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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一单元

第一课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太阳 光明(或:未来)

第二课* 梅岭三章

1.“彩虹似的梦”喻指多彩的生活和美好的梦

想。诗人用这种诗意的表达,虚实结合,营造静美

的意境,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对往昔生活的深切留

恋。“彩虹”远在天边,转瞬即逝,流露出诗人对往

昔已逝、离别在即的伤感之情。

2.用多个叠句突出了诗人由“寻梦”“放歌”到
“沉默”的情感变化,表达了诗人波澜起伏而又无法

言语的心境。同时又形成回环往复的节奏,使诗歌

更具音乐美。

第三课* 短诗五首

1.高山、落叶、秋风

2.相逢喜悦,淡泊坦荡,感伤惆怅。

第四课 海燕

1.因为“白杨”是作者生活的“人标”,当遇到

艰难困苦时,能够激起战胜困难的坚毅和力量;当

遇到歪风邪气时,能够坚持伟岸正直,绝不随波逐

流;当遇到不幸和挫折时,能够不退缩,振作精神,

乐观地迎接挑战。

2.示例一:难过 崇敬 震惊 示例二:痛心

 肃然起敬 惊异

3.运用比喻、排比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写

出了白杨树根的数量多、千姿百态和强大的生命力

及默默奉献的精神,表达了作者的赞美之情。

4.写树身是为下文写树根的数量多、坚韧及

默默奉献的精神做铺垫;写父亲对树的呵护主要表

达父亲对树的珍惜和爱护,衬托树在父亲心中的重

要地位,要为儿子树立榜样。

5.通过父亲的问话,作者得出了不要只看到

表面现象,要深入精神和精髓去发现其本质。

第二单元

第五课 孔乙己

1.服务员背着老婆婆给她买了一碗打卤面、

一个肉饼。

2.①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特点;

②推动情节发展(或“为后面情节做铺垫”),因为天

冷,老婆婆才会想要喝一碗热汤;③环境的寒冷和

服务员、经理的热心形成对比,突出了小说的主题。

3.①二三等奖还未抽出,如果不继续抽奖,经

理就食言了。②写继续抽奖才能引出顾客看穿抽

奖活动并放弃领奖的内容,表明顾客受到经理善心

的感染,突出了善心的传递,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4.动作描写(或细节描写)、语言描写。突出

经理不想让客人看穿他刻意安排这次抽奖活动来

帮助老婆婆的心理,表现了经理的善良和机智。

5.①为人实诚、本分;②关爱老伴,有责任心;

③坚强乐观;④要求不高,容易满足。

第六课 变色龙

1.鹞爷是一个扎风筝技艺精湛、淡泊名利、固

守传统技艺、渴望亲情、对农村前景深感忧虑的民

间老艺人。

2.选(1)“蚕食”形象地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

挖掘机一步步摧毁村庄院落的过程,传达出鹞爷对

农村美好家园渐渐消逝的痛心与无奈。 选(2):

写出鹞爷对农村美好家园的眷恋,对儿孙不在身边

的失落,对风筝技艺后继无人的痛心。

3.这一情节照应了“飘逝的风筝”这一题目;

表现了鹞爷复杂的内心,丰富了人物形象;促人思

考“根”是什么,深化了小说主题。

4.“飘逝的是风筝”,不仅仅是鹞爷给男孩放

的风筝不小心飞走了,飘逝的还是乡村文明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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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活力。由于城市化的进程,传统技艺面临消失,

