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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获取语文学习资源。
因家长加入交流群，交流孩子的学习规划，做孩
子的强大后盾！

第三周任务：9耀12章
阅读计划

时间规划：_______月 _______日至 _______月 _______日
完成情况：好阴 良好阴 未完成阴
内容概要

第9章：一天晚上，虎妞突然来曹家找祥子，说自己有了身孕，祥子听后
惊呆了。虎妞临走时，给了祥子三十块，要他在腊月二十七———他父亲生日

那天去给刘四爷拜寿，讨老头子喜欢，设法让刘四爷招他为女婿。

第10章：一天，祥子送曹先生去看电影，在茶馆碰见饿晕倒地的老马和
他的孙子小马。老马是一个自己有车的车夫，他的悲惨遭遇给祥子最大的希

望蒙上了一层阴影。祥子隐约感到即使自己买上车也仍然没有好日子过，开

始对理想产生了动摇，对靠个人奋斗可以摆脱贫穷的希望产生了怀疑。

第11章：祭灶那天晚上，祥子拉着曹先生由西城回家，被一个侦探骑自
行车尾随。曹先生到左宅避险，让祥子叫车接曹太太、少爷。没想到，祥子刚

到曹宅，就被当初抓祥子的乱兵排长孙侦探抓住了。孙侦探是奉命跟踪得罪

了教育当局的曹先生的。孙侦探把祥子所有的钱都敲诈走了。祥子第二次买

车的希望成了泡影。

第12章：祥子茫然走回曹宅，高妈让祥子和她们一起去左宅躲一躲，祥
子拒绝了。他到隔壁的王家和王家车夫老程凑合了一晚。祥子琢磨来琢磨

去，最后，把老程推醒，让他证明自己没拿曹府一草一木。

分解任务

一、分析人物心理或性格。读到经典情节的时候，注意放慢速度，思考

所揭示的人物心理或性格。示例：

情 节 心理或性格

祥子始终没言语，呆呆地立在那里。听到老车夫说肚

子里空，他猛的跑出去，飞也似又跑回来，手里用块白菜叶

儿托着十个羊肉馅的包子，一直送到老者的眼前，说了声：

“吃吧。”

先不要管自己吧，还是得先回去看看曹家的人。只剩

下曹太太与高妈，没一个男人！难道那最后的五块钱不是

曹先生给的么？不敢再思索，他拔起腿就往回走，非常地快。

二、经典摘抄。书中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来描写人物环境，也综合运用了

多种描写手法来写人物。请将这些经典语句摘抄下来，细细品味，并借鉴到

你的习作中去。示例：

因虎妞脸上的神情很复杂。眼中带出些渴望看到他的光儿，嘴可是张
着点，露出点儿冷笑；鼻子纵起些纹缕，折叠着些不屑与急切；眉棱棱着，在

一脸的怪粉上显出妖媚而霸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世界像是已经死去，没一点声音，没一点动静，灰白的雪花似乎得了
机会，慌乱地，轻快地，一劲儿往下落，要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世界埋上。（环境

描写，衬托出祥子在被孙侦探敲诈之后心情的悲凉与绝望。）

考题集训

一、填空题

1.在茶馆里，祥子遇到了一位老者_____________，这位老者的遭遇让
祥子放弃了对_____________的反抗。

2.祭灶那天，祥子拉着曹先生被人跟踪，曹先生逃到_____________，祥
子回去通知曹太太，却遇上_____________，被_____________，祥子第_____
次买车的希望破灭了。

3.祥子扛起铺盖逃到隔壁王家，在王家车夫_____________那里睡了一
晚。半夜睡不着，祥子把王家车夫推醒，让他证明自己没拿曹家东西，只有铺

盖、衣裳和_____________块钱。
二、语段阅读

人物语言鲜明、独特是《骆驼祥子》一书的语言特色。不同身份，韵味不

同；不同语汇，色彩不同。阅读下列语段，回答问题。

（一）淤说：“我要这辆车！”卖车的铺主夸耀车好，希望加钱。他还是那句
话：“我要这辆车，九十六！”只加了个钱数。这同他的坚实沉默的性格是一

致的。

（二）于劝祥子放钱，那语言爆豆一般：“告诉你，祥子！搁在兜儿里，一个
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

