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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市场上浩如烟海、质量参差不齐的中学语文教辅图书，有一个想法在我

们心中由来已久，那就是编写一套真正内容扎实、效果明显、让同学和家长们的

每一分钱都不虚掷的中学现代文阅读丛书。经过精心选编、无数次推敲和取舍，

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完稿了 , 以下是它们的几个主要特点 ,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一、内容经典，所有篇目均选自近几年中考真题

本套丛书涵盖了最近三年全国中、东部地区大多数省市的现代文阅读篇目，

剔除了重复或雷同的篇目，重点选取了江苏、浙江等教育水平发达地区的试题。

中考真题的权威性毋庸置疑，演练这些试题无疑具有更好的效果。

二、科学编排，按内容的难度和篇幅进行分级

我们将所有篇目按难度及篇幅分级，分别编入初一至初三，同时兼顾课程的

教学进度，注意课内与课外的衔接，避免出现某些图书中头重脚轻、编排混乱的

问题。同学们只需循序渐进，中考时自可得心应手。

三、题型新颖，新增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除传统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外，本套丛书还尽可能多地选取了新型阅

读材料——非连续性文本，它一般由多类型、多片段的材料组合而成，指向一个

共同的主题。由于近几年江苏、浙江、辽宁等地中考广泛出现此类题型，因此本

丛书在这方面也有所体现。

四、采用每天一篇的周计划模式，循序渐进提高能力

全书共按 20 周编排，一周之内周一至周五每天一篇，题量不大，便于坚持，

以达到循序渐进的训练目的。

本丛书的出版离不开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编辑们的策划和支持，正是由于他

们专业的建议和严谨的敬业精神，这套书才得以更佳的面貌呈现，在此，我们深

表谢意。

囿于作者水平，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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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星期一

1. 放  生  池

① 我四岁那年，母亲和舅舅带我去游北京卧佛寺。在放生池前，我说什么也不

走了，非要让母亲逮几条金鱼给我。母亲好劝歹劝，我死活不听，于是母亲赌气拉着

舅舅就走。他们走很远了，我也没有追上去，独自趴在放生池的石栏上，眼巴巴瞅着

池中的金鱼……

② 那天在单位的传达室前看到了一箱螺蛳，便问门卫师傅：“是食堂买的吗？”

师傅答：“不是，是音乐王老师的，要去放生。”我一下愣住了。俯身端详那小指甲盖

般的螺蛳——少说，这箱里也有上万条生命吧？一想到它们的下一站不是锅中而是河

中，不能不替它们欢喜。

③ 也曾在南湖亲瞻放生盛举。一大群善男信女，抬着一箱箱鱼虾龟螺，呼啦啦

倒进水中。一时间，祝祷的，拍照的，叫好的，湖畔热闹得赛过 party。 但是，就在

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人正在张网捕鱼。看得出，那边捕的，正是这边刚刚放的。我多嘴，

悄声跟一个放生者说：“喂，看到那边了吗？”她说：“看到了。我放我的，他捞他的。”

语气平静得让人震惊。

④ 朋友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外婆的一条红鲤鱼蹦到水沟里了，外婆急得大呼

小叫，孩子们奋不顾身地跳进水中追捕那条鱼。鱼终于被捉到手了，孩子们浑身上下

弄了个泥泥水水。 大家都巴望着外婆把这条红鲤鱼烹给他们吃，想不到外婆却说：“这

鱼不能吃，这是明天放生用的。”孩子们一听，气疯了——你咋不早说啊！早知道是

放生用的，不捉它不就是了！可外婆却说：“那不行，现在放，就没人看到了。”孩子问：

“放生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啊？”外婆坦然应曰：“是呢。”

⑤ “放生秀”，这是多少人迷恋的一档节目啊！

⑥ 看丰子恺先生的《护生画集》，其中有一幅《生的扶持》。画面上有三只螃蟹，

两只在下，一只在上，上面那只螃蟹丢掉了五六个爪子，是只“残蟹”。只见“残蟹”

悠然骑坐在两只“健蟹”身上，三蟹奋然前行。更让人欢喜的是丰先生的题款：一蟹

失足，二蟹扶持。物知慈悲，人何不如！我们在爱“异类”的同时，怎么可以忘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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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紧切的“爱同类”呢？只要我们愿意，放生、护生的功德是随时可做的，不一定非

要到池边去放生一条鱼，不一定非要到人前去放生一箱螺。功德的加分与减分，不可

能是一件眼眸即可测定的事。

⑦ 放生池，如你能言，你会不会这样祝福芸芸众生：放手去爱，生的扶持……

［2016 江苏宿迁］

1. 本文围绕“放生池”记叙了哪几件事？请分条概述。

                                         
2. 赏析文中的画线句。（从两句中任选一句作答）

 （1）一时间，祝祷的，拍照的，叫好的，湖畔热闹得赛过 party。
 （2）鱼终于被捉到手了，孩子们浑身上下弄了个泥泥水水。

 选择第    句。赏析：                            
3. 联系上下文，简析作者为什么要详细介绍丰子恺先生《生的扶持》这幅画。

                                         
                                         
