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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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天大的谎言

① 我是一个喜欢谎言的人。这缘于我 14 岁时的经历。那年我读初一，刚开春，

天好得很，冬麦长势很好，油菜花开始结苞，就连路上都长着一簇簇的青草，春天把

世界点缀得很美。

② 放学路上，快乐不言而喻。我们村上一个顽皮的孩子，走在我后面。他顽皮

得出名，我是斯文的孩子。这就决定了，我们从来不一起上学放学。但那天，他撵上

了我，他掌握了一个秘密，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这秘密，他如果不跟我说，整个人

都会爆炸的。

③ “你爸爸得癌症了。”

④ 我说：“你撒谎！”我盯着他，他衣服的纽扣扣得错落，领子一高一低，还拖

着长长的鼻涕，样子滑稽死了，很不靠谱。可我的眼泪莫名其妙地流了下来，因为，

我的父亲确实到城里看病了。

⑤ 上学放学，都要路过一条沟，沟很宽，女生们都得绕远。男孩子看见这条沟，

远远地就开始加速、加速、再加速，然后一跃而起，飞过去。现在，我看见那个顽皮

的孩子在加速了，天地开春，衣服已经不再是束缚，他很轻松地飞
3

了过去。我也开始

加速，开春的泥土酥软，脚底发飘，关节也根本不听使唤，无形的绳子束缚了我的手

脚，关键时刻，我狼狈地摔
3

到了这条沟里。现在，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难堪，要是

在平时，我会非常害羞，老实说，没有这个谎言，这条沟再宽一尺，我也能轻松地飞

过去。可那天，我陷在了这条沟里。陷进去了。

⑥ 谎言，一个谎言，让我狼狈不堪。我父亲才 37 岁，怎么可能会得癌症？但我

身体的反应，分明把这个谎言当成了现实。这个顽皮的孩子，他告诉我，我爸最多活

一年。说我爸爸在城里动手术的时候，医生把他的肚子划开，看了看，摇摇头，就缝

了起来。

⑦ 生活中，一个顽皮的孩子，会给一个谎言制造那么多细节吗？ 14 虚岁，我已

经懂得了事情的基本逻辑。我的童年，就葬送在了这条沟里。我一点都不恨这个顽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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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他用干的泥块给我擦污垢，我用油菜地里的青草打理自己的头发。泪眼蒙眬

中，颤抖的远山正在侵吞那个模糊的落日，我童年天真的大幕从此落下。

⑧ 父亲得的是胃癌，晚期。我和弟弟照顾了他一年，1987 年 8 月 17 日，落日时分，

他万分歉疚地把我们扔在半路，离开了人间。

⑨ 可时隔近 30 年，我依然觉得，那个顽皮的孩子制造了一个天大的谎言。

［2016 辽宁锦州］

1. 用简明的语言概括本文的主要内容。

                                         
                                         
2. 文章起笔写道：“我是一个喜欢谎言的人。”这样的开头有什么好处？

                                         
                                         
3. 请从景物描写的角度赏析文章第①⑦段两处画线句。

 （1）刚开春，天好得很，冬麦长势很好，油菜花开始结苞，就连路上都长着一簇簇

的青草，春天把世界点缀得很美。

                                     
 （2）泪眼蒙眬中，颤抖的远山正在侵吞那个模糊的落日，我童年天真的大幕从此落下。

                                     
4. 阅读第⑤段，赏析加点词的表达效果。

现在，我看见那个顽皮的孩子在加速了，天地开春，衣服已经不再是束缚，他

很轻松地飞
3

了过去。我也开始加速，开春的泥土酥软，脚底发飘，关节也根本不听

使唤，无形的绳子束缚了我的手脚，关键时刻，我狼狈地摔
3

到了这条沟里。

                                         
5. 文章结尾说：“可时隔近 30 年，我依然觉得，那个顽皮的孩子制造了一个天大的谎

言。”作者明明知道那个男孩并没有说谎，为什么还觉得他“制造了一个天大的谎

言”？谈谈你的理解。

                                         
                                         
6.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也常有一些人遭遇不幸，如身患绝症，亲人罹难……亲朋

好友出于善意，往往会选择隐瞒实情。但也有人认为，应该告知真相。结合本文内

容，联系生活实际，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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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 湖 畔 夜 饮

