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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益阳市一中高一新生入学考试 

语文试题 
时量 120 分钟    满分 100 分   

一、积累与运用（20 分） 

1、给下面这段文字中的加点字注音和看拼音写汉字。(每空 1分,共 2分) 

其实，我们常怀感恩之心——感谢异族他邦对于中华文物的厚爱，感谢国际友人对于

中华文物的呵护，感谢国际社会对于中华文物的盛赞，但是，对于商人们的漫天要价，我

们不妨 shì       目以待。对于古董界的待价而沽策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份矜．     持、

一份清醒。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法律途径，通过外交手段，通过公平交易，那些流

失海外的中华文物一定会以各自合适的方式，踏上回乡之路。 

          shì       目以待                       矜．        持 

２、用课文原句填空。（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①己所不欲,             。（孔子《论语》） 

②        ，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③人生自古谁无死，            。（文天祥《过零丁洋》） 

④《陋室铭》中写陋室不陋的主要原因的句子是                  。 

⑤由“四面湖光收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副对联，你能想到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

两句话：                          ,                                  。 

３、下面这段文字中有两处语病，请把它们找出来并加以改正。（2 分） 

①今年 7 月，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会迎来一次日全食。②本次日全食持续时间长达

两个多小时左右。③日全食这一天文奇观，将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④

为此，江苏正在系列开展日全食科普宣传活动。 

第    句，修改意见：                                                               

第    句，修改意见：                                                                

4、仿照示例，在横线上补上恰当的句子。(3分)     

如果你是鱼儿，那快乐就是一汪清凉清凉的水；如果你是小草，那快乐就是一束暖暖

香香的阳光；如果你是                    ，那快乐就是                         ；

如果你是                        ，那快乐就是                                。 

5、阅读古典名著，回答问题。（2分） 

那怪一闻此言，丢了钉耙，唱个大喏道：“那取经人在哪里？累烦你引见引见。”行者

道：“你要见他怎的？”那怪道：“我本是观音菩萨劝善，受了他的戒行，这里持斋把素，

教我跟随那取经人往西天拜佛求经，将功折罪，还得正果„„今日既是人与他做了徒弟，

何不早说取经之事？” 

选文中“那怪”指：_________，请写出以他为主角的一个故事名称：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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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综合性学习（6分） 

新春伊始，我国西南部地区五省市即遭遇大范围干旱。下面是几则关于干旱的材料。

认真阅读分析材料，完成后面各题。 

 [材料一] 

西南各省区市旱情 

省区 旱情级别 旱灾详情 经济损失 

  云南 
特大干旱，

百年一遇 

全省就已经有 780 万人、486 万头大牲畜饮水困

难；秋冬播农作物受灾 3000 多万亩，占已播种

面积的 87% 

因干旱全省农业直接

经济损失超过 127.88

亿元 

  贵州 
特大干旱，

80 年一遇 

88 个县(市、区)中 84 个不同程度受灾；受灾总

人口 1728 万人；557 万人、267 万头大牲畜饮水

困难；312.9 万人需口粮救济 

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28.77 亿元 

  广西 严重干旱 

13 个市出现旱情，农作物受旱面积 1126.38 万

亩，因旱导致 218.12 万人、111.17 万头大牲畜

饮水困难；需要送水度日的人数为 31.86 万人 

因干旱农业直接经济

损失 15．1 亿元。  

  四川 中旱 
截至 3 月 16 日，旱灾造成四川省 13 个市州 55

个县市区 616万人受灾，131万人饮水发生困难。 

直接经济损失 13.8 亿

元 

  重庆 
轻旱到中

旱 

全市 34 个区县出现旱情，农作物受旱 270 万亩，

94 万人、42 万头大牲畜因旱出现临时饮水困难 
    

  

[材料二] 

干旱级别简介  

特大干旱(一级红色预警)：多区县发生特大干旱，多县级城市发生极度干旱 

严重干旱(二级橙色预警)：数区县多个乡镇严重干旱，或一区县发生特大干旱 

中度干旱(三级黄色预警)：多区县发生较重干旱，或个别区县发生严重干旱 

轻度干旱(四级蓝色预警)：多区县发生一般干旱，或个别区县发生较重干旱 

[材料三] 

为了经济效益，西南一些省份一直在砍伐原生态林，大力种植橡胶林和桉树林。而这

两种速生丰产林都被形象地称之为“抽水机”，涵水能力很差，大面积种植会导致地下水

位下降。此外，桉树还是“霸王树”，它生长了，其他物种会慢慢地退缩，最后造成桉树

林都是地表光秃秃的，生态遭受颠覆性的破坏。根据有关资料，云南橡胶林集中的西双版

纳地区，上世纪 80 年代后，有雾日减少了 30 天，现在更减少了 60 天，说明当地湿润度

下降，区域性气候出现变化。而现在，云南橡胶林面积达 300 万亩，桉树林的规划面积更

达到 3000 万亩。 

（1）阅读以上材料，按要求完成下面二题。 

①分析材料一和材料二，用简要的文字概述两则材料的主要信息。（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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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②材料三说明了什么问题？（2 分） 