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

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

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

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

（三）“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是怎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

连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看看！”盂把酒盅端起来。
（四）榆说：“……你，你呀，我的傻兄弟，把你放了像放个屁，把你杀了像

抹个臭虫！拿钱呢，你走你的；不拿，好，天桥见!别磨烦，来干脆的，这么大的
人！……”

4.这几个人分别是：淤____________；于____________；盂____________；
榆____________。

5.榆是个__________________的人，请写出跟这个人有关的故事情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简答题

6.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祥子遇到老马这件事。这件事对祥子有什么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曹先生因为什么原因被告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版参考答案见下期中缝）

加“行为”。） 源援悦（“在”
“对”是介词。） 缘援（员）近三
年来，朝阳中学七年级学
生崇拜的偶像由娱乐明
星，逐渐变成政治领袖、科
学家。（意思对即可）（圆）示
例：黄爷爷您好！恭喜您荣
获“共和国勋章”。想请您
结合您的人生经历，谈谈
如何做个爱国者，好吗？
（猿）示例：我们虽是普通
人，但一样应该爱国。学生
学好文化知识、快递员准
时送上快递、清洁工扫好
地……默默做好自己的工
作，尽好自己的责任，就是
爱国。没有大国，哪来小
家？历史的教训难道忘记
了吗？心有祖国，踏实做
事，我们每个人都应做一
名爱国者！

二、（一）远援（员）研究
（圆）另，另外（猿）到，等到
（源）为……感到愤怒 苑援D
（代蔡遗） 愿援（员）只不过应
当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
罢了。（圆）孙权于是厚待
甘宁，甘宁最终得到了孙权
的重用。 怨援淤知错就改，刻
苦学习：认识到自己不学
习的错误后，刻苦学习，最
终才略大增。于宽容大度，
以大局为重：对蔡遗以德
报怨，推荐他任豫章太守；
劝孙权厚待甘宁。
（二）员园援 淤把妻子熬

给自己的红糖粥喂给孩子
吃；于让妻子把照顾给自
家的大米送给新分来的大
学生；盂大女儿找工作坚
决不搞特殊化；榆临终把
旧手表赠给女儿。 员员援“郑
重”是严肃认真的意思，突
出焦裕禄极其坚决的态
度。 员圆援暗示焦裕禄的生
活非常清贫，突出了人物
的精神品质。 员猿援大公无
私，不搞特权。“感触”略。

三、员源援略。
【课外文言文参考译文】

吕蒙年少时不学习经
典书籍，每次陈述大事，常

常口述让别人记录后作为
奏章。他曾因自己部下的
不好的事受到江夏太守蔡
遗所弹劾，但无怨恨之意。
等到豫章太守顾邵去世，
孙权问吕蒙让谁接替为
好，吕蒙于是举荐蔡遗，认