丰子恺

① 前天晚上，我舍不得这湖上的春月，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荫下一条石凳，空

着等我去坐。  有客来访，名叫西谛，住在葛岭饭店。家人告诉他，我在湖畔看月，他

就向湖畔寻我去了。我想，西谛寻我不到，一定回旅馆歇息，当夜我就不去找他，管

自睡觉。第二天早晨，我找他未遇，留了名片，请他正午或晚上来我家共饮。正午，

他没有来。晚上，他又没有来。

② 到了八点，我正独酌酩酊，西谛来了。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反而胖了，年轻了。

他说我也还是老样子，不过头发白些。略略寒暄后，我问他吃夜饭没有。他说在湖滨

吃了，——也饮一斤酒，——不回旅馆，直接来看我的。我留的名片，他根本没看到。

我说：“我们再吃酒！”他说：“好，不要什么菜蔬。”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胧，宜于

在灯前和老友共饮。

③ 家人端了一壶酒和四只盆子出来，酱鸡、酱肉、皮蛋和花生米，我和西谛就

对坐饮酒。墙上正好贴着一首我手写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

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这诗，酒味特别的好。  我觉

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而数学家的诗句，滋味尤为纯正，天真自然，纯正朴

茂，可爱得很。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的酱鸡、酱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

唾弃不足惜了！

④ 我和西谛共饮，另外还有一种美味的酒肴！就是话旧。阔别十年，他沦陷孤

岛，我奔走于万山中。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话，越谈越多。谈到酒酣耳热之际，话

声都变了呼号叫啸。谈到我的子女阿宝、软软和瞻瞻——《子恺漫画》里的三个主角，

幼时他都见过的。阿宝和软软正在厢房里和弟妹们练习评剧，我就喊她们来“参见”。

西谛用手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比比，说：“我在江湾看见你们时，只有这么高。”她们笑了，

我们也笑了。这种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谓“人生的滋味
3 3 3 3 3

”，在这里可

以浓烈地尝到。西谛叫阿宝“大小姐”，叫软软“三小姐”。我说：“那些画，都是你

从我的墙上揭去，制了锌板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你这老前辈对他们小孩子又有

什么客气？依旧叫‘阿宝’‘软软’好了。”大家都笑。人生的滋味
3 3 3 3 3

，在这里又浓烈地

尝到了。我们就默默地干了两杯。

⑤ 我回忆起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有一天，路遇西谛，他拉住我的手说：“子恺，

我们吃西菜去。”我说：“好的。”我们走到晋隆西菜馆楼上，点了两客菜，外加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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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兰地。吃完后，服务生送账单来。西谛对我说：“你身上有钱吗？”我说：“有！”摸

出一张五元钞票，把账付了。于是一同下楼，各自回家——他回闸北，我回江湾。过

了一天，西谛到江湾来看我，摸出一张拾元钞票，说：“前天要你付账，今天我还你。”

我惊奇而又发笑，说：“账回过算了，何必还我？更何必加倍还我呢？”我定要把拾元

钞票塞回去，他定要拒绝。坐在旁边的同事刘薰宇，过来抢了这张钞去，说：“不要客气，

拿去吃酒吧！”大家赞成。于是号召了七八个人去吃酒，直到烂醉。此情此景，憬然

在目。这岂非人世难得之事！我们又浮两大白（注：痛饮两大杯。）

⑥ 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西谛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给他一把伞，

看他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荫下的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

来还我！”

［2014 江苏常州］

1. 第③段说“有了这诗，酒味特别的好”。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2. 本文作者丰子恺的散文语言如同其漫画，往往寥寥数笔，生动而富于情趣。请简要

赏析下列句子的妙处。

 （1）柳荫下一条石凳，空着等我去坐。

                                     
 （2）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

                                     
3. 第④段两处提到“人生的滋味”，含义有什么不同？

                                         
4. 本文题为“湖畔夜饮”，却在第⑤段写到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请结合全文分析

作者这样安排的原因。

                                         
5. 对文章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作者把诗、酱鸡、酱肉、皮蛋和花生米、与朋友话旧，当作和西谛共饮时的美

