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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请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孟母教子
孟子1小的时候，家住在乡下，离墓地很近，孟子就常在墓地边游戏，模仿上坟
的人堆个小土堆儿，学着筑埋坟墓。孟母一心想让孟子成为有学问、懂礼仪的人，
看到这些，感到这个环境实在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就把家搬到城里。
在城里的住处离一个市集不远，孟子就经常在市场里玩，学着商人叫卖和讨价
还价。孟母看到后觉得家居闹市对孩子也没有好影响，便又搬了家。这次搬到了一
个学宫的旁边。
学宫是国家兴办的教育机构，聚集着许多既有学问又懂礼仪的读书人。学宫里
传出的读书声吸引住了孟子，他就经常跑到学宫门前张望，还模仿学习各种礼仪。
孟母看到后非常高兴，就在此长期地居住下来了。
孟母不仅重视客观环境对少年孟子的影响，而且十分注重言传身教，以自己
的一言一行启发教育孟子。有一次，邻居家正在磨刀，准备杀猪。孟子见了就跑
去问母亲：“邻居在干什么?”“在杀猪。”“杀猪干什么?”孟母笑了笑，随口
说到：“是给你吃啊。”说完这句话，孟母后悔了，心想：邻居并不是为了孩子杀
猪，我却欺骗了他。这不是在教他说谎吗？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孟母真的买来了邻
居的猪肉给孟子吃了。

1

孟子: Men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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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文章中找出与以下词语意思最接近的词语。
例如：说假话
(第四段)
回答：说谎
(a) 农村

(第一段)

[1]

(b) 学 …… 的样子

(第一段)

[1]

(c) 的确

(第一段)

[1]

(d) 做买卖的人

(第二段)

[1]

(e) 不小心犯的错误

(第四段)

[1]

[总 5 分]
2

用括号中的词语重写下列各句，并保持句子原意。
例如：学宫是国家兴办的教育机构，聚集着许多既有学问又懂礼仪的读书人。
(不但 …… 而且)
回答：学宫是国家兴办的教育机构，聚集着许多不但有学问而且懂礼仪的读书人。
(a) 孟母觉得家居闹市对孩子也没有好影响，便又搬了家。

(于是)

[1]

(b) 学宫里传出的读书声吸引住了孟子。

(被)

[2]

(c) 说完这句话，孟母后悔了。

(刚 …… 就)

[2]

[总 5 分]
3

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不要照抄原文。
(a) 孟母想让孟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2]

(b) 家住在集市旁时，孟子常常做什么？请列三点。

[3]

(c) (i)

学宫是个什么地方？

[1]

(ii)

那儿有什么样的人？

[1]

(iii)

孟子被什么吸引了？

[1]

(d) 住在学宫旁时，孟子常常做什么？

[2]

(e) 孟母除了重视客观环境对孟子的影响，还注重什么？

[2]

(f)

孟母为什么买来邻居的猪肉给孟子吃？

[3]

语言的质量 [5]
[总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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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请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利于孩子成长的小区环境
什么样的生活小区利于孩子们的成长呢？张卫民教授提出了这样几条衡量准则：
首先是幽美的自然环境。孩子在小区里能看到绿树鲜花，听到小鸟歌唱，从而
懂得欣赏大自然的美丽。生活在宁静、清幽环境中的孩子一般性情较平和，智力较
优秀，因为噪声充斥是智力开发的障碍。
第二是和谐的人文环境。在小区邻里之间的相互走动中，孩子可学会宽容、奉
献、分享、合作和独立，打破互不往来的城市陋习。
第三是良好的文化环境。小区自建活动室、图书室，把放学回家的孩子召集到
那儿学习。这样不仅能让孩子受到文化的熏陶，也能为许多家长解除后顾之忧，如
沉迷网吧、不做作业、没人照顾等等。
第四是完善的安全设施。比如在小区内设置道路标志、池塘水深危险标志，在
适当的地方放置灭火器、急救箱等，以尽量避免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安全的环境
能让孩子们更自由地嬉戏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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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不要照抄原文。
(a) 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对孩子有什么好处？

[3]

(b) 在小区邻里之间的相互走动中，孩子可学到些什么？请任举四例。

[4]

(c) (i)
(ii)

小区可怎样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3]

这能为家长们解除哪些后顾之忧？

[3]

(d) 好的小区应该有哪些安全设施？请任举两例。

[2]

语言的质量 [5]
[总 20 分]
5

(a) 结合两篇文章的内容，谈谈环境可怎样影响孩子的成长。
(b) 请谈谈你对这方面的了解、体验和看法。

[10]
[5]

语言的质量 [5]
[总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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