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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 2022-2023学年上学期期末模拟试卷

初 三 语 文
注意事项：

1.本卷共 19 题，满分 130 分，调研用时 150 分钟；

2.答题前，学生务必将自己的学校名称、班级、调研号、姓名、调研室号、座位号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

字笔填写在答题卷的相应位置上；

3.所有题目必须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写在答题卷指定的位置上，不在答题区域内的答案一律无效，

不得用其他笔答题；

4.学生答题必须答在答题卷上，答在调研卷和草稿纸上无效。

第一部分(25分)
1.阅读下面的一段话，根据要求答题。(6分)

这部古典名著并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而是由众多故事连(zhuì)
而成，表现的是普通士人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书中的大多数人物，熙熙而来，
嚷嚷而去。或唯利是图，自甘堕落；或貌似君子，内心卑污；或故弄(xuán) 虚，欺
世盗名；或倚仗权势，横暴不法；或假作清高，实则(bǐ) 陋；或终老科场，迂腐可
笑。他们全无读“圣贤书”的儒生应有的学识与品格，而是为功名利(lù) 所裹挟，
丑态必露。通过描绘这幅士林的“群丑图”，展现金钱权势对读书人灵魂的毒害，作者清楚地
表明了自己否定功名富贵的基本立场，并通过书中少数淡泊名利、恪守道德、张扬个性的贤
者奇人，寄托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1)根据拼音写汉字。

①连(zhuǐ) ②故弄(xuán) 虚

③(bǐ) 陋 ④功名利(lù)
(2)选文两处画线句中各有一个错别字，请找出来并改正。

① 改为 ② 改为

2.默写古诗文名句，并写出相应的作家、篇名。(10分)
(1) ，夜吟应觉月光寒。( 《无题》)
(2)溪云初起日沉阁， 。(许浑《咸阳城东楼》)
(3) ，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 》)
(4)山水之乐， 。(欧阳修《醉翁亭记》)
(5)身居海外或远离家乡的人，常常会诵杜甫《月夜忆舍弟》中名句“ ，

”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6)李白《行路难》(其一)中的名句“ ， ”经常被后代引用，表达自信或追

求。

3.名著阅读。(6分)
(1)《水浒传》中身居要职的官员往往有特殊的背景，依靠的是亲戚关系或者裙带关系，例如青州的慕容知

府是皇帝的大舅子(他的妹妹是慕容贵妃)。请再举出两个类似的例子。(2分)
(2)《水浒传》中哪位好汉提出“救人须救彻”?请结合相关情节说说其“救人救彻”的具体表现。(4分)
4.有同学拟写了描绘千岛湖风光的上联“晴好一湖照明镜”，下面拟作下联最恰当的一项

是( )(3分)
A.雨奇千岛洗青螺 B.松排山岭万重翠

C.一轮红日染朝霞 D.碧波千顷浮翠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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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45分)
阅读下面一首诗，完成 5-6题。

观 书

【明】于 谦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
金鞍玉勒①寻芳客，未信我庐②别有春。

【注】①金鞍:饰金的马鞍。玉勒:饰玉的马笼头。这里指马鞍、笼头的贵美。②庐:本指村房或小屋。这里

指书房。

5.于谦在诗中盛赞读书好处多多，请作简要概括。(3分)
6.诗作尾联为什么要写到“金鞍玉勒寻芳客”?(3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7~9题。

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也。恺之博学有オ气，尝为《筝赋》成，谓人曰:“吾赋之比
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恺之好谐谑，人多爱狎之。后为殷

仲堪参军，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荆州，恺之尝因假还，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风大
败。恺之与仲堪笺．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还至荆州，人问以

会稽山川之状。恺之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恺之每食甘蔗，
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

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
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①，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②中。”恺之
每写起人形，妙绝于时。尝图裴楷象，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

义熙初，为散骑常待，与谢瞻连省③，夜于月下长咏，谢遥赞之，恺之弥自力忘倦。瞻将
眠，令人代己，恺之不觉有异，遂申旦而止。

初，恺之在桓温府，常云:“恺之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耳。”故俗传恺之有
三绝:オ绝， ，痴绝。年六十二，卒于官，所著文集及《启蒙记》行于世。

(节选自《晋书·顾恺之传)