美丽乡村日渐荒芜,老人孤单留守。小说主旨在促

使人们对现代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乡村文明的保

护之间的矛盾进行思考,呼吁全社会都关注优秀民

间传统技艺的传承、美丽家园的守护和农村留守老

人的生存状态。

第七课* 溜索

1.婆媳争吵,妥协寄居 捐建学校,拾荒依旧

2.示例:这笔钱并不属于我们,我不能拿来给

你们买房子;先前收养孩子时你们争吵阻扰,现在

凭什么来要这笔钱;这笔钱,我要用它来回报社会。

3.示例一:动作描写。通过对拿钱的系列动

作的描绘(答成“运用动词咬、撕、揭”也可),准确生

动地写出了王婆婆救弃婴的决心,对这笔钱的不

舍,王婆婆的善良仁爱(答到两点即可)。 示例

二:细节描写。对存钱位置的描述,表现了王婆婆

这笔钱来之不易和对钱的珍视。(也可答“动作细

节”表现王婆婆的决心和不舍)。 示例三:比喻。

将揭开包裹钱的小袋子的过程比作“一层层剥开自

己的心”,表现了王婆婆对这笔钱的不舍。

4.②③段详细描绘弃婴的状况和王婆婆捡拾

弃婴的过程,更能够充分展示弃婴的可怜和王婆婆

的善心。段中,学校的修建过程对王婆婆形象的

塑造和对全文主旨的表达作用不大,故一笔带过。

5.①王婆婆儿子儿媳拒绝收养弃婴,丢弃了

善良;②王婆婆儿子儿媳想要用爱心款来买房,丢

弃了淳朴(或:“正确的金钱观”、“纯真”);③婴儿的

父母抛弃孩子,丢弃了责任。

第八课* 蒲柳人家(节选)

1.焦急 埋怨(抱怨) 愤怒(生气)

2.(1)运用反衬(或对比)的手法,表现了“我”

在母亲车祸后,既心疼母亲,又愤怒被人欺骗的郁

闷心情。(2)通过肖像(或外貌)描写,表现大叔生

活困难,处境不如意,暗示他诚信,善良的性格特

点,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3.①标题新颖别致,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②线索作用,纸条贯穿全文,由“失号码条”到“得号

码条”,最后“打欠条”,使文章结构连贯,一步步推

动情节的发展。③刻画人物形象,正是通过这两张

纸条的展示,揭示大叔诚信、善良的性格。④深化

文章主题,大叔作为车祸的受害者,反而始终坚守

诚信的美德,发人深省。

4.示例1:不会。结尾处既点出了大叔同样是

车祸受害者、生活十分困难的事实,也通过“有意无

意”这一神态描写,暗示了“我”态度的变化。“我”

放弃让大叔还钱情节的补充。更能表现出对善良、

诚信美德的褒扬。 示例2:会。从全文来看,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十万元并不是个小数目,情
节中也有“母亲”“一人摊一半”的暗示,而且“我”的
态度一直比较恶劣。通过要求“还钱”这一结尾的

补充,更能流露出对当下社会伦理道德日益沦丧的

忧虑与反思。

综合性学习:岁月如歌———我们的初中生活

一、1.示例:班级档案、班级宣言、班级成员寄

语、班级大事记、班级毕业照等,只要与班级成长着

美即可。

2.示例:弯弯,豆蔻年华,名字特殊,取自“弯
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弯弯喜欢文科,语文成绩不

错,可是数学成绩烂到令人咋舌,十岁乖表妹都会

的题她也能出错,因而她的口头禅是“天妒英才

啊!”

3.示例1:看一眼班级的黑板 摸一把同学的

桌椅 示例2:听一回校园的广播 想一下老师的

话语(答案不唯一)

二、1.示例:A.颂师恩 B.炫青春

2.示例:忆往昔,岁月如歌。朵朵白云记录了

人学的铮铮哲言;茵茵绿草闪烁着竞技的滴滴汗

水;依依杨柳倾听过青春的甜甜畅想……

3.B(A.侧重于“桃李成荫”即学生;C.侧重于

“一代桃李”即学生)

4.示例:①活动时间、地点 ②活动内容与形

式 ③参加人员 ④活动的具体安排等。

三、1.明天你是我的骄傲。

2.春风化雨是您耐心教导,废寝忘食是您认

真负责。初中三年,日暮稀,恩师情未了,来了刻明

月,盈水及地。感恩遇见您,我的恩师。

3.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理由:虽然我们将分离,但只要我们的心在一

起,友情依旧可以长留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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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第九课 鱼我所欲也