味酒肴，情真意切。

 B. 第①段中“正午，他没有来。晚上，他又没有来”，表明作者热切盼望和焦急等

待故友来访的心情。

 C. 第④⑤段末尾说“默默地干了两杯”“又浮两大白”，写出了老友相逢、把酒话

旧时情绪越来越悲伤的情形。

 D. 全文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月色、湖水、微雨等景致，为故友重逢夜饮营造出自然、

温馨、诗意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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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3. 我的语文老师

① 从小喜欢语文课，每个语文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独独要写刘老师，

缘于他的与众不同。

② 他是初二时开始教我们语文课的，那时候我的文章已经常常在学生作文选刊

之类的杂志上发表了。学校的校刊报栏里，总有点儿版面是留给我的。我原以为刘老

师一进教室就会微笑着向我“致意”，如同其他老师一样，笑容中带着“久闻大名”

的意味。出乎意料的是，他在点我名字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抬眼看我一下。

③ 我开始被他收在“雪柜”中“封藏”。他很少提问我，也从不把我的文章当成

范文朗读，任我花费心思构思排比抒情感慨，得到的也永远是他一个淡淡的红钩，加

上难以辨认的“已阅”二字。骄子的心态受到严重打击，越是渴望得到他的鼓励，越

是觉得自己无法取悦于他，连同学们都认为我被“封杀”了，说“刘老师不欣赏六六

的文章”。

④ 刘老师是班里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其实，当他踏进教室的一刹那就确立

了我心目中的帅哥形象：宽肩长腿，蓬乱而略带卷曲的头发，白衬衫，牛仔裤，纤长

的手指随意地拈起一根粉笔。他的语调一直低沉着，浑厚的男低音，扬起的嘴角微笑

着，透露着一种洒脱的气质。

⑤ 他从不多说话，只是胡乱地翻着教科书。烂烂的教科书像是刚从浴缸里捞出

来的，似乎还带着没洗干净的洗衣粉，估计是多年沉积下来的粉笔灰。他随意翻两页，

瞟几眼，突然抬头说：“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便有同学细致地提醒他。他于是说：“好，

下面继续。”

⑥ 他的课堂轻松随意，娓娓道来中却让你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学功底。他如果是

演员，必是容易入戏的那种，只两三分钟的酝酿，便与书中的人物融为一体。当他讲

《陋室铭》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甘于清贫的雅士，酌一壶小酒与朋友捋袖手谈；当

他讲《社戏》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成年的迅哥儿，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回忆小时候

快乐的时光；当他讲《    》的时候，我觉得              ， 
              。

⑦ 因得不到他的注意，我开始抑郁，看见同学们作文中的长长批语，心生嫉妒。

那时我是学校的宣传号角，只要学校接个宣传任务，任何一项枯燥乏味的政治宣传，

在我笔下都会变得栩栩如生如泣如诉。恢宏的排比句式，可歌可泣的用词足以令人叹

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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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改变我绚烂的“八股文风”的是刘老师一次忍无可忍的评语。只记得他写道：“文

章是什么？是你自己的喜怒哀乐。高的作文分数只代表你有高超的组织文字的能力，

不代表你有卓越的、哪怕是真实的思想。如果有一天，你读自己的文章会流泪，你就

是在用笔写自己；如果有一天，别人读你的文章会流泪，你就是在用笔写现实。写你

懂的，写别人懂的，为自己说真话。”

⑨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评语，当时我才 13 岁，却深深领悟，自此开始做到笔随

心走。

⑩ 他只教了我一年半的语文课，我却感到我们之间有了越来越深的默契。我写

的苦与乐，他都懂，他给了一个青春迷惘而多思的女孩一个自由说话的空间，让我在

他海纳百川的宽容里自由徜徉。

〇11 一直记得他最爱的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

涕下。”仿佛看见他站在泰山之巅，穿着古代飘逸的长衫，头上盘着髻子，一根长飘

带在夕阳下随风飘摇……

［2016 广东深圳］

1. 通读全文，概括文中刘老师的“与众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

                                         
2. 从我们所学习的初中语文课本中，选取一篇现代文，结合语境，续写第⑥段空白处

的句子。

 　　当他讲《    》的时候，我觉得                   ， 
                 。

3. 分析第⑨段在全文结构上的作用，并说说你对“笔随心走”的理解。

                                         
                                         
4. 临近毕业，请给你的语文老师写一段毕业赠言。或者写一段话描绘你心目中理想的

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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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4. 驻 守 荒 原

