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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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套丛书囊括了最近三年全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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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教我读中国诗

① 十个月的时候，我得了一场可怕的脑膜炎，到了一岁半还不会说话，父母非

常担心。一天，爸爸看报，我坐在他的膝上，指着某一个标题中的“上”字，爸爸说：“上？”

我对他表示满意，赶紧从他的膝上爬下来，拽着他走到书箱前，得意扬扬地指着书箱

外“函上”的“上”字，表明我认识这个字，这件事对父母而言，真是“上上大吉”！

他们不再担心我有智力障碍了。之后，爸爸开始教我读诗。

② 爸爸常教我念两个人的诗：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陆游。

③ 依稀记得，孩提时的一个夏夜，我困极了，趴在爸爸的膝上，爸爸摇着大蒲扇，

满天的星斗朦朦胧胧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突然，爸爸那江

西乡音很重的诵读声使我睁开了眼睛，我不知道那奇特的吟啸中有什么，但我一下子

记住了这首诗。

④ 上学前我已经会背那首《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

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爸爸问我懂不懂最后那句，我很得意地嚷嚷说：“那

意思就是烧香磕头的时候别忘了告诉你爸爸！”当时，爸爸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⑤ 1959 年秋，我上小学。那年冬天，爸妈因故很长时间不能住在家。姐姐是长女，

照顾我和弟弟。一天晚上，爸爸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令我们欢天喜地，难以

入眠。躺在床上跟爸爸念杜甫的诗：“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爸爸问我懂不懂这

诗句，我说：“我懂的，不过，爸爸想念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想念爸爸的。”爸爸不再

说话，只是听我继续背他教我的诗。

⑥ 爸爸生命的最后几年，完全卧床不起。每当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悲鸣的

旋律在蕉影婆娑的窗边响起的时候，爸爸就会喃喃吟诵杜甫的诗。他告诉我，那一刻

让他想起了故乡老宅，想起了祖母和母亲。

⑦ 那时我已在大学教中国古代文学，我理解父亲：人生无非家国之情，杜甫、陆游，

我父亲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家国，都有一种深情。父亲吟诗的声音，永远留在

了我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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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很多年后，我看见报上某篇文章引了一首绝句，感觉就像遇到了一个老熟人。

我没有念过那首诗，但我熟悉那种风格。回来一查，果然是陆游的诗，“征车已驾晨窗白，

残烛依然伴客愁。”我当时的感受真是难以名状。爸爸在我童年时便种在我生命里的

东西，突然宣告了它的无可移易的存在！

［2016 上海］

1. 对第③段画线句分析错误的一项是（  ）

 A. 写出了夏天夜晚满天繁星的景色。 B. 突出了我童年学诗歌的模糊记忆。

 C. 表现出了夏夜我朦胧欲睡的状态。 D. 引出我被父亲吟诗声唤醒的情节。

2. 第④段爸爸高兴得流泪，其原因是                   。

3. 文中围绕爸爸教我读中国诗，记叙了三件事，请概括。

 （1）                      ；

 （2）上学前，爸爸教我理解《示儿》诗中的句意；

 （3）                      。

4. 根据全文，概况爸爸的形象。

 （1）                                       
 （2）                                       
5. 谈谈你对第⑧段画线句的理解。

                                          
                                          

星期二

2. 那个春天，很暖

女儿一岁时，婆婆得了精神疾病，生活基本上能够自理，自己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

只是一到傍晚，就会出现幻觉，常常会无缘无故地把家里的东西扔掉。记得有一次女

儿感冒，婆婆竟然把感冒药全部扔到了池塘里，还振振有词地说那些都是毒药。说着

说着，婆婆害怕地哭了。女儿一边咳嗽一边也哭个不停。我看着两个泪人，也忍不住

哭了。

那个冬天，很冷……

女儿五岁那年，有一天她（   ）对我说：“妈妈，我可不可以换掉我奶奶呀？

我要让惜愉的奶奶做我的奶奶！”我说为什么呀？她说：“我的奶奶一点都不好！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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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疼爱过我！但是惜愉的奶奶对惜愉可好了，每天来幼儿园接惜愉回家，回到家还

