②海日生残夜，_____________。乡书何处达？____________。www.（_______《次北固山下》） 

③枯藤老树昏鸦，_______，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_________。 （ 马致远《_________》） 

④但愿人长久，                      （苏轼《水调歌头》） 

⑤露从今夜白，                      （杜甫《月夜忆舍弟》） 

 

语言综合运用 

4、下面是哈佛商学院对毕业生的忠告，理解最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如果你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毕业 5周年的聚会，你不要去，因为那时你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刻，而

你的同学大多在大公司里平步青云。同样，10周年聚会，你也不要去。但是，20周年的同学聚会，你可以

去，你会看到，那些坚持梦想的人和随波逐流的人生命将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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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要参加同学聚会，那对于追求梦想的人来说没有意义。 

B.要坚持梦想，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 

C.那些平步青云的人，不一定是最后的成功者。 

   D.梦想一定能实现，但实现梦想需要很长的时间。 

 

5、名著欣赏与阅读（3分） 

根据鲁迅的名著《朝花夕拾》，完成下列题目 

①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叙述了自己童年的生活，他在文中提到了童年时的乐园，也就是他家的后花园，

名称是        ，他童年时代就读的私塾，名称是       （填写名称） 

②“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句子中提到到“他”是鲁迅留学日本时遇

到的老师，这个老师的名字是                    。 

 

第二部分(36 分) 

 

（一）阅读下面古诗词，完成 6—8 题。(8 分)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唐〕李白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6. “我寄愁心与明月”一句运用了               的修辞手法。(2 分) 

 

7. 从这首诗中，你读出了诗人哪些思想感情? (3 分) 

 

8. 下列对本诗的理解和分析，完全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 

    A. 诗歌标题和第二句中的“龙标”都是指作者被贬官的地名。 

    B. 诗歌首句写景，次句叙事，后两句抒情。 

    C. 首句写景兼点时令，突出了杨花的美丽和子规啼叫的悦耳，使人赏心悦目。 

    D. 诗歌想象奇特，气概超逸，笔势灵动，体现了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 

 

（二）阅读《陈太丘与友期行》，完成 9-11题（11分）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

“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

“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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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解释加点词。（4分） 

（1）陈太丘与友期．行 （    ） （2）尊君在不． （     ） 

（3）去．后乃至  （    ）       (4)下车引．之    （     ） 

 

10．翻译句子。（3分） 

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                                                                                                     

11、读了这篇文章，你获得了哪些为人处世的启示？请写出两点。（4分） 

 

 

 

（三）阅读下面课外文言文，完成 12—13 题。(7 分) 

    近塞上
①
之人，有善术

②
者，马无故亡而入胡

③
。人皆吊之，其父

④
曰:“此何遽

⑤
不为福乎?”居数月，其

马将
⑥
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

⑦
。人皆

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
⑧
入塞，丁壮者引

⑨
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

⑩
。此

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选自《淮南子·人间训》) 

【注释】①塞上：这里指长城一带。②术：术数，推测人事吉凶祸福的术法，如看相、占卜等，这是迷信

活动。③胡：古代对北方和西方民族的称呼。④其父(fǔ)：那人。其，那。父，对老年男子的尊称或古代对

男子的美称。⑤何遽(jù)：怎么就，表示反问。遽，就。⑥将(jiāng)：带领。⑦髀 (bì)：大腿。⑧大：大规

模。⑨引：拉，拿起，举起。⑩十九：十分之九，意思是绝大部分。 

 

12.用现代汉语写出下列句子的意思。(4 分) 

(1)此何遽不为福乎? 