1.A(A项,该句的意思是:燕雀怎么能知道鸿

鹄的志向呢? 由此可见“鸿鹄之志”是一个表意完

整的概念,是个偏正短语,是橘子的宾语,不能分

开。正确的划分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B项,

把动词“驱”与后面的补语断开。正确。C项,把主

语“侃”与谓语“为”断开。正确。D项,把谓语“非

如”和后面的宾语部分“吏民生此土也”断开。正

确。)

2.D(D项,对李侃的陈述没问题,但是李侃妻

子杨氏亲自煮饭犒赏他们,并没有出现“发动全城

妇女”内容。所以该项理解错误。)

3.①焉:在这里 ②义:坚持正义 ③固:坚
守 ④遽:立即

4.(1)(大家)应当一起拼死守城,怎么能忍心

失去操守投降侍奉敌人呢?  (2)适逢敌将中箭而

死,(敌人)于是退兵离开,项城最终得以保全。

【参考译文】

姓杨的烈妇,是李侃的妻子。建中末年,李希

烈攻陷了汴州,又谋划袭击陈州。(当时)李侃担任

项城令,李希烈分派几千兵卒攻克平定了许多县

城,李侃因为守卫的城小,而来犯的李希烈部队精

锐,想要放弃项城离开。他的妻子杨氏说:“(您是

县官)叛贼到当坚守;力量不足,就战死。假如您逃

跑,那么谁来守城?”李侃说:“兵力少,财源匮乏,该

怎么办?”杨氏说:“假如不守住,县城将被叛贼抢夺

去,粮仓里储藏的都成了叛军的积蓄,政府的财库

都成了他的财产,百姓都成了他们的士兵,国家还

有什么呢? 请重赏招募敢死的士兵,尚且还有挽救

的余地。”于是李侃在庭院召集官吏百姓说:“县官,

确实是一城之主,虽然如此,任期满了就离职而去,

不像吏民百姓那样是本地人,祖坟在这里,(大家)

应当一起拼死守城,怎么能忍心失去操守投降侍奉

敌人呢?”众人都流泪答应了。于是李侃当众宣示:
“凡是用砖瓦石块击中贼人的,奖赏他千钱;用刀箭

兵器之类杀死敌人的,奖赏他万钱。”招募到数百

人,李侃带领他们登上了城墙。杨氏亲自为他们煮

饭让他们吃。李侃对敌人喊话说:“项城父老,坚持

正义而决不从贼,即使得到我们的城也不能显示你

们的军威,不如赶快离去;白白地失利,没有什么好

处。”叛贼都笑了。这时有飞来的箭射中李侃的手,

李侃受伤回到家。杨氏责备他说:“你不在,那么谁

能固守阵地! 即使死在城上,也比躺在床上疗伤

强。”李侃就忍着伤痛,登上城墙。适逢敌将中箭而

死,(敌人)于是退兵离开,项城最终得以保全。李

侃(因为有功)调任绛州太平(今山西临汾)县令。

第十课* 唐雎不辱使命

1.(1)接受 (2)被杀 (3)后人 (4)凭

2.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

3.(1)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臣子也就不能单

独保全自己的家族。 (2)这也是帝王应该感到羞

愧的。

4.君主能接受忠言,虚心纳谏,臣子能直言进

谏,要施行仁政,关爱百姓。(围绕这几方面答题即

可)
【参考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君臣本应共同安

定天下,安危与共。如果君主能接受(臣民)忠诚的

谏言,臣子能够直言进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

默契,这是自古以来治国所重视的。如果君主自身

贤明,而臣子却不匡正辅佐,想要国家不危难灭亡,

是不可能的。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臣子也就不能

单独保全自己的家族。像隋炀帝(为人非常)暴虐,

臣下不敢进言,终于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后

隋朝灭亡,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这个惨

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久远,我和各位大臣哪能不谨

慎,不能被后人所耻笑啊!”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周朝与秦

朝刚得到天下的时候,治理国家的方法是不一样

的。但是周朝推行仁政,积累功德,所以能够将自

己的基业保持八百年。而秦朝肆意骄奢淫逸,喜欢

施行刑罚,所以只经历了两代帝王就灭亡了。这难

道不是施行仁政可以延长国运,施行暴政可使国运

衰败吗? 我又听说桀、纣虽为帝王,(但是)即便与

平民作比,平民也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颜回和闵

虽是平民,但与帝王作比,帝王也以此为荣耀。这

也是帝王应该感到羞惭的。我时常用这些事对照

自己的行为,并经常告诫自己,担心自己哪里做得



课堂学案·九年级语文(下册)·全国版

240  

不足,被人嗤笑。”