【注】①妍蚩:美好和丑陋。②阿堵:这个。③连省:官署相连。

7.结合语境，选出下列句中加点字解释最恰当的一项。(4分)
加点字 《古代汉语词典》常用义 选项

(1)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 A.动词，遗失 B.动词，留下

C.动词，舍弃 D.动词，赠送

(2)恺之与仲堪笺．曰 A.名词，文体名 B.名词，书信

C.名词，注释 D.名词，纸张

8.把文中的画线句翻译为现代汉语。(4分)
(1)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睛。

(2)谢遥赞之，恺之弥自力忘倦。

9.世传顾恺之有“三绝”:才绝， ，痴绝，请根据选文补出所缺的“一绝”，并说说理由。(3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0~13题。

【材料一】

11 月 24 日 4 时 30 分，我国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探月工程嫦娥

五号探测器，火箭飞行约 2200 秒后，顺利将探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长征五号遥五运栽火箭发射升空后，先后实施了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一二级分离以及器箭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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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次分高离。嫦娥五号探器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四部分组成，在经历地月转移、近月制

动、环月飞行后，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将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分离，轨道器携带返回器留轨运行，

着陆器承载上升器择机实施月球正面预选区域软着陆，接计划开展月面自动采样等后续工作。

嫦娥五号任务计划实现三大工程目标:一是突破窄窗口多轨道装订发射、月面自动采样与封装、月面

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月球样品储存等关键技术，提升我国航天技术水平；二是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

体自动采样返回，推动我国科学技术重大进步；三是完善探月工程体系，为我国未来开展载人登月与深空

探测积累重要的人才、技术和物质基础。

嫦娥五号任务的科学目标主要是开展着陆点区域形貌探测和地质背景勘察，获取与月球样品相关的现

场分析数据，建立现场探测数据与实验室分析数据之间的联系；对月球样品进行系统、长期的实验室研究，

分析月壤的结构、物理特性、物质组成，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的研究。

中国探月工程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明确的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标志性工程，是党中央着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为推动航天事业发展、促进科技进

步和创新、提高综合国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自 2004 年 1 月立项并正式启动以来，已连续成功实施嫦

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和嫦娥四号等五次任务。

(选自“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有删改)

【材料二】

上图：嫦娥五号飞行的 11 个阶段。（图片来源：国家航天局）

【材料三】

嫦娥五号“挖土”归来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 12 月 17 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

入返回，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随着五号返回器圆满完成月球“挖土”，带着月球“土特产”顺利回家，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嫦五号任务飞控现场旋即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大家纷纷欢呼、拥抱，互致祝贺。

探月工程总指挥、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宣布:“探月工程五号任务取得满成功!”

历经 23 天，嫦娥五号闯过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月面着陆、自动采样、月面起飞、月轨

交会对接、再入返回等多个难关，成功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完成了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

“嫦娥五号任务既是收官之作，更是奠基之作。”嫦娥五号任务新闻发言人、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

工程中心副主任裴照宇表示，嫦娥五号任务是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回”这一步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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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成功实现了月球表面采样返回。 (记者胡喆 彭韵佳)

(选自“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有删改)

【材料四】

胖五:体积大、力气大

上图: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图示。(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10.下面对【材料一】至【材料四】内容的理解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开启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B.嫦娥五号探测器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四部分组成，其中由着陆器负责展开月面工作。

C.嫦娥五号成功实现了月球表面采样返回，意味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又一重大进步。

D.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可谓承前启后，为我国未来的航天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1.根据【材料一】【材料三】的内容，将【材料二】图解中第③步和第⑧步所缺的文字添加完整。(2分)
12.【材料三】中的主标题能否删去?为什么?(3分)
13.请结合【材料四】的内容，对“胖五:体格大、力气大”的特点作具体说明。(2分)

阅读下面一篇文章，完成 14~18题。

不称心的强盗

[日]浅名朝子

①有一位资产颇丰、独自生活的老太婆。人们传说强盗曾多次光顾了她家，可她一次也不曾报警。我

便也揣上一把刀，选定了个风高月黑夜前往她家。本想撞开门闯进去，又怕她犯了心脏病，便按了门铃。

一个白发苍苍、龟背佝偻、五短身材的老太婆把门打开了。我迅速闪进门内，亮出了菜刀。

②“哎哟!我的妈呀!”老太一边扶正了她的老花镜，一边看了看我。

③“按门铃的强盗，天下少见哪!”