① 西大滩加油站到了。这是离藏区最近的青海加油站，海拔 4150 米，周围都是

无边无垠的荒原。荒原上，一棵红柳树孤独地站立着。路过这里的司机，无论多晚，

只要叫一声老韩，一个瘦小的男人就颠颠地奔出，披着军大衣，双手习惯性地拢在腰

间。到了近前，老韩解开大衣纽扣，原来怀中藏着的是一只热水袋。寒潮一过境，加

油站上就刮着吹哨子一般的寒风，气温很快降到零下 20 摄氏度。  在这里，加油枪很

容易被冻住，得用热水袋把它慢慢暖开。

② 加完油，如果天色已经像墨汁一样浓黑，老韩会建议跑长途的货运司机在他

家借住一晚，次日早上喝过老韩媳妇做的面片汤再走，这样安全。

③ 因为地处荒凉的高原，老韩一家人的饭食十分简单，都是面片汤、馒头；长

达 7 个多月的冬季只有洋葱、土豆和白菜这 3 样蔬菜，连老韩 3 岁半的孙女也吃这样

简陋的饭食。司机们看了十分不忍。时间一长，有些司机就达成了默契：在内地前往

高原的途中，给老韩的孙女带点稀罕的蔬菜水果。最近，他们带过来的就有 3 斤月牙

般的老扁豆，一个歪脖子大南瓜，两个临潼大石榴，一嘟噜野柿子，还有 3 个硕大的

葵盘。带葵盘的是一个拉饮料去拉萨的司机从黄河河套路过时，吆喝呼唤了半天，好

不容易唤出葵园的主人买的。每只葵盘都有小脸盆大小，饱满的瓜子结得水泼不进。

葵盘送达这天，坚守在高原上的老韩一家人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这将是漫漫长冬一家

人的零嘴儿。

④ 老韩应聘到此加油站工作前，4 年中加油站已经换了 7 拨主人——条件太艰苦，

工资待遇低。每到夜晚，荒原上呜咽的风就像一个有冤屈的灵魂在游荡，听得人心里

毛毛的；这里的海拔太高，就算是本地人，只要身体动作稍微快一点，太阳穴那里就

像有一面小鼓在敲，突突地抽痛。因此，不论是加油站的领导，还是经常光顾的老司

机们，都没想到，老韩一来转眼已待足 8 年。

⑤ 陕西人老韩如今已经摸准了高原的脾气，他会叮嘱
3 3

第一次跑这条线的司机：

“遇上啥事您都别激动，那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知道吗？您得德高望重地行走，

老成持重地坐下。总之，像老祖宗一样慢腾腾地悠着来就对了。”万一哪个司机有

点高原反应，老韩就赶紧吩咐媳妇给煮酸菜面片汤，把家里人都舍不得吃的鸡脯肉

下在汤里。喝完汤，额头上密密麻麻出一层细汗，无休止敲打太阳穴的那面小鼓就 
停了。

⑥ 喝汤的人就说：“老韩，你要是不在这里干了，我们还怪不习惯的。”老韩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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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接受这样的赞美，局促地搓手回答：“一时半会儿离不开的，我舍不得儿子……”

老韩的大儿子已经落葬在离加油站只有一里地的戈壁上。儿子的去世是老韩心里永恒

的痛：加油站由旧址搬往新址前，同为加油站员工的老韩的儿子前去看守物资，暖气

还没有装好，半夜冻得睡不着，不得不烧炭取暖，就这样再也没有起来。

⑦ 老韩的媳妇说，老韩以前从不抽烟，但现在，他想儿子想得受不了时，会带上烟，

慢慢地走到红柳树下，在那里抽上一根。媳妇偷偷清点过，儿子去世一年多，家里开

的小卖部里，香烟少了 93 根。

⑧ 每次，老韩走很远的路去抽烟，一向打扮得粉嘟嘟的小孙女就能感应到爷爷

心里的难受，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一老一小缓缓走去的背影，让在加油站门口闲聊

打趣的司机们都安静下来，近乎肃穆地目送着他们。

⑨ 在远方，那棵孤独的红柳树悄然站立，枝条在寒风中抖动，犹如火焰一般。

［2016 辽宁盘锦］

1. 用简洁的语言概括选文的主要内容。

                                         
2. 从描写的角度赏析选文第①段画线句。

寒潮一过境，加油站上就刮着吹哨子一般的寒风，气温很快降到零下 20 摄氏度。

                                         
3. 品析选文第⑤段加点词的表达效果。

他会叮嘱
3 3

第一次跑这条线的司机：“遇上啥事您都别激动，那是拿自己的性命

开玩笑，知道吗？您得德高望重地行走，老成持重地坐下。总之，像老祖宗一样慢

腾腾地悠着来就对了。”