4. 联系全文，指出最后一段在文章结构、内容两方面的作用。

                                         
                                         

星期二

2. 人 鸟 相 亲

① 几年前，我搬至营区一隅的小楼。楼前是一片斜山坡，上面生着枝干遒劲的

老槐。这片槐林是鸟儿的天堂， 麻雀、野鸽、喜鹊、黄鹂、斑鸠等，还有些叫不上名

的鸟儿。

② 晨曦初露时，鸟鸣声便从槐林传出，如含着露珠的轻音乐，柔润地漾进我的

卧室。

③ 鸟儿天生就是音乐家。瞧那活泼俏丽的黄鹂，宛若树冠中跃动的鲜亮花朵，

其声轻快悦耳，仿佛小溪的叮咚声；   体羽顺泽的斑鸠，伶俐的模样招人爱，一连串重
复的咕咕声虽不高亢，却好在干净，节奏感十足；气宇轩昂、容貌高雅的喜鹊，常伫

立在最高的枝头，喳喳的鸣叫略带金属质感，又不失婉转，闻之让人心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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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白天写作，思路“打结”时，我就停下手，倾听一会儿鸟鸣，脑中的灵感随

即就能在键盘上嗒嗒成行。

⑤ 为了感激这些精灵每天都带着美好的啼唱如约而至，一天，我在阳台上的竹

篾盘里撒上米粒和干虾米，再放上两个盛满水的浅口杯，希望以此款待它们。

⑥ 第一日，没有鸟儿来，第二日依然没有，直到第三日下午，才有一只麻雀前来“侦

察”。

⑦ 只见它从树上飞到阳台上，跳跳转转，明亮的小黑眼珠频率极快地扫描着四

周的一切，十分警觉。刚啄了一粒米，它便“嗖”地飞走了。原来窗台上的一本书被

风翻开，动静惊了它。

⑧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一下子来了好几只麻雀。水足饭饱后，它们倒不急着走，

而是在阳台上跳跃相嬉，好似在评论这顿荤素搭配的“大餐”。

⑨ 日子悠走，光临阳台的不再只有麻雀，其他鸟儿也多了起来。它们慢慢熟悉

了我的存在，明晓我并无恶意，因此即使看到我，也不再惊恐。

⑩ 人亲鸟，鸟亦亲人；人有情，鸟亦有情。也许是它们渐渐明白了我的心意，

只要我在阳台上放好食物，它们就会呼朋引伴落到阳台上“聚会”，有时还会到玻璃

窗前扑棱一下翅膀或轻啼一嗓，仿佛在与我打招呼。

〇11 望着窗外那些跳来跳去、欢畅啄食的鸟儿，自己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欣慰：我

有好多鸟朋友了。我发觉，自从与鸟儿交上朋友，槐树上面朝小楼啼鸣的鸟儿越来越多。

有时，它们瞧见我，啼鸣中甚至会有点儿欢欣的变调——不知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

果真如此？

〇12 心存一份坦诚和善意，人鸟之间何尝不可以传情达爱呢？

［2016 辽宁阜新］

1. 第⑤ ~〇11 段写出了人鸟相亲的过程，补写方框中的内容。

 我给鸟放食物           几只麻雀来“大餐”  
 我有好多鸟朋友

2. 第①段画线句运用了什么描写？有什么作用？

 楼前是一片斜山坡，上面生着枝干遒劲的老槐。这片槐林是鸟儿的天堂……

                                         
                                         
3. 从修辞角度赏析第③段画线句。

  瞧那活泼俏丽的黄鹂，宛若树冠中跃动的鲜亮花朵，其声轻快悦耳，仿佛小溪的叮

咚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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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章末段在结构和内容上有什么作用？

                                         
                                         
5. 结合文章内容并联系实际，谈谈你的感受。

                                         
                                         

星期三

3. 误    墨

① 娄城三老翰墨展上，少长咸集，群贤毕至。

② 开幕式上，应众人之求，三老联袂挥毫献艺。赵老不假思索泼墨画出水上水

下几许荷叶，中有荷花含苞待放，煞是喜人；钱老成竹在胸，只寥寥几笔，三两游鱼

跃然纸上，一条条栩栩如生；孙老略一凝神，一株岸边杨柳迎风摇曳，婀娜多姿。

③ 孙老画罢，回头对赵老、钱老的高足说：“来，添一笔，助助兴。”