答：                                                                                   

（2）地球的水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节约用水。节约用水是指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

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怎样节约用水

呢？（2 分） 

答：                                                                              

二、文言文阅读（10 分） 

阅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完成文后问题。（10 分） 

①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

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②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③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7、  本文选自《    》；孟轲是我国    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

的代表人物，地位仅次于    ，后世称为    。（２分） 

8、解释下面加点的词的含义。（２分） 

⑪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  举：                            

⑫ 衡．于虑  衡：                                 

9、把下面的文言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 分） 

⑪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⑫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0、文章开头列举的六个人物的事例，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从他们的事例中你获

得什么感悟？（２分）  

答：                                   

                                                                      

三、现代文阅读（30 分） 

（一）阅读下面这段文字，完成文后 11～14 问题（10 分） 

海水淡化的困境 

    ①随着近几年淡水资源的不断枯竭和海水淡化成本日益降低，海水淡化工业已经像全

球变暖一样炙手可热．．．．，让国内外的科学家、商人都想在这一领域大干一场。据统计，到 2006

年初，全球已经拥有了 12000 多座海水淡化厂，有每天制造 4000 万立方米淡水的能力。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4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1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32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32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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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 2010 年底，这个规模还能增长 12％。 

②所谓海水淡化，其实是从海水中提取淡水的一项复杂而艰难的技术。反过来讲，

海水淡化过程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海水浓缩”的过程。就拿目前比较流行的反渗透处理

法为例吧：当海水从半渗透膜通过时，只有像水分子那样小直径的分子可以来去自如，而

像盐分子这样的大个分子却只能“吃闭门羹”，被乖乖挡在外面，由此而增加了海水的浓

度。科学家们为了保证淡化的质量，防止小孔被过多的盐分子堵住，浓缩的海水需要被及

时带走。这就导致海水淡化会产生副产品——“淡化废水”，这种废水既高盐度，又高碱

度，并且其中富含重金属，对水下生物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这种环境问题在海水淡化应用

最广泛的地区——中东地区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因为该地区拥有世界的 50％海水淡化能

力，每天能生产 l000 多万立方米的淡水。由此可以肯定淡化废水的排放量也是惊人的。仅

海湾地区，每秒钟可以生产 115 立方米的淡水，但是每秒却制造 1000 立方米的浓缩海水，

就快赶上当地最主要的沙特阿拉伯河的径流量每秒 1456 立方米了。如此发展下去，海水

会越来越浓，海洋会越来越稠了。 

③淡化废水排放虽然不像化工厂泄露那样见血封喉，但是排放出来的化学物质数量

也是十分庞大的。其中，最让人关注的两种物质就是氯和铜。海水淡化厂引入的海水通常

需要经过氯气消毒。溶解的残留氯气排放出来大部分会自发地分解和稀释掉。然而相关毒

物学研究表明，低浓度的溶解氯气依然是海洋生物的“鹤顶红”。因此美国环境管理局规

定，海水中氯的长期观测值应该低于每升 7．5 微克，短期值也不得超过每升 13 微克。更

为致命的是，氯和水中的氧形成的化合物，结合海洋中的有机物可以形成对身体造成不可

逆损害的致癌物。 

④和单独的物理化学分析不同，现实中的淡化废水不是简单的毒性叠加，而是一个毒

药的“满汉全席”。通过复杂的机理，盐度、碱度、高温和化学属性很有可能相互增强。

然而我们对这些潜在的复合毒性还知之甚少，需要更多相关的研究来揭示其中的奥秘。另

一方面，海边生态环境对淡化废水的排放也有很大影响。例如，海底的海草、水藻和珊瑚

礁能降低海水的流动和海底沉淀物的迁移，从而把废水排放问题转换为局部环境的灾难。

因此，淡化废水排放口的位置应该尽量躲开这种海底动植物茂密的地方。 

    ⑤纵使海水淡化困境重重，然而面对日益紧张的淡水资源，海水淡化仍然是我们需要

给予考虑的方法之一。目前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十全十美的，因地制宜和正确地施用科学，

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我们需要的东西。    （选自《百科知识》2008 年第 9 期有改动） 

11、.解释第①段中加点的成语。(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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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读全文，说说海水淡化的困境有哪些？（4 分） 

答：                                                                            

                                                                                  

13、体会第③段中的“鹤顶红”在文中的含义。（2 分） 

答：                                                                              

14、.本文语言有什么特点，请举例分析。（3 分） 

答：                                                                                      

                                                                                 