第十一课 送东阳马生序

1.C 解析:A.禁止/停止;B.去掉/离开;

C.从;D.剥削/雕刻。

2.B

3.C 解析:文中说老百姓偷盗的原因是由于

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
百姓的饥寒逼迫上身,所以就顾不得廉耻罢了,而

不是他们没有廉耻观,因此选C。

4.(1)(我)让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

他们自然就不会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

呢! (2)所以国君的忧患,不从外界来,常常从自身

生出。

【参考译文】

皇帝与群臣议论怎样禁止盗贼。有人请求使

用严厉的刑法来制止。皇帝微笑着说:“老百姓之

所以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

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的被饥饿所迫,所以就顾

不得廉耻罢了。我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减轻

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让老百姓

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做盗贼

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从此几年之后,天下

太平,没有人拾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给自己),大

门可以不关,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皇帝曾对身边

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依靠剥

削民众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

饱而身死,君主富裕,国家却灭亡。所以国君的忧

患,不从外界来,常常从自身生出。欲望兴盛,费用

就会增大;费用增大,赋役就会繁重;赋役繁重,民

众就会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会危急;国家危急,

君主就会丧失政权。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就不敢

放纵自己的欲望了。”

第十二课 词四首

1.“逐”字有追逐的意思,突出了游人之多、兴
致之高,表现了众人游春的热闹情景。“出”字有飞

出、荡出的意思,突出了打秋千人的情态,使画面富

有盎然生机。

2.写出了词人旷达不羁、乐而忘形的情态。

蕴含着词人追求欢乐、排解苦闷的情感。

【参考译文】

堤上踏青赏春的游人如织,踊跃追逐着湖里的

画船,春水荡漾,四周水天相接,波涛击打着堤岸。

湖畔绿杨掩映的小楼之外,传出秋千少女的欢愉之

声。

莫要笑话满头白发的老翁还头插鲜花,我随着

委婉动听的《六幺》琵琶曲调,频频交杯换盏。人生

万事,何似对酒当歌?

名著导读 《儒林外史》:讽刺作品的阅读

1.C(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

亚,在其喜剧作品《威尼斯商人》中塑造了一个贪

婪、阴险的吝啬鬼形象———夏洛克)

2.C(A.《江城子·密州出猎》的作者是苏轼;

B.“说”是一种可以叙事、也可以议论的文体,不只

是抒情;D.《儒林外史》描写的是一些深受八股科

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世俗风气的败

坏,而不是商人及官绅的活动)

3.儒林外史

4.严监生是个典型的悭吝鬼,他花费的银子,

实在都出于不得已,有两个细节可以使读者体悟到

严监生性格深处的苛刻贪吝:其一,当王氏死后,赵

氏提起要送与两位舅爷赶考盘程银子时,严监生听

而不言,“桌子底下一个猫就扒在他腿上,严监生一

靴头子踢开了”。这个猝然之间的暗暗发狠的动

作,正是他此刻怜惜银子、憎恶两个舅爷的心理流

露。其二,严监生临终之际,伸着两个指头就是不

肯断气,大侄子、二侄子以及奶妈等人都上前猜度

解劝,但都没有说中,最后还是赵氏走上前道:“爷,

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

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根

灯草,他方才点点头,咽了气,这些细节对那些悭吝

乡绅的揭露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同时也为严监生的

性格塑造添上了极传神的一笔。

第四单元

第十三课 短文两篇

1.“母语是教育的起点”或“真正的教育由之

开始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对象”。

2.运用了比喻论证,把“母语”比作“文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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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形象地论述了母语在心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使深奥抽象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