给他做好多好吃的，冬天灌好热水袋给惜愉焐手，夏天拿着扇子不停地给惜愉赶蚊子。”

我把女儿搂在怀里：“这世上每一个做奶奶的都会疼爱自己的孙女。奶奶之所以没有

好好疼爱你照顾你，那是因为她病了。从你出生的那天起，她注定是你一辈子的奶奶，

这个是谁也无法替代的。”女儿（   ）低下了头。

女儿七岁时，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她回家狠狠地把书包扔在桌上，（   ）

说：“我有这么个奶奶真是倒霉死了！害得我天天被同学们嘲笑，抬不起头来！”我问

怎么了？她说：“奶奶每天去菜市场买菜，每天都经过我们学校。你说她可笑不可笑，

冬天扇扇子，夏天戴个绒线帽，同学们都说她是疯婆子！”我气得把女儿的书包扔在

地上，恶狠狠地说：“别人可以看不起你奶奶，可以嘲笑她，歧视她，但是你不可以！

因为你是她最亲的人，你的身上流着她的血！你要想同学们尊重你奶奶，首先要做到

自己尊重你奶奶！不管奶奶变成什么样子，她永远是你要去敬重的人！”女儿第一次

看到我情绪如此激动，不停地说：“妈妈，我错了。”

女儿九岁那年，有一天我送她去学校。远远地看见在学校门口有三个小男孩正将

香蕉皮扔向婆婆，我刚想制止，却见女儿用力挣脱我的手，飞一般地跑过去，用小小

的身体护着她奶奶，大声地喊着：“不许你们欺负我奶奶！”三个男孩愣住了，呆立

在那里。我走过去，轻声对他们说：“我不跟你们讲大道理。每个人都会有老的一天，

每个人也都会有生病的时候，想想看是不是？”三个男孩儿愣了一会儿，默默地走到

我女儿面前说：“我们再也不欺负你奶奶了。”

女儿十一岁那年，院子里开满了鲜花。祖孙俩手持一根木棍，木棍的一头系着一

根漂亮的红丝线，红丝线在风中轻盈地飘着。女儿说她在和奶奶钓蝴蝶。我问，没有

钩怎么能钓得着蝴蝶呢？女儿说，她和奶奶不是在钓蝴蝶的身子，而是在钓蝴蝶的快

乐！看着祖孙俩灿烂的笑容，我也笑了。

那个春天，很暖……

［2016 安徽］

1.  “女儿”对“奶奶”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请依据原文，在表格空缺处填

入恰当的内容。

五岁时

七岁时 觉得奶奶可笑，看不起奶奶

九岁时

十一岁时 与奶奶一起做游戏，关爱奶奶

2. 在文中括号内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怯怯地 愤愤地 失望地 B. 失望地 愤愤地 怯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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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愤愤地 怯怯地 失望地 D. 怯怯地 失望地 愤愤地

3. 理解文中画线句的含义。

 （1）那个冬天，很冷……

                                         
 （2）女儿说，她和奶奶不是在钓蝴蝶的身子，而是在钓蝴蝶的快乐！

                                         
4. 文中的“我”既是儿媳，又是母亲，分别具有怎样的形象特点？请简要分析。

                                         
                                         
5. “女儿”的经历给你带来哪些关于“成长”的思考，请结合原文，写出两点启示。

                                         
                                         