为他担当这个职务是个好
官吏。孙权笑着说：“你想
当祁奚呵？”于是任用蔡
遗。甘宁粗暴好杀，既常常
令吕蒙不满意，又不时违
背孙权的命令，孙权很恼

火。吕蒙多次替甘宁求情
说：“天下尚未平定，猛将
像甘宁那样很难得，应当
对他宽容忍耐些。”孙权
于是厚待甘宁，甘宁最终
得到了孙权重用。

（上接第二、三版中缝）

特邀撰稿/吴应海

这是一篇以抒发某种情感为主的微作文。作家

林清玄说：“好作品不是文字本身，而是从感情开始，

有真感情才会有好文章。如果你是没有感情的人，

那你就不要写作。”那怎样才能写好这篇微作文呢？

首先，确定抒何种情。一种方法是根据文章的

主旨进行确定。比如你身处异乡，想写一篇回忆家

乡的文章，那就可以以“思念”之情作为文章的情感

主调。另一种方法是根据素材确定情感。比如你刚

刚随父母游览了风光如画的黄河，为黄河波澜壮

阔、气吞万里的气势所深深叹服，想就此写一篇抒

情散文，那就可以抒发对黄河、对祖国山河的赞美

之情。

其次，选择触发体。一般是通过描写真实的人、

事、景、物，触发内心真情，比如你可以通过描写黄

河，借此抒发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之情。当然，情感的

抒发讲究水到渠成，因此，在抒发真情时，一定要事

先选择好抒情载体，反复“蓄势”，然后自然流露；也

可强烈表达，感染读者。

第三，了解抒情法。抒情方式有两种，即直接抒

情和间接抒情。所谓直接抒情，即在绘景、写人、叙

事的基础上，在感情达到炽热程度时，直截了当地

把内心强烈的感情倾吐出来。间接抒情，即在行文

中隐含自己的情感，凭借描述人、事、景、物来传情

达意，让感情有所依附，比如借景抒情、借物抒情

等。你在写作文时，可根据表达需要，灵活运用上述

两种抒情技巧。

第四，安排抒情点。可以起笔抒情，营造氛

围；也可文中抒情，有感而发；还可结尾抒情，余味

久远。

最后，需要提醒你的是，在综合运用上述技法，

把自己的纯真情感抒发出来的时候，切忌违背初

心，装腔作势，“为赋新词强说愁”；那种虚情假意，

只能适得其反。

微技法 WEI允陨云粤

亮点：这篇微作文抒

发了一个留守儿童对在外

打工父母的思念之情，既

有直吐思情的畅快抒情，

也有“一滴泪，悄然从眼中

滑落”这样的间接抒情，细

细品读，不觉潸然泪下。

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其实，对于一个

留守儿童，比如我，每天都格外思念自己的爸

爸妈妈呀。

自从春节相聚后，我和爸爸妈妈分别已

有 10个月了。现在，外面的月光正明，我在寂
静的乡村，举头望月，想念爸妈；千里之外，爸

妈肯定也在想我。

此时此刻，我多么渴望自己变成一只小鸟，

展翅飞翔，飞过高山，飞过河流，飞向爸爸妈妈

所在的城市，飞进他们的梦中，亲一亲他们的脸

颊，听一听他们的叮咛……

一滴泪，悄然从眼中滑落。爸爸妈妈，我想

念你们。如果今夜你们梦到一只小鸟，那就是你

们的儿子来看你们了。

我渴望变成一只小鸟 张子 关键词：借物抒情，情感真挚

写一段话，抒发某种情

感，如幸福、喜悦、痛苦、忧

伤、渴望等。200字左右。

微题目 WEI栽I酝哉

亮点：这篇微作文以

“祖奶奶，我想您”为题，直抒

胸臆，感染人心；行文过程中，

以一组“说好了”的排比句写

家人与祖奶奶的约定，把内心

的痛苦、思念倾吐而出，深深

打动了读者的心。

四月里那个细雨纷飞的晚上，89岁的祖奶奶，永
远地离开了我们。

祖奶奶，说好了，在您 90岁生日晚宴上，我们要一
起唱《生日快乐歌》，一起吹生日蜡烛，一起吃蛋糕；说

好了，您要看看表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和我的高中录

取通知书长什么样；说好了，在我们开学的时候，您要

每人送我们一个大大的“红包”；说好了，等我放了暑

假，教您上网，带着您看网上的世界……可是，您却永远

地走了。

祖奶奶，没有了您的日子，我的心头空空的。每天早

上去上学时，再也没有了那熟悉的“丫头，路上慢点呀”；

晚上下晚自习回来时，再也没有了那暖暖的“丫头，回来

了啊”。祖奶奶，您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祖奶奶，我想您！

加入资源包
家长辅导群
省时省力提
高考试成绩

祖奶奶，我想您 陈 言 关键词：回忆铺垫，情感动人

亮点：文章先以抒情

诗句开头，点明了主题；接

着，以排比句段的形式，从

不同角度对伟大祖国进行

了讴歌，唱出了全体中国

人的共同心声。字里行间，

爱国之情汹涌澎湃。

“在无数深蓝色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

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骄傲，我

是中国人！”从小就听过这首诗，到小学时，

老师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于是，小小的我

在心里深深地烙下了四个字：“爱我中华”！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伟岸挺拔的

高山，塑造了大批铮铮铁骨；你海纳百川的

胸怀，积淀着五千年的深邃；你博大精深的文

化，挺拔起中华的气魄；你热血沸腾的歌曲，

奔放着长江黄河的雄伟。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壮美瑰丽的

巨龙，翱翔于五湖四海。你有一个神圣的名

字，那就是“中国”！

祖国，我爱你，我要纵情为你歌唱！

歌唱我亲爱的祖国 王 昕 关键词：排比抒情，感情洋溢

WEIZUOWENXIU微作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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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刘
再
复