                                         
4. 分析选文第⑨段的作用。

                                         
5. 说说选文中“老韩”是一个怎样的人。

                                         
6. 如何理解选文标题“驻守荒原”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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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5. 倒挂的油画

① 我家的餐馆开在美院边上，美院的师生常常来餐馆吃饭。我的父亲是个很优

秀的厨师，他不懂艺术，但是一直很尊重这些搞艺术的人。

② 父亲眼中似乎只有两类画家：一类是成功的，另一类是怀才不遇的。成功的

画家常常请客，在餐馆里提前存上一笔钱，吃完饭就拂袖离去；怀才不遇的画家都喜

欢赊账，偶尔还掉账单的一部分，然后继续赊账。

③ 陈是个怀才不遇的画家。有一天，陈吃完饭后，找父亲借钱。他说自己的母

亲病危，他非常想去见她最后一面。父亲想都没想
3 3 3 3

就帮他出了机票钱，嘱咐他立刻打

的去机场，千万不要留下终身遗憾。

④ 一个月之后，陈重回餐馆吃饭。他对父亲千恩万谢，一定要送他一幅画。父

亲指着餐馆墙壁上挂满的画说：“你看，很多有困难的学生都以画抵账，我这里最不

缺的就是画了。过去的事情你不要放在心上，尽管来吃饭就是……”

⑤ 陈恳切地说：“这幅画不是为了抵账，而是为了报恩。我陪伴在母亲身边看着

她咽气的时候，最感谢的人就是你。你让我没有留下终身遗憾，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表

达自己的感情，就画了这幅油画。您务必要收下，否则我……”

⑥ 父亲终究不忍拂了陈的好意，便把这幅画带回了家里。这是一幅抽象派的油画，

几团大大的色块，深浅不一，形状莫名。由于客厅、卧室墙壁上都有了装饰品，所以

父亲把这幅画挂在了厕所里。于是，我们家人如厕的时候都可以欣赏这幅画了。

⑦ 厕所靠东，朝阳温暖的光线常常落在这幅画上，色块隐隐浮动，凸凹有致。

我们越看越觉得奇妙，不知不觉脑中就会出现很多美丽的联想。母亲说她每次注视这

幅画的时候都会想到她的家乡，想到漫天彩霞和她少女时候的梦；父亲说他会联想到

自己的父亲，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无法送终，那种挥之不去的哀愁也浓缩在浮动的色块

中了……

⑧ 后来，父亲把这幅画从厕所请到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父亲常说陈能画出这

么伟大的作品，让我们这一家“粗人”都为之感动，有朝一日他会大有出息的。果然，

没过 10 年，陈成为我国著名的抽象派画家之一。他的画开始被许多美术馆和博物馆

收藏，据说市面上每幅画已经卖到了百万元。陈还是常常带朋友来我家的餐馆吃饭，

他早就不赊账了，还常常请父亲喝一杯他自带的洋酒。相识于贫微时的感情，不用太

多的言语，一颦一笑中就能看懂。

⑨ 有一天，陈忽然说想看看当初送给父亲的画：“这么多年来，那仍是我这一生



第一周

011

第
一
周

中最满意的作品。”父亲将他带到了家中，一进客厅陈就大叫起来：“你把我的画挂颠

倒了 !”
⑩ 我们一家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原来当年他忘记了签名，而我们都是些

看不懂抽象画的“粗人”。陈取下画，转过来，郑重其事
3 3 3 3

地在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哪一天你缺钱了，打电话给博物馆，他们会送钱上门并

千恩万谢的。”

〇11 父亲很认真地说：“这幅画已经是我家的宝了，看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有了

感情。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绝不会卖艺术和感情的。”

〇12 陈高兴地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说：“老哥，你真是我见过的最有文化的厨子。这

幅画在你手里，真是值了。”