星期三

3. 雪    人

今年冬天，北京下了场大雪。雪一下子堆得老厚，白皑皑的，路上像铺了一层绒

绒的地毯，这真是北京城难得见到的美景。

那天清早，我看见路旁一家小餐馆前堆起了一个雪人，是在这家餐馆打工的几个

外地年轻人冒着严寒堆起来的，他们冻得满脸通红却堆得兴致勃勃。雪人挺漂亮，胡

萝卜插成的鼻子，彩纸做成的眼睛，用花花绿绿的挂历叠成的贝雷帽，手臂里还夹着

一根长长的树枝，枝头上挂着几个彩色的气球和几片彩色布条做成的小旗子……雪人

融入了几个外地年轻人尽情的想象，是冬天和他们彼此赠予的最好的礼物了。那时，

天上的雪花正在飘飘洒洒，街头一片冰清玉洁，宛若童话的世界。那个漂亮的雪人仿

佛活了一样，在这飘飞的雪花中轻盈地舞动……

这个漂亮的雪人引来了不少过往行人的注目——它确实堆得挺别致可爱的。有的

人还跳下自行车跑过来看看它，开心地一笑。特别是孩子们，围着它打雪仗，笑声随

着雪花飞扬，溅
3

得四处都是。在雪小些的时候，许多家长回家拿来照相机，领着孩子

和这个漂亮的雪人合影留念。这个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诞生的雪人，给这条街增添了

不少的欢乐。

雪停之后，因为气温依然出奇的冷，雪许多天不化。缺少了雪花的陪伴，这个漂

亮的雪人显得有些寂寞。人们渐渐失去开始见到它时的兴致，走过它的身边，连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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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它一眼，它便显得越发孤零零。因为缺乏飘落的雪花的装点，又因为来来往往汽

车排放的废气和附近工厂烟囱冒出的烟尘的污染，仅仅几天，雪人就变得灰蒙蒙、黑

黢黢的了，仿佛是一个受冷遇又受气的灰姑娘了。

接着，没过两天，雪人手臂中夹着的枝条上的气球破了，彩色布条做成的小旗被

人随手扯下来扔在一旁；然后，雪人的胡萝卜鼻子被拔下来狠狠地插在肚子上，漂亮

的贝雷帽被撕成碎片撒满一地；雪人已经无可奈何地残疾，但还有人不放过它，路过

它的身旁的时候，狠狠地朝它的身上踩几脚，雪块坍塌下来，雪人的头、胳膊……随

着就掉落在地上。雪人再不是雪人，成了一堆脏兮兮的垃圾了。

一个漂亮可爱的雪人，就这样在人们的手中被创造、被破坏了。

让我多少感到痛心的是破坏它的人大多是可爱的孩子。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孩子路

过它的身旁，毫无缘由地踩它，把它当成靶子，拿雪块、石头砸它。而这些孩子里有

不少恰恰在前几天还围绕在它身旁，欢乐地打雪仗，或者脸上绽开酒窝和它合影留念。

我更无法理解的是参与破坏的还有当初创造它的人们。小餐馆里的那几个外地年

轻人出来倒脏水，就那样毫无顾忌地倒在雪人身上，尤其当雪人坍塌，剩下的半拉身

子更成为他们倒脏水倒污物的垃圾桶了。

看来，雪人最好的命运，是在雪天里诞生，然后立刻消融在雪后的阳光下，消融

得没有一点影子。这样，它只会看见我们人类欢乐的前一半，不会看见我们随心所欲

破坏的后一半。

［2014 江苏南京］

1. 根据文章内容，用恰当的词语填空。

雪停前 雪停后

小餐馆年轻人的行为 （1）       雪人 （2）       雪人

小餐馆年轻人的情感 （3）       雪人 （4）       雪人

2.  “特别是孩子们，围着它打雪仗，笑声随着雪花飞扬，溅
3

得四处都是。”这里的“溅”

能换成“飘”吗？为什么？

                                         
                                         
3. “漂亮的雪人”在文中多次出现，这有什么好处？

                                         
                                         
4. 联系文章，说说雪人的命运引发了作者哪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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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4. 好    感

① 常听老人说，人生喜忧参半，但我的人生却因收藏“好感”而时时充满快乐。

② 多年前，我乘公交车，没有零钱买票，遂把一百元人民币呈给售票员。售票

员皱眉，不高兴。当然不高兴，因为我只有两站路，而且找钱几乎会用尽她所有的零

钱。售票员的不高兴让我紧张，恐她退我一百元，请我下车。正在焦虑之时，我邻座

一位先生伸手递给售票员一元钱，说：“我两站，他也两站，一元钱就不用找了。”售

票员转阴为晴，退了我的钱。我也顿然轻松，一种温馨遍体融化，好像春天的阳光照

耀着我。我谢了邻座的先生，下车告别之际又谢谢他。他四十岁的样子，湖北仙桃人，

在西安工作，住丈八路潘家庄。好感不期而得，我收藏了。

③ 还有一次，我匆匆上课，出了小区才发现因为换衣服忘了带钱，但如果返回

取钱，我就会迟到。我呼住一辆三轮车，司机让我上车。我站着未动，对他说：“我

坐过你的车。”司机说：“好像坐过。”“我今天还要坐你的车。”“没有问题，请上来吧。”

