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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 2022-2023学年上学期期末模拟试卷

初一语文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共 20 题，满分 130 分，考试用时 150 分钟;

2.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学校、班级、姓名、准考证号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填写在答题卷的相应

位置上;

3.答选择题须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标号涂黑，如需改动，请用橡皮擦干

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答非选择题必须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字笔写在答题卡指定的

位置，不在答题区内的答案一律无效，不得用其他笔答题；

4.考生答题必须答在答题卡上，答在试卷和草稿纸上无效。

第一部分(26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回答问题。(6分)

文学的航船已停泊．(A. pō B. bó)在名为“科幻”的码头，因此，今天的人们比任何时期更需要兼容并

蓄．(A. chù B. xù) 的胸怀和(bó) 采众长的能力。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

统文化的同时，我们要紧紧把住时代脉博，通过想象驰(chěng) 到遥远的时空中去领

(lüè) 科幻的神奇，感受文学丛林的蓬(bó) 生机。

(1) 根据拼音写出汉字

① (bó) 采众长 ② 驰(chěng)

③ 领(lüè) ④ 蓬(bó) 生机

(2) 为下面加点字选择正确的读音。

①停泊．(A. pō B. bó) ② 兼容并蓄．(A. chù B. xù)

2. 默写古诗文名句，并在括号内的横线上填写相应的作家。(6分)

(1) 子曰:“ ，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2) ，我言秋日胜春朝。(刘禹锡《秋词(其一)》)

(3) 夜阑卧听风吹雨，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

(4) 夕阳西下， 。( 《天净沙•秋思》

(5) 终古高云簇此城， 。(谭嗣同《潼关》)

3. 名著阅读。(10分)

(1) 下列关于名著内容解说不正确的是哪一项?

A.《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是鲁迅先生的一本回忆性散文集。在书中，鲁迅

先生深情回忆了那些曾给予他温暖的人们，比如长妈妈、寿镜吾先生、藤野先生、衍太太、

范爱农、陈连河先生……

B.《白洋淀纪事》是孙犁创作的小说、散文的结集，其中《荷花淀》 《芦花荡》两篇

小说以白洋淀为背景，讲述了冀中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作品善于通过细节和

画面的描写凸显人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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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猎人笔记》由 25篇各自独立的小说组成，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成名之作。这些

小说广泛而真实地展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外省城乡的社会生活，作品语言简洁优美，

人物性格生动典型。

D.《镜花缘》 是清代李汝珍的长篇小说。作品想象奇特，构思新颖，在好玩的故事中

寄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小说借写海外奇风异俗，以提倡男女平等，否定封建官场，讽刺

科举制度，揭露社会丑态。

(2) 孙悟空在西天取经路上遇到战胜不了的妖怪时，往往会请来各路神仙帮忙。下列选项

中所请神仙与降服的妖魔不匹配的是哪一项?
A. 毒敌山琵琶洞蝎子精将唐僧摄去，孙悟空请来昴日星官，妖精听到星官叫声，浑身

酥软，死在坡前

B. 枯松涧火云洞圣婴大王将唐僧掳去，孙悟空请来观音菩萨，菩萨用金箍儿和借来的

天罡刀将其收服

C. 乱石山碧波潭九头虫偷了祭赛国佛宝不肯归还，孙悟空请来二郎真君相助，打败九

头虫，取回佛宝。

D. 九曲盘桓洞的九灵圣元将唐僧、八戒和玉华王父子总共六人噙走，孙悟空请来如来

佛祖将其收走了。

(3) 阅读下面语段，根据要求回答问题

行者道:“你这个呆子!我临别之时，曾叮咛又叮咛，说道: ‘若有妖魔捉住师父，你就

说老孙是他大徒弟。’怎么却不说我?”八戒思量道：“请将不如激将，等我激他一激。”

道:“哥啊，不说你还好哩，只为说你，他一发无状!”行者道：“怎么说?”八戒道：“我
说:‘妖精，你不要无礼，莫害我师父!我还有个大师兄，叫做孙行者。他神通广大，善能降妖。他来时教

你死无葬身之地!’那怪闻言，越加忿怒，骂道:‘是个甚么孙行者，我可怕他?

他若来，剥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饶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剁碎着油烹!’”
行者闻言，就气得抓耳挠腮，暴躁乱跳道:“是那个敢这等骂我!”八戒道：“哥哥息怒，是

那黄袍怪这等骂来，我故学与你听也。”行者道:“贤弟，你起来。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敢骂我，我就

不能不降他，我和你去。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普天的神将看见我，一个个控背躬身，口口称呼大圣。
这妖怪无礼，他敢背前面后骂我!我这去，把他拿住，碎尸万段，以报骂我之仇！报毕，我即回来。”八戒

道:“哥哥，正是，你只去拿了妖精，报了你仇，那时来与不来，任从尊意。”

①请联系原著，简要说说孙悟空此时为什么在花果山。

②在上面的情节中，孙悟空为什么最终决定再次离开花果山，与猪八戒一起去捉拿妖精?
4.根据要求，完成下面的学习活动。(4分)
(1)校文学社《青萌》社刊向全校师生征集新增栏目名称，请根据该栏目入选作品的类型，

选出你认为最恰当的一项。

A. 成长笔记 B. 社会万象 C. 名作品悟 D. 咬文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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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刊“跟名家学写作”栏目刊登了两则名家写作体会，请你从中提炼出两条对写作有

帮助的经验，并用简洁的语言写下来。

材料一: 弹旧调不管弹得多么热情，总有一点学生练习本的味道。即使愚笨也好，但必须是你自己的!