(2)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 

13.写出从这个故事中衍生出的成语，并说说它的比喻义。(3 分)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13—15 题。（10 分） 

春天的精彩 

汪新军 

    ①春天，姗姗地来，柔柔地充满这个世界，渗入人们的心田。 

    ②“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冬季里，人们便开始翘首期待春天的到来，这种渴盼的情结集

中体现在热闹的春节里，人们用一年积蓄的欢腾与喜悦迎接春天，声声爆竹、欢歌劲舞、笑逐颜开、嬉闹

欢腾、互致问候、祝福新岁，其中融入了盼春迎春的无尽情怀。 

    ③春天，在人们一声又一声的呼唤中轻柔地飘来，好似待嫁的村姑，娇羞、忸怩、含蓄、恬静。她将

自己化作细雨，在静谧的夜间细细地、密密地织着一层又一层雾一般的网，这张网缠绕着尚未吐绿的花草

树木，悠悠地回荡在山腰、深谷之间，如梦如幻地演绎着春的性情。人们乐于徜徉在这样的雨雾中，愿意

让细雨浸湿自己的头发、皮肤和心情，深深地吸入春的气息，一股淡雅、清爽、悠远的滋味荡漾在心头。

春雨细细地下，蕴藏“润物细无声"的功力，穿透冬季的冰封，拓开一片万物复苏、充满生机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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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最让人爱惜的是春雨，往往是在夜间，从遥远的天际静悄悄地滑落而下，细细地、密密地、柔柔地、

轻轻地润湿你的头发、皮肤、衣裳，那种清凉的感觉如同你的口中含着的一块槟榔，一股凉意、一丝甘甜，

交替着、融合着渗入心脾，光滑而细腻。春雨淅淅，如网如织，如梦如幻，将甘露赠给小草，传给树枝，

洒给旷野。 

    ⑤春天的讯息是由春风拂面来传递的。春风柔柔，来自远方，穿越崇山峻岭，驱走冰雪严寒，让柳枝

飘摆，让河水涟漪，让彩旗舞动，让风筝盘空，让鸟儿展翅，让花儿吐蕊，让云彩绵延。春风拂过，好似

母亲的双手抚摸，饱含着醇厚而无私的爱恋，暖暖的，让人心醉。春风与寒流的对抗，又让人们看到“以

柔克刚’’的坚韧和毅力。洋溢在春风里，把心情自由放飞，寄托给风筝，翱翔于天际，展望世界的辽阔。

此时，春风给你无边的力量和美好的向往。 

    ⑥春天的暖阳优雅宁静，酣畅柔和地照耀着大地，让经过一个冬季严寒洗礼的土地悄然解冻，变得松

软，吐露出生机。春天的阳光，既无盛夏的暴戾，又无寒冬的凄凉，有的是温顺轻柔的滋养。这样的滋养

催开淡黄的嫩芽，催开粉色的花瓣，催开绿色的枝条。有生命的万物闭上眼睛，沉浸其中，尽情地享受着

天然的恩赐，开启复苏的旅程，重返奋争的轨迹。 

    ⑦春天的精彩荡漾在旷远的田野上，这里发生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嬗变。登高望远，绿色印染，郁郁葱

葱，鸟语花香，山花烂漫。最让人心动的是半山腰上那尽情绽放的油菜花，一柱柱、一畦畦、一层层，璀

璨如金黄的锦缎，映在辽阔的天际之间。勤奋不倦的蜜蜂汇聚于这片甜蜜的自然乐园，采摘甘醇的果实；

五颜六色的蝴蝶扇动着斑斓的翅膀；惬意的鸟儿欢快地舞蹈……万物生机盎然，一同编织春天的梦幻。 

    ⑧春天最嘹亮动听的歌声来自峡谷间的溪流。经过整个冬季的冰封，溪水凝固，歌声闭息。在春天暖

阳的照耀下，冰体融化，溪流重新演奏出快乐的歌谣。这歌声悠扬，纯正自然，随着山谷地势的变化，变

换着相应的节奏，演绎出万种风情，抒发着逢春应时的激昂与豪迈…… 

    ⑨春天，就是这样把精彩奉献给人间，人们又该如何回应这场精彩的表演呢? 