④ 不知是不敢在班门弄斧，还是中国文人固有的君子之风，几位门生都互相谦

让着，谁也不肯轻易落墨。这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毛遂自荐说：“我来献丑。”

不待应允，他从从容容拿起斗笔，饱蘸浓墨，跃跃欲试。

⑤ 三老都不认识这位不速之客，但对他的勇敢精神倒颇嘉许。市美协头头想阻止，

三老见之，摇摇手，何必扫年轻人的兴呢，且拭目以待吧。

⑥ 或许是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或许是因为画面上已有荷有鱼有树，不好落笔，

这位年轻人手执斗笔迟迟落笔不下。场上的气氛一时如凝固住一般。突然，那饱蘸的

浓墨滴了一滴下来，无情地落在画面上。“呀！”年轻人一声惊呼脱口而出。这轻轻
3 3 3

的一声如冷水滴入沸油锅
3 3 3 3 3 3 3 3 3 3 3

。

⑦ 坏了坏了！一幅好好的画眼看就要毁了。真是大煞风景！好几个人用愠怒的

眼神瞅着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后生。

⑧ 不料年轻人反倒镇定了，他审视误墨片刻，不慌不忙地在误墨上略作加工，

好呵，那误墨竟化作一只半空振翅的翠鸟，简直补得天衣无缝，堪称大手笔。

⑨ 画罢，年轻人轻轻地说：“惭愧，惭愧！贻笑大方。”

⑩ 赞叹声啧啧四起。三老也对年轻人刮目相看，谓之“后生可畏”。

〇11 翌日，市报上赫然登出这位年轻人的照片，有篇报道对他大加赞扬，似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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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翰墨展主角。

〇12 市美协头头很欣喜也很自责，欣喜的是发现了这样一位新秀，自责的是对这

位新秀一无所知。他决定去登门拜访这位新秀。不巧，唯有一位耄耋老人在家。老人

不言不语，进屋捧出一大叠满纸涂鸦的毛边纸、宣纸来。市美协头头翻着翻着，疑是

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他简直不敢相信，所有的这一叠纸，几乎都画着翠鸟——从

误墨中化出的翠鸟。

［2016 四川眉州］

1. 根据文章脉络，用简洁的语言补充完整这篇小小说的故事情节。

 （1）翰墨展开幕式上，三老联袂挥毫献艺；

 （2）                        ；

 （3）后生误墨“污毁画卷”，众人愠怒；

 （4）                        ；

 （5）市美协头头登门拜访，揭开误墨谜底。

2. 文中的无名后生是怎样一个人？结合文章内容进行简要分析。

                                         
                                         
3. 赏析下面的语句，按要求回答括号内的问题。

  （1）“呀！”年轻人一声惊呼脱口而出。这轻轻的一声如冷水滴入沸油锅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从修辞

手法的角度品析加点句子的妙处。）

                                         
                                         
  （2）好几个人用愠怒的眼神瞅着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后生。/ 赞叹声啧啧四起。

三老也对年轻人刮目相看，谓之“后生可畏”。（从小说写作手法的角度，说说作者

这样安排情节的用意。）

                                         
                                         
4.  文中的年轻后生因为“误墨化翠鸟”而一举成名，这与现实生活中的歌星、影星、

体育明星等一夜成名很相似。你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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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4. 家    徽

① 国有国徽，校有校徽，厂有厂徽。奇怪吗？我家竟有家徽。我家的家徽是一条鱼，

一条画在门板上的鱼。那条鱼的图案画得很笨拙，线条零乱而粗糙，只能让人意会到

是条鱼而已。

② 祖父在世时，膝下有父亲他们弟兄四个，个个都是人高马大的男子汉。民国

初年，战乱频繁，家庭仗着几个男人下死力气勉强维持温饱。

③ 一天夜半，父亲起来小解，发现一条人影窜进了厨房，他便喊叫起来，同时

马上守住厨房门口。不一会儿，父亲弟兄几个都起来了，他们点着灯，拿来大木棒子

和斧头，仔细地搜索着厨房的每一个角落。那时粮食就是性命，大家决心不把这窃贼

打死，也得让他残废。厨房的旮旮旯旯都搜遍了，却没发现人。父亲弟兄几个说父亲

定是半夜眼花，父亲赌咒发誓说肯定有人。还在争辩时祖父来了，祖父让儿子们都去

睡觉。等他们兄弟走了之后，祖父走到水缸边，敲敲盖子，说：“你不用躲了，出来吧。”

只见水缸里水淋淋地站起一个人，这人一手擎着水缸木盖，浑身颤抖，面无人色，另

一只手里，还攥着一布袋大米。

④ 祖父望着窃贼，叹口气说：“算了，你走吧，要是让我的儿子们看见了，你今

天非残废不可。”