3.B

4.示例:汉字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写一手

好字,不但便于与人交流,还体现我们个人的修养

和情趣。同时,我们在书写过程中学会了思考、表

达和交流,还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血脉。用键盘打

字,字体规范、速度快、准确性高。所以,我们既要

重视汉字书写,也要重视键盘打字,把键盘打字作

为学习汉语的辅助手段。

第十四课 山水画的意境

1.以朴素为美,讲究仪表的自然美,重视衣着

打扮的干净整齐得体,体现了崇尚勤俭的内在美,

这种既重外在美又重内在美的人才真正懂得美的

表现。

2.第①段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第②③
段分别阐述了什么是朴素美,为什么朴素是一种

美。第④段总结全文,强调了以朴素为美正是懂得

美的表现。

第十五课* 无言之美

1.谢绝,既要把事情回掉,还要感谢人家的

“好意”;既要语言委婉,合乎情理,又要坚决而不妥

协。拒绝,明确地表示不愿意做或不愿意。

2.开头通过弗朗西斯·克里克的谢绝书,引

出本文的论点;同时这个故事作为事实论据证明中

心论点;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顺利展开论述。

3.不能删去。第四自然段举出茅盾的例子,

他的谢绝很客气,带有商量的味道,以致写作计划

基本落空,和③、⑤两段形成对比,突出强调了“谢

绝既要语言委婉,合乎情理,又要坚决而不妥协”的

道理,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4.示例:要珍惜假期的学习时间,学会谢绝,

可以帮你节约时间;学会谢绝,可以帮你集中精力

干事情。要适时关闭手机,以减少各种“热情”干

扰。让自己全神贯注地学习。

第十六课* 驱遣我们的想象

1.中国文学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的使命。

(或第①段首句)

2.②段和④段的内容与①段“它不仅对个人

品行的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

民族意志的锻造,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

的句子相照应;②段从论述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

入手,④段从对民族意志的锻造上阐述,二者是递

进关系,不可调换。

3.举例论证,具体论证了文学对民族精神的

构建要从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入手的道理,进而

论证中心论点,使论证充分,更有说服力。

4.示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的杜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范仲淹:“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
辛弃疾等。

口语交际 辩  论

1.示例:我认为媒体对“小诗人”的过度关注

和热捧是“捧杀”,会毁了孩子的前程;如题目中所

说的九岁小男孩,他的正常的生活与学习都受到的

干扰,这会让年龄过小的他无法承受压力,而畏惧

写作,扼杀他的天才。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他没有

将媒体的关注当作压力,而是引以为豪,这又会助

长他的骄傲情绪以及功利心,也会扭曲他的创作心

态。

2.示例1:我赞同取缔。路边摊点大多属于无

证经营。往往不受有关部门的监管,产品质量、卫
生条件都难以保证,部分人还会违规占道经营,造
成交通拥堵。

示例2:我认为应该妥善处理,不能盲目取缔。

路边摊点经营收入往往是某些家庭的主要经济来

源,盲目取缔会给一些家庭造成生活上的困难,不
利于社会稳定。取缔一些摊点,会给居民生活带来

不便。

3.随着微博、微信等的迅速发展,人们可以通

过手机等移动终端随时随地的获取海量的碎片化

信息。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碎片化阅读

时代,似乎一切信息、知识,唾手可得,阅读显得如

此轻松、容易。针对这一现状,某班级准备就碎片

化阅读的利弊分正方反方展开辩论,请你选择一

方,在辩论会上陈述观点。

4.示例一:我赞成加父母为微信好友,就会多

一种渠道,让父母及时了解我们的想法和需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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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与父母关系更融洽。

示例二:我不赞成加父母为微信好友。我们长

大了,需要个人空间,如果加父母为好友,会时刻受

父母的关注,对我们个性发展并不利。

第五单元

第十七课 屈原(节选)