④“我来干什么，想你会明白的，识相些，免得我动手!”我虚张了一下声势，想穿着沾满泥的鞋进

屋。

⑤“不脱鞋就进屋，之后不好打扫!你还是换上拖鞋吧!”老太不失庄重地说。我乖地照办了。

⑥屋内有个保险柜。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大串钥匙，然后在保险柜的旋钮上左右拧了起来。

⑦“今晚，只有这些了。”老太婆两手捧出一堆钞票放在了桌上。是一千万日元。尽管不太过瘾，但

我还是把一沓沓的钞塞满了各个衣裳，连央克衫的腹部也被利用上了。

⑧“我为了心中有数，想问一句，你打算怎么用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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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我玩欠赌债破产了，有了这笔钱，我除了还账，余下的还能存到银行细水长流。”我把菜刀塞进

夹克衫里，站起身来，“多谢了，老妈妈，多保重!”

⑩“等一等。”语气像是对自家人一样柔和。我转回身投以无比亲切存的一瞥，不料，

冷的枪口正对着我。

⑪“在警察到来之前，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呆着!你要反抗我可就开枪了!我的枪法棒着呢!”

⑫“您能不能放我一马?”

⑬“我可以向警察为你美言两句，说你这强的举止还大有绅士风度，挺文明的。”

⑭“原来那些传说是假的?”

⑮“传说是真的。”

⑯“那为什么是我你就报警?

⑰“因为你的口试不及格。在你之前来的那个人，他想抢钱去赌马。他从院子里冷不防出现在我跟前，

差点儿没把我吓死。在他之前那个人，玩股票全赔光了，半夜里我一觉醒来，发现那人就站在我的床前，

害得一直失眠。在这人之前的那个人，挖温泉失败了，他是在我洗澡的时候进来的。”

⑱“我不是说过了，把钱存起来慢慢地用吗?他们来你不报警，却这样对待我，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

不称你的心?”

⑲“赌马的这个小子，我告诉他说第 3 跑道的 8-8 号马能头彩，他听了我的就赢了。三

天后，他便将五倍的钞票还给我了!我们是平分了赢头。”

⑳“玩股票的，我教给了他两手，三个月后，虽然少了点，还是以二分利还钱给我。另外还送了我玫

瑰花。”

○21“挖温泉那家伙，我鼓励他挖了三处。结果挖出了泉水。我打算从明天开始去那儿洗一个月的温泉

治治我的神经痛。他每年都要我去呢。其实你的信用卡出了亏空，欠着不还也没什么。如果你说打算用剩

下的钱去买六合彩的话，我本来还能放你一马，可是你却说只把剩下的一半钱存到银行里去，还是你自己

慢慢用。那我这钱岂不是肉包子打狗，哪还有什么捞回油水的指望呢?!”

(郭允海 译)

14.班级同学在阅读完小说后，一致认为按照老太婆处置方式的不同，可以把文中的强盗分

成两类。请据此完成表格。(4分)

15.文中的“我”在老太婆的“口试”中不及格。根据文中有关情节判断，其他三个强盗也经过她的“口试”。

请根据原文内容．．．．．．．，还原老太婆与“挖温泉那家伙”的“口试”的情景对话。(4分)

老太婆：我为了心中有数，想问一句，你打算怎么用这笔钱?
挖温泉那家伙： (1）
老太婆： (2)
16.文中画线语段，如果改变情节顺序替换如下，会改变小说的写作意图．．．．吗?为什么?(3分)

“等一等。”语气像是对自家人一样柔和。我转回身投以无比亲切温存的一瞥，不料，阴冷的枪口正

对着我，“我为了心中有数，想问一向，你打算怎么用这笔钱?”“我玩牌欠赌破产了，有了这笔钱，我除

了还账，余下的还能存到银行细水长流。”

17.老太婆对强盗的两种行为态度，引发了甲乙两同学的争议。一个认为老太婆是智慧和正义的化身，一个

认为是贪婪和自私的化身。请说说你的观点，并简述理由。(4分)
18.老太婆报警后，警察到来后会发生什么?请根据全文内容，揣摩作者意图，在文章结尾处合理补写．．．．警察

对“我”说的一段话。(3分)
赶来的警察听完老太婆的描述后，抬头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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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60分)
19.作文。(60分)
请以“心有一方天地”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文体不限；

②不少于 600字；

③文中不要出现(或暗示)本人的姓名、校名；

④卷面整洁，书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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