〇13 于是，这幅画就继续留在了我家的墙上。只是，我们一家人还是喜欢扭头来

欣赏它颠倒过来的样子，就好像它本来就该如此一样。

［2016 湖南怀化］

1. 小说行文思路清晰，请用简要的语言归纳。

 （1）开端：                                
 （2）发展：                                
 （3）高潮：                                
 （4）结局：                                
2. 结合语境，说说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理解。

 （1） 父亲想都没想
3 3 3 3

就帮他出了机票钱，嘱咐他立刻打的去机场，千万不要留下终身

遗憾。

                                     
 （2） 陈取下画，转过来，郑重其事

3 3 3 3

地在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3. 父亲有怎样的性格特点？试做简要分析？

                                         
4. 文章以“倒挂的油画”为题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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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6. 集中营的课堂

① 纳粹德国攻占波兰，控制华沙。沙宁是刚来的老师，正给孩子们上课，几个

纳粹兵来到学校，大声对她说：“沙宁，跟我们走一趟吧！你还要藏到什么时候？”说

完，他们便一拥而上，将沙宁摁倒在车上。

② 孩子们都被吓哭了，只有谢达快速跑回家，告诉爸爸赛夫，沙宁老师被抓走了。

赛夫听到这个消息，不禁一惊
3 3

，焦急地在屋里来回走着……

③ 第二天早上，谢达悄悄来到集中营门口，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枚手雷，大叫

着冲向纳粹看守。他很快被制服，投进了集中营。谢达很坚强，始终咬定手雷是捡来

的，纳粹只好把他先关起来。看守每天鞭打他，让他干与年龄不相称的活，可他似乎

能承受住这一切，他只想知道，沙宁老师是否还在这里，是否还活着。

④ 这天早上，谢达被惊醒，几个纳粹将一个全身血肉模糊的女人扔了进来，谢

达一看，这不是沙宁老师吗？他突然一阵狂喜，和几位妇女一起把沙宁老师扶到板子

上。沙宁伤得太重，一直在昏迷。纳粹没有从沙宁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还

不想让她死，便给她医治。沙宁醒后，第一眼便看见了谢达。她有些激动，想问谢达

怎么进来的，可她极度虚弱说不出话来。聪明的谢达急忙小声对沙宁说：“沙宁老师，

我来上课。”沙宁一怔
3 3

……

⑤ 沙宁成了集中营里的老师。纳粹严密监视着她的动向，希望能从沙宁的讲课

中找到破绽。另外，这十几个孩子让他们伤透了脑筋。沙宁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却很

安静。为了让他们安静些，纳粹还假装慈悲，给孩子们买了画笔。沙宁对谢达非常好，

除了给他上课，有时还教他画画……

⑥ 这一天，几名想逃跑的战俘又被他们抓回来，折磨致死后又被吊起来，在阳

光下示众……一直以来，纳粹就是这样，凡是想逃跑的人，都会被处死并吊在营门外。

每每看到这种场景，谢达心中充满了仇恨。

⑦ 这一天早上，天还没亮，谢达偷偷溜出房间，悄悄爬向纳粹的油库，可就在

他准备点燃火柴时，被纳粹哨兵发现了。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谢达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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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下，然后被拖出门外吊起来示众。第二天中午，赛夫打通关节，把谢达抱回家。他

要给谢达穿上新衣服再安葬，为此，他几度昏厥。

⑧ 四天后，盟军报纸报道了赛夫送出情报、纳粹在波兰的毒气弹据点被摧毁的

消息。如果再晚几天，这些毒气弹将被运往前线，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将付出生命的

代价。半个月后，沙宁被解救出来，她和赛夫都成了英雄，一个感人的故事被披露出来。

⑨ 原来，沙宁掌握毒气弹据点的情报后，来到华沙想与赛夫接头，因泄密她被

捕了。焦急的赛夫本想自己进集中营和沙宁接头，可他是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不能离

开。他便想出了让谢达攻击哨兵从而进入集中营与沙宁接头的办法。沙宁的情报图一

直记在脑海里，她偷偷地教谢达画画，不久，谢达便能把地图完整地画出来。该怎样

把情报送出呢？就在这时，谢达见逃跑的人都会被处死吊在营门外，于是，他便想到

了办法：把地图画在衣服里面……他知道，爸爸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抱回家，一定会给