1.①儿子(14岁时)贪玩(在森林中)迷路,在

父亲带领下走出森林。②儿子无力还贷,父亲卖房

帮助他走出困境。

2.(1)(自然)环境描写。渲染森林的黑暗和

恐怖,烘托了儿子害怕的心理。 (2)动作描写。

表现了父亲带领儿子走出森林后内心的轻松。

(或:外貌描写。形象地表现了父亲带领儿子走出

森林的艰辛)

3.父亲没有看到灯光。理由:父亲说看到了

灯光,不过是对儿子的安慰。①父亲的身高只比儿

子高半个头;②从迷路到小木屋的漫长过程中,儿

子多次顺着父亲说的方向看去,都是黑乎乎的;

③父亲进小木屋时,“长舒了一口气”,表明他心里

一直没有底。

4.示例:①沉着镇定。面对困境,父亲并没表

现出惊慌,而是一直安慰儿子“别怕”“总会有办法

的”。②充满智慧。迷路后,父亲用善意的谎言“前

面有灯光”激励着儿子跟着他走出森林。(或:乐观

坚强、有担当、对儿子有着深沉的爱……)(要求:答

出两点,结合内容,言之成理即可)

5.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形象地写出了父亲

对儿子在成长困境中的引领作用,如一盏灯,照亮

并温暖儿子一路前行,表达了儿子对父亲的敬佩和

感激之情。

第十八课 天下第一楼(节选)

1.①家庭发生变故,辍学打工供弟弟继续读

书 ②开办机械加工厂,资助许多孤残儿童读书

2.①“我”是小说的线索人物,通过“我”的见

闻将秋明的人生阶段串联起来;②“我”是秋明人生

经历的见证者,以第一人称来写增强了小说的真实

性和亲切感;③直接描写“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有

利于塑造人物形象。

3.(1)“笑”表现了秋明给我们演示有趣的化

学实验,看到我们惊讶的表现时内心的高兴和得

意。 (2)“笑”表现了秋明回忆自己遭逢家庭变故

后,化学家梦想实现不了的无奈和伤感。

4.对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为下文叙述秋明

因家庭变故化学梦破灭后的表现做铺垫,使故事的

发展一波三折。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这些细节

描写突出了秋明对于化学的热爱以及善于钻研、做

事认真的特点。

5.①上初中时,秋明给我们演示的化学实验

很美,很有趣;②秋明没有成为化学家,却凭自己的

努力,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并资助弧残儿童,这种变

化就像化学反应一样美丽。

第十九课 枣儿

1.青莲迷上青衣;青莲拜师学戏,出师成名;

青莲弃演青衣;青莲重演青衣。

2.第④段通过神态、动作、声音等正面描写,

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写出柳月如高超的表演艺

术。第段侧面描写,通过表姑的话表现了柳月如

热爱戏曲,淡泊名利,坚守信念,至死不渝的高尚品

质。

3.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写出青莲内心产生

了激烈的斗争,明白了戏剧功底对自己的帮助,明

白了师傅对传统戏剧的坚守,推动情节发展。

4.表现了青莲对师傅的愧疚和完成师傅遗愿

的决心;表达了青莲对戏曲的热爱;照应前文,反映

了对传统戏剧(传统文化)的继承。

5.柳月如和青莲都是技艺高超的青衣表演

者;情节围绕青衣展开,“大青衣”贯穿全文始终;突

出主题,青衣代表传统戏曲,体现出传统艺术的永

恒生命力。

6.示例:戏曲文化博大精深,充满魅力,丰富

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将传统文化继承发展下

去。

第六单元

第二十课 曹刿论战

1.(1)完,尽 (2)打水,取水 (3)使(人的心

情)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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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或雨作云蒸/醇醇而浑/盖山泽通气/应
于名源矣。

3.我喜爱它(井泉)的清白和有德义,(它)可
以成为官吏们效法的榜样。

4.井泉特点:晶莹澄清,味道甘美,渊然不竭;