我流过了远古荒凉的野漠，一直流到今天

繁华的大地。我穿过大沉寂与大征战，穿过大黄

沙与大峡谷。我是黄土地的主人。

我有自己，有自己的包藏着千里波涛的青

春与迟暮，有自己的崎岖坎坷与壮阔，还有自己

追求的沧海和向往的前方。大地给我以生存的

河床，我给大地以黄金色的乳汁，还有旋转的血。

我不需要，不需要层峦叠嶂的调动，不需

要蓝天白云的呼唤，更不需要暴风骤雨的鞭挞。

我自己会做蓬勃的奋飞，豪迈的奔涌，我有自己

粗糙的歌和粗糙的舞，苏醒的浪群的呐喊。我既

是大地的主人与孩子，我就懂得报效大地母亲。

只有牛马，才需要鞭子；只有奴仆，才乞求恩赐。

我爱地上的兄弟姐妹，爱一切吐绿与吐红

的花卉、草木、庄稼与森林，他们无言，但我仍献

予我的生命之波。然而，没有我的献予，没有我

的咆哮的雷声、混浊的叫喊，他们也会默默生

长，他们也是大地的主人。我相信他们，胜过相

信我自己。

让奔流的自由奔流吧，让生长的自由生长

吧！一切大地的主人，都会有壮丽的奋发，就像

我的不会疲倦的波涛，永远都会有汹涌与前驱。

【阅读点拨】

这是一篇饱含激情的散文诗，这篇散文诗

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手法就是通篇运用了象征

手法。“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又是作者

的自况。“大地”象征祖国，“花卉、草木、庄稼与

森林”象征人民。“我爱地上的兄弟姐妹，爱一切

吐绿与吐红的花卉、草木、庄稼与森林”表达了

作者对祖国人民的亲切感情，对祖国一切美好

的、向往自由和光明的人们的热爱。

天下国家

俗语有“鲤鱼跳龙门”，比喻中举、升官等飞

黄腾达之事，也比喻逆流前进，奋发向上。这句

俗语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呢。

大禹治水时，在黄河中游，有一座山。支流

的水流到这里就被挡住了，无法流进黄河，大禹

在这里凿开了一条峡口，就像一扇高高的大门，

他还给这扇门取了个名字叫“龙门”。为了看守

龙门，大禹要挑选一些优秀的鲤鱼变成天龙，于

是他定了一条规矩：只要鲤鱼能跳过龙门，就可

以变身为天龙，享受作为龙的荣耀。

听到这个消息，一群群鲤鱼往龙门游去，

它们你争我抢，都想抢在最前面跳过龙门。可是

到了龙门，大家都被吓住了。龙门有好几百米

高，两旁各有一根很粗的石柱，上面雕刻着很多

条龙，水从龙门上流下来，形成了一条气势雄伟

的瀑布。瀑布上面笼罩着一层朦朦胧胧的云雾，

好像蓬莱仙境一样。这么美丽的地方，要是能跳

过去看看就好了，可是该怎么跳过去呢？鲤鱼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问大禹：“我们该怎么跳过去

呢？”大禹只是笑了笑，说：“好大一群鱼。”

大家都没明白大禹的意思，但是跳过去变

成龙的心愿又十分迫切，就开始苦练跳功。龙门

下的整条河就像沸腾了一样，到处都是往上跳

的鱼儿。练了七七四十九天，可还是没有哪条鱼

能跳过去。大家都唉声叹气，有的鱼儿还想放

弃，准备回家了。

这时，一条大红鲤鱼对大家说：“对了，大禹

不是给过我们启示吗？———好大一群鱼。”