                                                                                  

（二）阅读下面这段文字，完成 15～18题。（10 分） 

警惕小丑文化的泛滥 

这个春天，小沈阳太火了。 

  有人说小沈阳今天的火，是因为他的师傅赵本山，而我认为，小沈阳今天的火，源于

我们娱乐视线中已经存在了若干年的“小丑文化”的泛滥。 

  在许多反映欧洲宫廷生活的影视剧里，我们时常可以看到“ 小丑”。他们打扮成扑克

牌里“ 小鬼”的样子，跟随在皇帝的身边，不仅仅是插科打诨，而且他们蹦跳，他们献

媚，他们发出奇怪的声音„„但是这样的小丑存在的时代很早就过去了，因为随着欧洲人

的审美情趣的变化，这样低俗的表演实在不能让人提起精神来。还有人说小丑是中国戏曲

的发源之一，并且一直保存在中国戏曲的行当之中。被艺术化之后的小丑，特别是戏曲中

的丑角，因为有了意象化的加工创造，已经摆脱了“丑”，而成为一种艺术的“美”。 

  可是，在我们今天的娱乐形式中，一种“小丑文化”正悄然泛滥起来，正扭曲着人们

的审美情趣。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几种表现形式吧。 

二人转正在悄然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二人转具备“以歌舞演故事”这一戏曲特有的艺

术特征，但它的具体表现方法，却更像是曲艺。也就是说，传统的二人转形式，以讲故事

为主，节目多数是与戏曲剧目几乎无异的《劈关西》《三盗芭蕉扇》之类，主要靠唱功取

胜。到了今天，以赵本山为“代表传承人”的“现代二人转”，故事趋向荒诞，我们看到

的多是男女演员相互调侃或在服装上搞怪之类的形式，演唱传统曲调退居次席，唱流行歌

曲或是一捧一逗的相声形式成了主流。 

  部分小品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例如，在春晚小品《不差钱》中，无论是小沈阳的“七

分裤”，还是“丫蛋”与小沈阳的模仿演唱，都是典型的“现代二人转”。这与赵本山原来

的小品差别明显。赵本山曾经的小品多数是经过剧本创作和导演过程中的精细加工，以故

事机巧、幽默表演和语言取胜的；而这个《不差钱》，据说是师徒几人后台“攒”成的节

目，表现在舞台上，卖弄技巧的比重非常大，已经纯粹是二人转的一个变种。 

  这并不是要批评小沈阳，更不是要批评赵本山，本文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这种已经

成为“小丑文化”的娱乐节目，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许多在现场插科打诨的节



奥思特数理化培训学校 www.astxx.com  0737-4311148  沃尔玛后老市政府内 

 

 6 

目成了一些晚会的主流，比如某卫视的“名牌栏目”，总是好几个主持人一起，你一言我

一语，或调侃嘉宾，或相互讽刺取笑，穿着打扮也十分另类，绝对接近“小丑”的水平；

还有诸个电视台经常推出的选秀节目，也都是以出洋相取胜，同样是一种“丑”的展示。 

  小丑，与中国戏曲里的丑角不同。它是低俗的代名词。低俗也好，通俗也罢，如果俗

得过了头，就有可能与“美”的审美取向发生偏离。在快餐文化流行的今天，对美的判断

与倡导，仍然存在着审美底线，我们是不是要容许这样的以“丑”为美的“小丑文化”泛

滥值得思考，毕竟它与我们提高大众文化修养的愿望相悖。 

15、通读全文，用一句话概括本文的中心论点。（1 分） 

答：                                                                                           

16、文中“小丑文化”泛滥的表现形式有哪几种？（4 分） 

答：                                                                            

                                                                                     

17、为什么要警惕“小丑文化”的泛滥？请根据全文内容概括。（3 分） 

答：                                                                             

                                                                                    

18、文中多处使用对比论证的方法，试举一例，并结合全文内容分析其作用。（2 分） 

答：                                                                                         

                                                                                      