暑凛冬暖,应于名源,以茗试之,甘液华滋,悦人襟

灵。详写“嘉泉”之“嘉”是为了突出它的美好品质,

表达对它的喜爱之情,为下文作者阐述为官之道做

必要的铺垫。

5.读到了一个爱国爱民、有着高尚为官节和

远大政治理想的范仲淹。第一句感叹句,作者极力

希望自己没有玷污“清白”这个名节,努力做一名清

明廉洁、克己奉公的好官。第二句,表达了作者努

力追随“古仁人”的强烈愿望,学习他们忧国忧民,

奋发向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伟大精神。

6.作者在清白堂,联想到命名者范仲淹和会

稽太守刘宠,赞美他们清正为民的风范;勉励自己,

也告诫后继者应该秉承二贤遗志,以清白自律,教
化百姓。

【参考译文】

一天,(我)命工役割去草蔓把场地开辟出来,

从中得到一口废井。立即呼叫工役将井中的泥浆

和沉淀物挖出来,观察此井好还是不好,说:“是好

泉。”于是将井口封住,等井中的水慢慢澄清。三天

之后从井中打水观看。泉水清而色白,品尝井水,

味道十分甘甜。水深有丈余,把系桶的大绳垂下

去,还没有探到井底。当大暑天时,饮之像吃白雪,

咀嚼轻冰,清凉沁脾。当严冬之时,如果遇到冬天,

就像得到温暖的春天,井水温暖。下雨时云气升

腾,井水也变得浑浊起来。原来是山水通气,顺应

于名水的源头啊。又招来嘉宾,用建溪、日铸、卧

龙、龙门之茶泡水试喝,茶水甘甜润泽,使人胸怀和

心神都觉得清爽。

我喜爱它(井泉)的清白和有德义,(它)可以成

为官吏们效法的榜样。于是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

“清白堂”,又在井的一侧建了一个亭子,起名为“清
白亭”。我差不多都居住在这个“清白堂”,登上这

个亭子,不玷污“清白亭”的名字。

第二十一课* 邹忌讽齐王纳谏

1.(1)A (2)B

2.示例1:语出《记承天寺夜游》,意在借交错

纵横的水草表现堤外湖水的清澈。 示例2:语出

《记承天寺夜游》,意在表现堤外水中水草纵横交

错,柔美飘逸。

3.(1)B (2)A
4.在作者看来,桃花“缤纷”不及垂柳“绿影依

依”,柳树绿荫还可以让渔夫停舟小憩,这种景象,

颇有“彭泽家风”,让作者很是自得。如此意境,轻
松舒畅。作者取名“柳陌”,正是想表现自己与陶渊

明心灵相通,寄托他闲适恬淡的人生志趣。
【参考译文】

出了寓园,(我)从南堤到达豳园,北堤是丰庄

所进入的道路。介于两堤之间,有好像排列的屏风

那样的(桃柳),得到张灵墟书写“柳陌”的名称。堤

旁间隔种植桃树和柳树,每年到了春日,落花纷纷,

微风偶尔吹过,红花像雨点一样落满了游人的衣

裙。我以为比不上几株垂柳,绿色的树影依依。许

渔父停止划桨,在碧绿的树荫下,听黄鹂鸟的叫声,

更加不失为像陶渊明归隐后那样的生活风貌。这

就是我不写“桃”而写“柳”的用意啊。像那一个河

堤之外,水中水草纵横交错,竟然是水中含绿,波涛

像云一样忽然耸立,烟雨之中,烟气轻微飘飘,拨桨

面对水流,没有不这样率性、酣畅淋漓的了。

第二十二课 出师表

1.B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词语词义的理解。B
项中两个加点的“为”的意思分别为:动词,写/介
词,替;其余三项中加点词的意义分别为:A.两个

“异”都是“奇怪”的意思;C.两个“明年”都是“第二

年”的意思;D.两个“求”都是“寻找”的意思。

2.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

3.“赐”是赐予的意思,体现了苏轼对父亲的

敬重与感恩,“付”是交给的意思,表现了苏轼把天

石砚交给儿子时的郑重与期待。这两个词都寄寓

了苏轼对天石砚的珍爱之情。

4.示例一:相同。天石砚无贮水处,从“形”来
说,不免有些遗憾,但它色泽温润、质地细腻、发墨

甚多,是天生的好砚,这才是砚“德”之所在。苏轼

以砚之德喻人之德,极称“德”之可贵,这和刘禹锡

在《陋室铭》中表达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示例

二:不同。天石砚“形”的缺陷也令苏轼遗憾,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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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以“德”废“形”,他认为事物的“德”与“形”皆有