我说：“今天我忘了带钱，你能不能拉我？”司机一愣，然后微笑着对我说：“忘了带

钱也拉你，请上来吧。”我说：“谢谢你！我肯定会付你钱的。”于是坐了他的车，嘱

他拉我至长安路。到站我又谢谢他，就跨桥进校上课了。

④ 之后有数月我没有碰到这个司机，遂觉亏欠。从明德门至长安路一程五元，

然而这司机就是靠一程五元的累积维持生计的。夏天的黄昏，我在路上走着，忽见他

驾着三轮车迎面驶来，赶紧喊他。他停下来，等我上车。我说：“我一直在寻你。”他说：

“寻我？干什么？”我说：“春天我坐你的车到长安路，没有付钱，今天付给你。”我掏

出五十元，当作付他十倍的车钱，并说：“谢谢你，你那天没有拒绝我。不要找了！”

他诧异地说：“不行，不行！”我说：“行，行！”就走了。这种好感来而往之，是循环

的，我也收藏了。

⑤ 三十年来，我总会想起一位陌生的兄长，并久享他所赠我的好感。那是 1984 年，

我刚刚从大学毕业。我想吃一顿羊肉泡馍，便进馆子排队买票。不料一步一步挪到柜台，

才知道钱不够。难免羞愧，便打算抽身放弃。这时候有一个青年越过两人，挤到柜台

前说：“我给他补够。”就数了九毛钱给了服务员。我心里滚烫
3 3

，并以目光致谢，他声

色平静
3 3

地回应了我，悄然返回自己的位置，继续排队。我注意到他旁边站着的女朋友，

一直向他微笑。这是一个敦实的小伙子，肤色略黑，充盈着一种可以信赖的英气。他

所赠的好感我已经收藏了多年，早就增值
3 3

了。

⑥ 陌生兄长的赠予在我心中悄然生根。一次，适逢一个妇女刷卡乘车，她连刷

三次也未反应，又没有两元的零钱可以投箱，司机便转方向盘准备把车开向路边，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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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下车。当此之际，我想起了多年前为我补够钱让我吃了一顿羊肉泡馍的那位陌生的

兄长……于是我走过去，替她刷了卡，那一刻我对自己很是满意，因为我将好感赠予

了别人。

⑦ 从此以后，在公交车上，但凡碰到老者或残疾者，我便会给他们让座；在路上，

碰到匍匐在地的乞丐，我也会给他盒子里放一点零钱；在街上，碰到弱者受欺，我更

会仗义为弱势而辩……这些经历让我明白好感可以任凭创造，可以常有。它会净世暖

心，会养性滋仁。

［2016 辽宁沈阳］

1. 阅读选文第② ～ ⑤段，完成下面的表格。

段落 ② ③ ～ ④ ⑤

概括内容 我乘公交车没零钱，邻座先生帮我付车费。 a b

 a ：                                   
 b ：                                   
2. 请从修辞的角度赏析选文第②段画线句。

 我也顿然轻松，一种温馨遍体融化，好像春天的阳光照耀着我。

                                         
                                         
3. 选文第③段画线句运用了什么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作用？

 司机一愣，然后微笑着对我说：“忘了带钱也拉你，请上来吧。”

                                         
                                         
4. 分析选文第⑤段中两个加点词的表达效果。

  我心里滚烫
3 3

，并以目光致谢，他声色平静
3 3

地回应了我，悄然返回自己的位置，继续

排队。

 滚烫：                                          
 平静：                                          
5. 结合全文举例分析第⑤段中“增值”的内涵。（举一例即可）

 他所赠的好感我已经收藏了多年，早就增值
3 3

了。

                                         
6. 选文的标题有什么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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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5. 木 刻 猴 子