“‘好大一群鱼’，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在启示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起跳过

这龙门呀。”大红鲤鱼说。

鱼儿们一下子都明白了，它们立即行动起

来，纷纷往上蹦，在半空中，一条给另一条垫着

身子，上面的那条鱼再用力地往上蹦，就可以蹦

得更高了。就这样，鱼儿们终于跃上了龙门，大

禹也信守承诺，将跳过去的鲤鱼都变成了巨龙。

可是，那条大红鲤鱼还在龙门下面没上来

呢。因为那条大红鲤鱼一直自愿在最底下，给其

他鱼儿垫背，最后所有鱼儿都蹦了上去，只剩下

它了。大禹心里也替它着急：这大红鲤鱼又聪明

又善良，要是没变成龙就可惜了。

不过大红鲤鱼自有办法，看着龙门上飞泻

而下的瀑布溅起的大水花，它心想：为什么不借

助水的力量跳上去呢？于是，它使出全身力气蹿

出水面，跳到一个浪头上，然后又借助浪头的力

量再使劲往上一跳。谁知道一下子就跳到了天

上，白云就在身边飘着。它轻飘飘地落在了龙门

上，虽然外形看起来还是鱼儿，却很有龙的气

派。大禹看到这一幕，十分惊讶，这条大红鲤鱼

果然有慧根，跟别的鱼儿不一样。于是，大禹就

在这条大红鲤鱼的头上点了一点红，一瞬间，一

团天火掉了下来，烧掉了鲤鱼的尾巴，大红鲤鱼

顿时变成了一条美丽耀眼的红色天龙，在众多

天龙中显得特别突出。

后来，大禹就让红天龙率领其他天龙看守

龙门，每天在天空中翱翔，可威风了。其他鲤鱼

听到这个故事，也备受鼓舞，一有机会，它们就

会来到龙门这里，使劲往上跃。直到今天，人们

还能在那里看到这个奇观呢。

孟子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

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爱国是人之本能，在中

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中，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民族得以

凝聚、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
七年级（2）班正在开展以“天下国家”为主题的综

合性学习活动，请你参与并完成下列任务。

1.“经典诗词”朗诵会
活动中，同学们搜集了不少爱国诗词，并准备配乐

朗诵。请你根据下列名曲的曲风、旋律或节奏介绍，为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的朗诵选配一
支背景曲：（ ）。

淤《平沙落雁》：曲风静美舒缓，优美动听。
于《十面埋伏》：曲风凄冷悲壮，激昂慷慨。
盂《春江花月夜》：曲风委婉质朴，旋律流畅。
榆《阳春白雪》：旋律清新明快，节奏活泼。
虞《渔樵互答》：旋律悠然恬静，节奏轻快。
2.“爱国人物”故事会
请你从下面给出的两位爱国人物中任选一个，按

照例句仿写一句话。
闻一多 邓稼先

例句：“土地的歌者”艾青，在他深爱着的土地上用
嘶哑的喉咙歌唱。

仿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为国奋斗”演讲会
假如你是主持人，请为以下两个演讲撰写串场词。

演讲顺序 演讲题目 演讲者

1 《我的中国梦》 1901班肖非
2 《奋斗的青春》 1902班季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七年级（1）班正在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系列学习活动，请你按照要求完成以下任务。

1.【观点论述】请你以“爱国”为主题，从“个人”与
“国家”关系的角度，展开论述，要求写明观点、理由和
结论，80字以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故事链接】右图是一位著
名的现代作家，请概述他“弃医从

文”的故事。60字以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文学创作】活动结束后，文学社成员婷婷同学作
了一篇讴歌邓稼先心系祖国、鞠躬尽瘁精神的文章，请
你点评。她的文章里引用了以下诗句，你认为不切合邓
稼先人物特点的一项是 （ ）

A援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
B援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
C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D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一、基础·积累运用

1.给下列加点字注音。
山
·
巅（ ） 狂

·
澜（ ）

·
屏障（ ）

·
哺育（ ）

2.下列诗句的朗读节奏，划分有误的一项是
（ ）

粤.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
月.掀起/万丈狂澜
悦.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
阅.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