可取之处,就看如何取舍;而刘禹锡唯“德”为重,

“形”之陋在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

【参考译文】

苏轼十二岁的时候,在所住的纱縠寓所窄沟

里,和一群少年做掘地的游戏。得到一块奇异的石

头,形状像鱼,外表温润晶莹,为浅绿色。外表和里

层都点缀着细小的银星,击打它就发出铿锵的声

音。试着拿它当砚使,很能发墨,只是缺少贮水的

地方。先父说:“这是一方天然砚,具有砚的品质,

就是形状不太完整罢了。”于是把他还给我,说:“这

是你文章发达的祥瑞之兆。”我十分珍爱地使用它,

而且为它写了篇铭文说:

一旦接受了上天的造就,就永远不再改变初

衷。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体。如果两者都

有,那我取法什么? 仰人鼻息跪人脚下,这样的人

世上多有。

元丰二年秋七月,我获罪入狱,家属流离失所,

书籍也丢失散乱。次年来到黄州,寻找我那方砚

台,却怎么也找不到,以为把它丢失了。元丰七年

七月,船行到当涂地界,打开书箱,忽然又见到了

它。(我)非常高兴,于是把它交给儿子苏迨和苏

过。装砚的匣子虽然不十分精致,却是先父亲手刻

的得到此砚的地方,并命匠人按砚的形状做的,不

能更换。

第二十三课 诗词曲五首

1.词中写岸边烟雨朦胧,花瓣伴着雨滴飘落

水中,鹧鸪几声啼叫,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妻凉

孤寂的画面,借景抒情,为下文渲染了离愁别恨的

思乡之情做铺垫。

2.C 解析:《南乡子》一词中“远客”的心境:

身在遥远异乡,内心孤独凄凉,思乡之情更切,但词

人却只能在潮退的日暮春色里,遥寄乡愁。C项词

句,将士们饮“浊酒”更加重了戍守边疆的思归之

情,然而功业未成,难以还家,只有在杯酒中表达内

心的孤独凄凉,寄托思乡之愁。

名著导读 《简·爱》:外国小说的阅读

1.明快愉悦或生机勃勃 误会消除(解决、冰

释) 确立(持续、发展)

2.“我”下的“决心”具体指:简·爱离开圣·

约翰去找罗切斯特。

3.《简·爱》 简爱把叔父留给她的(两万英

镑)遗产,平均分给四人(圣约翰、玛丽和戴安嫌,包

括她自己)。

4.(1)A 解析:阅读《简爱》中有关“红房子”

的“简爱的表哥约翰欺负她,她终于耐不住长久的

欺凌反手跟约翰打了一回架,但是舅妈偏袒自己的

儿子并认为简是一个爱说谎的孩子……将简关进

了红房子”情节可知,这是其第二章的内容,不是

简·爱离开罗切斯特到两人重逢这段时间内的情

节。

(2)示例:全译本在表现人物心理、塑造人物性

格等方面要细腻丰满得多,比如【甲】中罗切斯特的

两段话,三个问号,两个“活生生”,两个“的确是”

等,在反复疑问和确认中,生动地写出了他似信非

信的惊疑,似幻非幻的惊喜。没有简·爱的日子

里,罗切斯特无所事事,万念俱灰。此刻,他是怎样

的“甜蜜的疯狂”啊! “我亲爱的主人”“我活生生的

宝贝”等语句,也饱含爱人之间的温度与热度,具有

极强的现场感和感染力。如果像【乙】那样只保留

故事主要情节而删减了那些细腻独到的描写,男女

主人公的性格不会那么真实、立体、丰满,《简·爱》

的文学价值也会大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