① 小时候，常常看见祖父在把玩一件小东西：一整块黄杨木雕刻而成的猴子群像。

猴子有三只，做出三种截然不同的表情——一只双手掩着耳朵，一只双手遮着眼睛，

另一只则显得十分心虚地捂住自己的嘴巴。祖父似乎很钟爱它，常常独自坐在晚霞夕

照的院子里，无限怜爱地抚摩着它。

② 有一次，我把木刻猴子放在膝头上，翻来翻去地看。没什么意思嘛，就是一

块木头，刻成三个猴子。表情很逗人，可是没有发条，不像机械、铁皮做成的猴子，

只要旋紧发条，它就叮叮咚咚地打鼓敲钹。没什么好玩嘛！我翘着小嘴巴，把木刻猴

子还给祖父。

③ 祖父把我抱起来，指着木刻猴子对我说：“阿公跟你说，这三只猴，是你阿祖

给阿公的。这三只猴就是跟我们说，非礼勿听、非礼勿看、非礼勿说……唉，你还小，

不会懂，就是常常听人讲的‘有耳无嘴’啦。”那时，我六岁，祖父的话，我听不大懂，

但“有耳无嘴”这句话，却印在了心里。

④ 隔了一年，祖父死了。沉默寡言的父亲把木刻猴子摆在神案上，不知道是纪

念逝去的祖父，还是要提醒些什么。

⑤ 念高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我和母亲发生了争执，我的嘴快，说了

一大堆气话。母亲泪眼汪汪的，侧过头去，看着神案上那个木刻猴子，悲愤地说：“看

到你阿公留下来的木猴没？你爸爸把它放在神桌上是要你们警惕，不要乱讲话，你阿

公以前常常讲‘有耳无嘴’，你难道忘记了？”

⑥ 时间流水般逝去。有一次，父亲静静地和我说话，我从来不曾看过像他那般

谦和、诚恳的父亲。他似乎内心有某些隐痛，却又尽力掩盖：“这个时代，谨言慎行

是很重要的，不要放言高论，不要妄加评断，平平安安过一世就可以了。”说着，他

从神案上把那三只木刻猴子拿下来，充满深意地说：“你看看这三只猴，不听、不看、

不说，这是有道理的，独善其身嘛……”父亲叹了口气。他们那个黯然的年代，沉默

成为他们一生的座右铭。

⑦ 我说：“像这三只木刻猴子，不听、不看、不说，这样一个人，他生命的意义

是什么呢？独善其身，这是多消极的借口！”

⑧ 父亲苦笑，淡淡地说：“唉，以后你慢慢会晓得的。”

⑨ 又是几年过去了，在不断的历练中，我慢慢理解了父亲。我竭力要保持一点

点纯真的自我，但我发现，虽不甘愿，自己却也逐渐向世俗妥协，时时处在自我的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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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3

中。

〇10 父亲离开以后，木刻猴子交到我的手里。这个从曾祖父传给祖父，由祖父传

给父亲，再由父亲交到我手上的木刻猴子，我是不是要再交给我的后代，是不是还要

告诉他们“有耳无嘴”？我觉得我不能这样，我要他们活得更坦然，更磊落，更像他

们自己，不被扭曲，也不去扭曲别人。

〇11 点起一把火，我把这个木刻猴子烧成灰烬。

［2015 江苏扬州］

1. 阅读全文，完成下表。

人物
对待“木刻猴子”的

行为 情感 观念

祖父               顺从传统

父亲 摆上神案 纠结        

“我”        不满        

2.  第⑧段运用了哪些人物描写方法？你从中读出了父亲怎样的矛盾心理？结合文意简

要分析。

                                         
                                         
3. 细读第⑨段，分析加点的“撕裂”一词的内涵和表达效果。

  我竭力要保持一点点纯真的自我，但我发现，虽不甘愿，自己却也逐渐向世俗妥协，

时时处在自我的撕裂
3 3

中。

                                         
                                         
4. 联系生活实际，谈谈你对“有耳无嘴”这一说法的认识。（80~1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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