（三）阅读下面这段文字，完成文后 19～21题。（10 分） 

姥姥的端午（王瀛）  

①十余年前的五月，姥姥忙碌完生命里最后一个端午，便匆匆离去。  

②此后每自清明夜始，随着金银花的细碎步声，临近粽香五月，便有姥姥的絮语叮咛，

踱着疲惫的小脚，轻轻推门，轻轻走近，拾起床边垂落的被角，为我一掩再掩。 

③物质极度贫瘠的岁月，端午，在童年的期盼中，总是姗姗来迟。等待中长大的日子，

不知何时，青苇已隔夜盈尺。端午，似一株凌虚而至的瓦楞草，无声无息落在老家的瓦房

上，就在某个清晨，姥姥推醒了还在熟睡中的我们，她说，粽子熟了。烧了一夜的灶火已

渐燃渐熄，大锅里还咕嘟嘟冒着些微的水泡，粽香漫过那口大锅的四周，弥漫在农家小院

上空，萦绕在孩子渴望的小嘴边，飘荡在蹦跳的童歌里。 

④端午粽香，萦绕岁岁年年童谣，我们在姥姥精心赶制的一个又一个端午之后长高。

姥姥一双操劳的枯手，渐渐托不住昔日蹒跚的娃儿们，当小弟也站在她身后，声渐雄浑之

时，姥姥缓身回望，却已一笑白头。 

⑤姥姥的端午，从老家搬到城里，仍旧初始味道。而安逸清闲的市民生活，狭窄的蜗

居，使姥姥呆呆地坐在门前，想念乡间，想念宽敞的农家小院，鸡鸣犬吠，想念清晨趟着

两腿露珠，一双巧手侍弄过的黄瓜架、葡萄秧，想念老槐树阴下，几位老邻絮絮陈年旧话，

农谚桑麻。姥姥似乎在那一年忽然苍老。 

⑥最后的端午，姥姥依旧忙碌，她似乎始终是这个节日大会的主持人，任何人都可以

忽略和忘记这个日子，唯她不能。我们从各自的家里奔来吃粽子的时候，还丝毫没有感觉

到姥姥的端午，将在这里停留。只记得姥姥唠叨了许多，关于谁该谈朋友了，谁该快点结

婚了，别让姥姥这么等着。大家听着，都没有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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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端午后几日，姥姥在一个深夜忽然丢下大堆未了的心事，匆匆撒手而去，我守在她

床边仅仅一步之遥，却空着两手没留下老人家只言片语。 

⑧次年端午，凝重在无限哀思里，大家小心翼翼躲闪着，似乎稍不留意会不慎碰落太

多的哀伤。谈话间，说到童年，那苇塘、蛙鸣、老家的土炕、邻家小孩憨态可掬的猫头小

布鞋„„小弟忽然一句“一到端午，就想起姥姥来。”大家顿住了，都不说话，大弟站到

阳台，低头点起一支烟，妈妈肩头抽动，不知谁的眼泪叮咚掉在米盆里，落在一只只秀气

的青粽上„„姥姥赐我农家巧手，包粽的“工艺”代代相传，粽香飘进以后的日子。  

⑨端午，翠绿与寂静，蒹葭苍苍的古韵，带着一春濡湿的水气，简淡、玄远。芦丛摇

曳、薄雾轻裳，青衣姗姗，不禁想起眉清目秀，淡妆行走在阡陌上的秀丽村姑，初见有股

矜持的冷，一身素衣隔岸浅笑低吟，柔骨而就、甜而不腻，那种感觉在常久的凝睇里埋藏，

永远都蛰伏在心灵深处不会消失。  

⑩娴静的汨罗江，从远古走来，走近几千年光阴。姥姥的端午永远是其中一尺鲜洁的

水，涤荡着我生命的五月，走过多少年，芬芳多少年。 选自《散文百家》2006 年 03 

19、通读全文，说说本文除了写“我”童年时的“姥姥的端午”外，还写了哪些“姥姥的

端午”？（3 分） 

答：                                                                             

                                                                               

20、体会下列加点词语的表达效果。（3 分） 

而安逸清闲的市民生活，狭窄的蜗居，使姥姥呆呆．．地坐在门前，想念乡间，想念宽敞

的农家小院，鸡鸣犬吠，想念清晨趟着两腿露珠，一双巧手侍弄过的黄瓜架、葡萄秧。 

答：                                                                             

                                                                                        

21、端午节是我们大家的节日，本文为什么说它是“姥姥的端午”？请作分析。（4 分） 

答：                                                                             

                                                                                        

四、作文（40 分） 

请你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作文 

22、由“适应”你联想到什么呢?你可以想到中日夏令营中的孩子，你可以想到鲁宾逊，

你可以想到越王勾践，你可以想到“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红军战士，等等。古今中外，任你

联想。由于地理、人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个人势必经历新环境的考验，接受陌生环境

的挑战。深入敌营的地下工作者，走向北大荒的知识青年，在贫困地区创业的热血男儿，

都可以成为你写作的内容。你不仅可以写人类，还可以写飞禽走兽，以此来折射人世间的

真善美、假恶丑。写作此文应注意思想性，如果只写生活的琐细之事，就会缺乏深度。适

当地引用名言，会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 

请你以“适应”为话题写一篇作文，题目自拟，文体不限，不少于 600 字。 

23、        ，牵动我的情思 

看到这个题目，丰富多彩的生活会撩拨你刻骨铭心的记忆，牵动你感情的神经，请将

文题补充完整，写一篇文章，文体不限，字数 600 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