要有自己的气息，自己固有的气息，这一点最重要!

——【俄】屠格涅夫

材料二: 如果作家总是睁着眼，那么他从空气中也可以获得小说的素材。从火车上、船

上、报刊上、人们的交谈等许许多多场合都可以获得优秀的小说素材。经过几年的磨练，观

察就自然了，目光自然就会选择有用的东西。

——【印度】普列姆昌德

第二部分(44 分)
阅读下面两首古诗，完成 5～7题。

夜雨寄北 旅宿

李商隐 杜牧

君问归期未有期， 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①。

巴山夜雨涨秋池。 寒灯思旧事，断( )警②愁眠。

何当共剪西窗烛， 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

却话巴山夜雨时。 沧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

【注释】①悄然: 忧伤的样子。这里是忧郁的意思。 ②警: 惊醒。

5. 结合诗意，为《旅宿》括号处选择正确的意象。(1分)

A. 燕 B. 雁

6. 仿照示例，为“家书到隔年”写个批注。(2分)

【示例】“巴山夜雨涨秋池”一句借景抒情，作者借巴山之夜，秋雨交织，涨满池塘的

眼前景表达了自己孤独寂寞以及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7. 有人认为，《旅宿》的尾联跟《夜雨寄北》的三四两句一样，都运用了想象的表现手法来表达情感。你

赞同这个观点吗? 结合诗句作简要分析。(3分)

阅读下面两则文言语段，完成 8～11题。

【甲】

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似暝，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刀毙之。方欲

行，转视积薪后，一狼洞其中，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后断其股．，亦毙之。乃

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 ? 止．增笑耳。

(节选自蒲松齡《狼》)

【乙】鹿亦有知

博山李氏者，以伐薪为生，一日，于山坳得一鹿仔，携家喂养，鹿稍长，甚．驯，见人则呦呦鸣。其家

户外皆山，鹿出，至．春必归。时值秋祭①，例用鹿。官府督猎者急，限期送上，然旬日②间无所获，乃向李

氏求之，李氏不与。猎者因请。李氏迟疑曰:“待吾虑之。”是夜鹿去，遂不归。李氏深悔之。

(节选自张潮《虞初新志》)

【注释】①秋祭: 在秋天祭祀天地。 ②旬日: 十天。

8. 为下面句中加点字选择正确的义项。(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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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4分)

(1) 其一犬坐于前。

(2) 是夜鹿去，遂不归。

10.“鹿亦有知”体现在哪些方面? (2分)

11. 小故事往往蕴含丰富的寓意，你从《鹿亦有知》这则故事中获得了哪些启示呢? (2分)

阅读下面几段文字，完成 12～14题。

语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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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

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

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

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 节选自朱自清《春》)

语段(二)

春雨，吝啬得很，稀疏极了，连个沙尘也压不住。秋雨则不然，缱卷连绵，“随风

潜入夜”，从早下到晚，淅淅，沥沥，簌簌，潺潺，涓涓，丝丝缕缕，袅袅婷婷，蕴涵

着坚韧、持久的耐力; 多豪爽，多气派。

秋雨也不是夏雨的没正邪一一有时凶猛暴戾，有时干打雷不下雨，沥涝、干旱都具

有极大的伤害性、毁灭性。秋雨总是那么神清气定，从容平静，有条不紊，不急不躁，

不张不扬，任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应节而降，恰到好处，仿佛醇醪，仿佛甘霖。

(节选自苏连硕《秋雨》)

语段(三)

风过去了，只剩下直的雨道，扯天扯地的垂落，看不清一条条的，只是那么一片，

一阵，地上射．起无数的箭头，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几分钟，天地已经分不开，空中

的水往下倒，地上的水到处流，成了灰暗昏黄的，有时又白亮亮的，一个水世界。

(节选自老舍《骆驼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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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语段(一)中的哪句话最能体现语段(二)中所说的春雨“吝啬”的特点?(2分)
A.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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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

D. 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

13. 仔细揣摩下列句中的加点词，分别说说它们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4分)
(1)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

(2) 地上射．起无数的箭头，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
14. 语段(二)中的哪个四字短语，最能准确概括语段(三)中的“雨”的特点? 结合语句，

具体说说你选择的理由。(3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5～19题。

在那颗星子下

舒婷

母校的门口是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两旁凤凰木交错成荫。夏天，海风下许多花瓣，让人不忍一步