3.下列句子中，没有运用比喻修辞手法的一项
是 （ ）

粤.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月.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
悦.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

原之上。

阅.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4.把下列句子组成一段通顺的话，顺序排列正

确的一项是 （ ）

淤使他感受到中华民族顽强的奋斗精神与不

屈的意志

于于是，他向着黄河母亲，唱出了豪迈的颂歌
盂诗人随军行进在黄河岸边
榆雄奇壮丽的山河，英勇抗敌的战士
虞当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国大地时
A.虞盂榆淤于 B.虞淤盂榆于
C.盂虞榆淤于 D.盂虞榆于淤
5.班级开展了“拯救母亲河”活动，其中一个行

动是针对黄河断流和水污染这一严重的生态危机，

设计一则宣传语，呼吁人们保护母亲河。同学们纷

纷展示了自己的作品，请把你的作品也告诉大家吧。

李倩：黄河母亲在哭泣，中华儿女齐救娘。

张元明：保护黄河，珍爱生命。

赵凌晓：心系黄河，共建家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课内篇·快乐演练 特邀拟题 /卢 康

淤远远我们就听见了那低沉的吼鸣，像远方
隐隐的奔雷，像一万张牛皮大鼓被纷纷沓沓地一起

擂响。天空里的一弯新月，和洒在夜幕上青铜钉般

散落的星星，都十二分迷蒙。许是夜风把惊涛骇浪

的飞沫远远地吹洒过来了，温馨了风缕，温馨了夜

色，霏霏地浅浅地润湿了我们的眉发和呼吸。

于我们疾步迎着那涛声奔去。那喧嚣，也急切
切朝我们的耳鼓汹涌而来。

盂终于，我们站在了那动人心魄的涛声里。
榆这就是黄河！就是比我们人类的历史还要

源远流长，比我们的生命还要年轻，比我们的青春

还要饱满和激荡，永远充满骚动、充满灵性的滔滔

不息的黄河！

虞我们站在岸边被惊涛飞浪拍溅得轰轰作响
的岩石上，苍茫的夜幕里，看不见流水，看不见浪

涛，我们只能静静地伫立着，从涛声和河风里倾听

这条大河，结识这条从唐诗宋词的飞韵里，一泻古

今的灿烂大河。

愚仿佛一支奔突的马队刚刚离去，而另一支
马队的一万只铁蹄又奔突而来。“轰———哗———，

轰———哗———”，一浪推卷着另一浪的余音，没有间

歇地急骤地擂在我们屏气凝神的胸膛上。一声浪涛

里挟卷着漫天的飞雨碎沫，凉凉地溅了我们一头一

脸。在轰鸣的刹那，岸在战栗，脚下的大地也猛地一

抖，仿佛要沉陷，然后那轰鸣又从大地深腹沉闷地

反弹了过来。浪涛的轰鸣，和大地恢宏的回声，震耳

欲聋地把我们夹击在中间，震击得我们摇摇晃晃。

舆足足有半个钟头，黄河让我们领略了它半
个多钟头的恣肆和狂放，恢宏和雄浑，就渐渐收敛

了，渐渐风平浪静，渐渐恬静了下来。我从此才真的

知道黄河是富有灵性的，就像一个胸怀坦荡的人，

他让你认识的不仅是他的阳面，而且还有他不灿烂

的另一面。

余有几盏星星一样的灯，从黛黑的远方飘飘
摇摇地漂下来。那灯在静静流淌的水声里，一点一

点明明灭灭地近了。渐渐就听见那悠闲缓慢的摇橹

击水声，像一双母亲的手，轻拍着静静睡去的黄河，

充满慈祥，充满爱抚。有几只水鸟，冗长地啁啾着，

羽翅的扇动声和在舒缓的水流里，像是几声悠远的

古筝声韵，幽幽地流远了。

俞船近了。但看不清是乌篷，还是舢舨，只是
欸乃欸乃淤地漂着。有缠绵的渔歌月光似的飞落过

来，那歌声轻柔、淡泊，含着温馨的水汽，和着水流

的起伏，轻风一样地婉转着。

逾我们一直站到月落西山。谁也不说话，只是
默默地谛听着。

輥輯訛同行里有朋友叹息说，没有看到黄河的浑
黄和苍茫。我想，聆听黄河的声韵难道不比见到黄

河更深刻吗？就像倾听音乐，虽然看不到它所表达

的那一种意境，但通过音符所意想的境界，比那种

起初的风景更高远更优美。

輥輰訛黄河啊，我从我的耳朵里看到了你，我从一
支雄浑而清丽的音乐里看到了你。

【注】淤欸渊伲i冤乃：象声词。开船的摇橹声。
1.本文写了黄河的两种声音，请概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选文第淤段画线句描写的对象是月亮和星
星，并没有涉及黄河的形象和声音。这个句子是否

可以删去？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文大量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请你从第