⑤ 贼从水缸里爬出来，祖父又把那水淋淋的米袋子交给他说：“带上吧，它可帮

你家度几天日子。”贼要说什么，眼眶却红了，低着头，提着米袋子往外走。走到门口，“慢

着，”祖父又叫住他，塞给他一串铜钱，“你拿这些钱去做点小生意，再也不要干这伤

天害理的勾当了。”

⑥ 贼“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祖父磕了几个响头，便走了。

⑦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清晨，祖父一开门，便在门环上发现了一条两斤多的鲜鱼。

祖父先是感到奇怪，但马上醒悟到是那贼送来的，那人大约是做了贩鱼的生意。

⑧ 自此以后，我家门环上经常出现鲜鱼，家里便经常可以改善生活。大约吃了

几十条鱼后，祖父感到不安，说人家是小本经营，别吃垮了人家。于是连着几天半夜

候着，一直熬了三个夜晚，终于让祖父遇见了那送鱼人。谁知不是那个贼，却是一个

年轻渔人。这渔人是那贼的儿子，贼在临终前嘱咐他要坚持送鱼到我家来。祖父和父

亲听着连连点头。为了不违亡人遗愿，祖父拿过一把刀子，让年轻人在我家门上刻一

条鱼，并说从此不许他再送鱼，就用刻下的鱼替代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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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于是，我们家按照祖父的意思，每次做屋或换门时，都保留这鱼的图案。

⑩ 它，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家的家徽。

［2015 江苏连云港］

1. 结合全文内容，分析文章第②段的作用。

                                         
                                         
2. 阅读文中第③段、第⑤段两处画线句，说说作者是如何表现贼人的心理变化的。

 （1）这人一手擎着水缸木盖，浑身颤抖，面无人色，另一只手里，还攥着一布袋大米。

 （2）贼要说什么，眼眶却红了，低着头，提着米袋子往外走。

                                         
                                         
3. 细读文本，分析祖父的形象特点。

                                         
                                         
4. 试探究“家徽”在本文中的丰富意蕴。

                                         
                                         

星期五

5. 大 师 治 学

① 林语堂短暂的执教生涯和他漫长的著述生涯比起来，更像是人生中的一段插

曲。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语堂却足以成为素质教育的代言人。

② 林语堂曾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这天是林语堂的第一堂课。

他带了一个大包到教室，学生们还以为这里面装的都是教学资料，心想这位拥有哈佛

大学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文凭的老师果然深不可测。

③ 不料，林语堂上了讲台，把包倒过来，往讲台上一倒，只见满满一堆带壳花

生稀里哗啦全落在了台上。林语堂抓起一把花生，分给前面的学生，并请诸君自便。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先动手。林语堂笑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

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他顿了顿，接着说道：“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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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

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④ 学生们闻言哄堂大笑。林语堂趁机招呼学生：“请吃！请吃！”课堂里立即响

起了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等到花生吃完，林语堂随即宣布下课。

⑤ 此后林语堂讲课，果然没有学生缺课，而且还有很多外来的学生慕名赶来偷师。

⑥ 更绝的是，林语堂所执教的课程，竟然从不举行考试，每到学期最后一节课

的时候，林语堂便端坐在讲台上，随手捡起学生的花名册一一唱名，念到名字的学生

依次站起来。这时，林语堂便如相面先生一般，细细把这个学生打量一番，然后在成

绩册上记上一个分数，这就是该生本学期的成绩了。林语堂“相面打分”的故事堪称

教育界的一大奇闻，并引起了一些老师的模仿。

⑦ 林语堂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他对刻板的考试制度的厌恶。他说：“倘使我只在

大学讲堂演讲，一班 56 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

终叫我出 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 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

他还把考试比成大煞风景的“煮鹤”，说：“恶性考试就是煮鹤艺术，可惜被煮的是我

们男女青年。”

⑧ 令人称奇的是，那些被林语堂“相面打分”过的学生接到自己的成绩后个个

心服口服，没有一个人上校长那投诉，而且大家公认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

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其实，林语堂记忆力超群，他平时在上课

的时候，通过提问、交流等方式早已对每一个学生知根知底，他的这种相面打分看似

随意，实际上是在了解了每一个学生的水平之后做出的合理决断，比起偶然性很大的

一次考试反而更显出其公平。

［2014 山西］

1. 第①段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

                                         
                                         
2. 本文第③段描写林语堂，有神态描写，还有    描写和    描写。

3. 林语堂“相面打分”公正公平的原因是什么？

                                         
                                         
4. 第⑦段画线句浸透着林语堂强烈的情感，极富感染力，请简要分析是如何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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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阅读以下两则林语堂的经典名言，结合本文内容，谈谈你心目中的好老师应该具有

怎样的品质。

  名言一：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

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

   名言二：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

剧里充当着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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