    (选自《作家选刊》，有删改) 

 

14．选文的标题是“春天的精彩”，那么“春天的精彩”表现在哪些方面? (4 分) 

 

 

15．选文在第②段中写人们欢度春节的场景，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2 分) 

 

 

16．下面甲、乙两段文字在内容和写法上有什么异同? (4 分) 

    [甲]最让人爱惜的是春雨，往往是在夜间，从遥远的天际静悄悄地滑落而下，细细地、密密地、柔柔

地、轻轻地润湿你的头发、皮肤、衣裳，那种清凉的感觉如同你的口中含着的一块槟榔，一股凉意、一丝

甘甜，交替着、融合着渗入心脾。 

    [乙]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

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朱自清《春》) 

 

 

第四部分  写作（60分） 

17、请以“我常常怀念过去美好的时光”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1、文体自选（诗歌除外）2、要求真情实感 3、能恰当的运用表达方式 

4、不少于 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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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中学 2018-2019 学年（上）七年级语文九月反馈测试 

参考答案 

1．静谧  交相辉映  飘逸俊秀  沧桑    总、独树一帜 

2．（1）必看 （的）纪录片   （2） 近或左右 

3．略 

4.B   5  百草园、三味书屋、藤野先生 

6.拟人 

7.思念，同情，担优，衰愁等。 

8. B 

9、（4分）（1）  约定     （2）  同“否”  （3）离开    (4)   拉     

10、（3分）（你父亲）不是人啊，和别人约好一起走，（却）丢下我离开了。（“期”、“委”、“去”重点词要

解释正确） 

11、（3分）为人处世要讲礼貌，讲诚信。要知错就改。（其他有理的也可以） 

（写出一个启示得 2分，两个得满分。） 

12. (1)这怎么就不是件好事呢? 

(2)他家中有很多好马，他的儿子喜欢骑马，有一次从马上掉下来摔折了大腿。 

13.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比喻一时虽然受到损失，也许因此能得到好处，也指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变为好

事。 

14．春雨绵绵、春风柔柔、春阳融融、万物生机勃发、春天的歌声悠扬豪迈。 

15．渲染春天即将到来的气氛，表达人们对春的热切期盼。 

16．相同点：内容上，都写出了春雨悄然而至和缠绵的特点，写法上都以简练的笔墨勾域了春雨的特点。

不同点：内容上，甲段比乙段多介绍了人的具体感受，写法上，甲段是描写和抒情相结合，乙段只是描

写，没有抒情。 

17、作文 略 

 

 

 

 

 

青云中学 2018-2019 学年（上）七年级语文九月反馈测试 

答 案 卷 

1、(1)根据汉语拼音写出相应的汉字。(4 分)  

①静 mì(    )               ②交相辉 yì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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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piāo(    )逸俊秀          ④cāng(    )桑  

(2)从括号内选择最恰当的词语填在下面的横线上。(2 分)  

A                 B           

2、①有一处成分残缺，应在“      ”后面增补“        ”。  

 ②有一处重复累赘，应删去“          ”一词。  

3、默写。（10 分）www.szzx100.com 

①_____________，若出其中；__________，若出其里。（《观沧海》） 

②海日生残夜，_____________。乡书何处达？____________。www.（_______

《次北固山下》） 

③枯藤老树昏鸦，_______，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_________。 （ 马致

远《_________》） 

④但愿人长久，                      （苏轼《水调歌头》） 

⑤露从今夜白，                      （杜甫《月夜忆舍弟》） 

4、（     ） 

5、（         ）     （               ）    （             ） 

6、（           ） 

7、                                                                          

8、（      ） 

9、（1）陈太丘与友期．行 （    ） （2）尊君在不． （     ） 

（3）去．后乃至  （      ）    (4)下车引．之  （     ）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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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2）                                                                     

13、                                                                          

                                                                              

14、                                                       

                                                            

15、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