愚段或者第余段中任选一个精彩的比喻句，并加以
赏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作者在文末表达了自己的感触：聆听黄河的
声韵比见到黄河更深刻。请结合你对文章的理解说

说作者产生这种感触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版参考答案见下期中缝）

文 / 李雪峰

（参考答案见下期中缝）

二、深化·精段精练

啊! 黄河!
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

从你这儿发源；

多少英雄的故事，

在你的身边扮演!
啊! 黄河!
你是伟大坚强，

像一个巨人

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

用你那英雄的体魄

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啊! 黄河!
你一泻万丈，

浩浩荡荡，

向南北两岸

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

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将要在你的哺育下

发扬滋长!
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

将要学习你的榜样，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6.概括诗歌的主要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赏析下列句子。
（1）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倾听黄河

《黄河颂》

课外篇·拓展延伸

上期参考答案 2020年 1月 22日 第 28期2020年 1月 22日 第 28期
一版

《〈骆驼祥子〉导读（二）》

分解任务

一、坚定执着 有责
任心 温和善良

二、运用排比、比喻

修辞写了恶劣的天气，用

这样的环境描写对比衬
托祥子的坚强执着。

考题集训

1.四 2.高妈 3.祥
子因摔了人、碰了车想要

辞去工作 憨厚、淳朴
不肯抢同行的买卖，特别
是那些老弱病残的车夫。

4.攒钱买车 5.淤祥子的拼
命，早出晚归，不利于刘

四爷的车的保养；于祥子
只顾拼命，就不能匀出工
夫帮忙擦车了。这反映了
他自私自利、精明算计的

性格。 6.高妈作为《骆驼
祥子》中一个微不足道的
小人物，她心地善良、为

人要强，乐于帮助别人，

经历了生活的不幸，学会

了在旧社会最底层生活
的方法。她有自己的想
法，常常开导祥子，是一

个祥子很佩服的人。她保

留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
善良、质朴，生活教会了
她如何在社会上为自己
找到生路，做事也仔细有
心眼，是适应了旧社会的
为数不多的劳动人民。

二版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同步训练》
1.（1）咳嗽（2）吩咐

（3）校对 2.C（“不以为然”
意思是，不认为是对的，
表示不同意。多含轻视
意。不合语境。）3.C（“太”
是副词。） 4.（1）一边对潦
草的书信“深恶痛绝”，一
边仍展读每封来信，这体
现了鲁迅先生严格约束
自己，却能宽容对待别人
的品质，对青年人的爱也
体现无遗。（2）强调会客
时间之长、客人之多，表
现鲁迅先生不知疲倦、耐
心细致地工作已达到了
忘我的境地。（3）这句话
说明鲁迅先生在细微之
处，也认真细致。
《〈孙权劝学〉同步训练》

1.（1）推托（2）了解
（3）经过 2.（1）你现在当
权管事了，不可以不学
习！（2）士别三日，就要重
新另眼相看，长兄为什么
知道这件事这么晚呢！
3.B（侧面描写）

三版

《第一单元测试题》

一、员援阅（粤援选骋—选
聘；月援深霄———消宵；悦援“校”
读躁蚤伽燥。） 圆援阅（词语感情
色彩不当。） 猿援月（结尾添

加入《学习报》家长交流群
交流孩子的学习规划

加入名师微课家长伴学群
看视频，重点难点全掌握

（下转第一、四版中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