步踩下。我的中学时代就像笼在这一片花雨红殷般的梦中。

我哭过、恼过，在学校的合唱队领唱过，在恶作剧之后笑得喘不过气来。等我进入中年回想这种种，
却有一件小事，像一只风铃，轻轻地然而分外清晰地在记忆中摇响。

初一年级，我们有那么多学科，只要把功课表上所有的课程加起来就够吓人的，有 11 门课。当然，

包括体育和周会，仅那个绷开线的大书包，就把我们勒得跟登山运动员那样善于负重。我私下又加了近 10
门课:看电影、读小说、钓鱼、爬树……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把读书当玩耍，还是把玩耍当作读书。

学校规定，除了周末晚上，学生们不许看电影，老师们要以身作则，所以我每次大摇大据触犯校规，

都没有被当场逮住。
英语期末考试前夕，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串上另外三个女同学去看当时极为轰动的《五朵金花》。

我们咂着冰棍儿东张西望，一望望见了我们的英语老师和她的男朋友。他们在找座位。我努力推测她到底

看见了我们没有，因为地的脸那么红，红得那么好看。她身后的那位男老师比我们的班主任辜老师长得还
神气。

电影还没散场，我身边的三个座位一个接一个地空了。我的三个“同谋犯”或许由于考试的威胁，

或许由于良心的谴责，把决心坚持到底的我在一片惴惴然的黑暗之中。
在出口处，我和林老师悄悄对望了一眼。我撮起嘴唇，学吹一支电影里的小曲。

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外婆舍不得开电灯，守着一盏捻小了的油灯打瞌睡，更不忍叫我起

来早读。我跌足大呼，只好一路长跑，跨进教室时，幸好离上课时间还有十分钟。
翻开书，眼前就像在最拥挤的中山路上骑车，脑子即刻作出判断，哪儿人多，哪儿有空档可以穿行，

自然而然便有了选择。我先复习状语、定语、谓语这些最枯燥的难点，然后是背单词。上课铃声响了，

b-e-a-u-t-i-f-u-1， beautiful，美丽的。“起立!”“坐下。”赶快!再背一下。
考卷一发下，我发疯似地赶着写，趁刚才从书本上复印到脑子里的字母还新鲜，便把它们像活泼的鸭

群全撵到试卷上。这期间，林老师在我身旁走动的次数比往常多，停留的时间

似乎格外长。
成绩发下来了，你猜多少分?113 分!真的，附加两题，每题 10 分，我全做出来了。虽然 beautiful 这个

单词还是错了，被狠狠地扣了 7分，但从此，我也把这个“叛逃”的单词狠狠揪住了。

那一天，别提走路时我的膝盖抬得有多高。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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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试卷讲评。我那林老师先把我一通夸，然后要我到黑板上示范，只答一题，我便像根木桩戳

在讲台边不动了。她微笑着，惊讶地，仿佛真不明白似的，在 50 双眼晴前面，把我刚刚得的全班第 1 名
的考卷，重新逐题考过。你猜，重打的分数是多少? 47 分!

放学后，林老师在教室门口等我，递给我成绩单。我偷眼一看，英语一栏上，仍然是叫人不敢正视的

“优”她说:“你的强记能力，连我也自叹不知，以前，我在这方面也是很受我的老师称赞的”沉默了一会
儿，只听见一群相思鸟在教室外的老榕树上幸灾乐祸。她又说:

“但要是你总这么糟蹋它，有一天，它也会疲累的。那时，你的脑子里还剩了些什么?”

还是那条林荫道，老师纤细的手沉甸甸地搁在我瘦小的肩上。她送我到公园那个拐弯处，
我不禁回头深深望了她一眼。星子正从她的身后川流成为夜空，最后她自己也成为一颗最亮的星星，永远

闪烁在我记忆的银河中。哦，我的林老师。 (有删改)

15. 根据提示，完成对选文内容的梳理与概括。(4分)
考试前夜出去看电影，巧遇林老师→ (1) →(2) →放学后，林老师启发教导我。

16. 阅读下面句子，完成对话。(3分)
翻开书，眼前就像在最拥挤的中山路上骑车，脑子即刻作出判断，哪儿人多，哪儿有

空档可以穿行，自然而然便有了选择。

小明: 老师，我觉得这个句子写的太生动了，给人的印象真鲜明!
老师: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吗?
小明: (1)
老师: 你能告诉我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吗?
小明: (2)
17. 仔细揣摩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用第一人称分别写下来。(4分)

(1) 我撮起嘴唇，学吹一支电影里的小曲。

(2) 那一天，别提走路时我的膝盖抬得有多高。
18. 既然林老师最后仍给我的英语成绩打了“优”，那讲评试卷时她为什么还让我逐题重考，

并重新打了 47分?(3分)
19. 说说你对文题“在那颗星子下”的理解。(3分)

第三部分(60 分)
20. 作文。(60分)

“据中心气象台报告，受北方强冷空气影响，我市明天最高气温 0℃，最低气温-8℃，为多年来罕见低
温天气。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防冻保暖工作。”

“天哪!零下 8 度 ? !”

请以上面的文字开头，以“寒潮来了”为题，发挥联想和想象，续写一篇文章。

要求: ①不少于 600字; ②文中不要出现(或暗示)本人的姓名、校名: ③卷面整洁，书

写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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