他换套新衣服再埋葬，一定会发现画在衣服里面的地图……

⑩ 谢达去了天堂，但他那稚嫩的肩膀扛出的壮举却深深地感染了我们。集中营

的课堂里，上的是世上最感人的一课。

［2015 广东］

1. 根据小说的情节，以谢达为陈述对象，完成下列表格。

地点 情节 主要事件

学校 开端 看见沙宁老师被捕

集中营门口 发展 （1）                  

集中营里面 高潮 （2）                  

2. 文章多处埋下伏笔，请举一例，并分析其作用。

                                         
                                         
3. 联系上下文，品味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分析其表达效果。

 （1）赛夫听到这个消息，不禁一惊
3 3

，焦急地在屋里来回走着……

                                     
 （2）聪明的谢达急忙小声地对沙宁说：“沙宁老师，我来上课。”沙宁一怔

3 3

……

                                     
4. “集中营的课堂”有什么深刻含义？文章以此为标题有什么作用？请做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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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7. 大 印 象

① 老街把给人画像的营生称作印象。

② 老街，能把画像这门手艺做得精绝的是八角楼下的大印象。遇到个急事，有

人会拿着照片，找到大印象的店里，说给印象一张。大印象便按照顾客的要求，把照

片上的人像放大绘到纸版上，装裱好，保证和照片上的人物表情一模一样。

③ 去老街找大印象，老街人都会告诉你，大印象啊，好找。去八角楼，宽脸，短眉，

眼睛不大，特有精神。

④ 大印象不只是活儿做得好，为人也正直实诚。  大石桥段家老爷子意外去世，

家人没有找到老人遗照，便找到大印象，央求去家里给老爷子画像。做印象生意的，

极少上门给人画像，用照片印象，可借技术工具帮助，登门画像却全凭手上功夫，况

且给故去的人画像，是晦气生意。但大印象二话没说，收拾起家什就到了段家。大印

象对躺在棺木中的段老爷子鞠了三个躬，支起画板开始下笔。正是三伏天，屋内闷热，

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大印象连续八个小时不吃不喝，在灵棚搭建起前，画完了肖像。

大印象谢绝了段家的优厚酬金，说能给老爷子画像也是有缘啊，算我送了老爷子一程。

⑤ 老街有个环卫工人，大家都称他韦老头。他每天推着架子车，沿街清理垃圾。

韦老头闲时，爱坐在大印象店前，吸着烟，看大印象画像，拉扯些家长里短。韦老头

吧嗒吧嗒地吐着烟雾，也不管埋头做着活计的大印象听没听，自己只管说。说他和老

婆的恩恩怨怨，说因为他没有照顾好妮子，十二岁的妮子溺水死了，老婆子也离家走

了。我那妮子啊，长得可带劲了，瓜子脸，大眼睛，双眼皮，长睫毛，笑起来，俩酒窝，

学习好着哩。都怨我，都怨我啊。韦老头过足了烟瘾，也叨叨够了，拿起扫把仔细地

将店铺前清理干净，推着车子走了。韦老头退休那天早晨，去找大印象道别，大印象

的店铺没开门，门上挂着一幅女孩的画像，瓜子脸，大眼睛，双眼皮，长睫毛，俩酒

窝，天啊，这是我妮子，是我妮子啊。韦老头把画像搂在怀里，老泪如珠，对着大印

象的店铺拜了又拜。

⑥ 生意清闲的时候，大印象端着一杯茶，眯缝着一双小眼看来来往往的行人。

有人说大印象的本事是过目不忘。曾经有人打赌，带着四个男女在大印象眼前过了一

趟，让他把这四个男女画下来。他眯缝着眼，一杯茶的工夫，画像就出来了。四个男

女瞪着惊讶的眼睛，各自拿着画像离去。

⑦ 那年冬天，流窜盗窃团伙到了老街一带，警察通知商家注意防范。没几天，

老街的一家珠宝店失窃。警察走访时，大印象拿出了几张画像，说这几个人在老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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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几天了。警察按图索骥，果然抓获了三名盗窃嫌疑人，只是让团伙的头子逃脱了。

老街人把大印象画像擒贼的事都传神乎了。原想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没曾想，春节

前夕，逃跑的盗窃团伙头子竟然又潜回了老街。节前商家生意旺，店铺关门也晚。天

擦黑，大印象起身去关门，一个黑衣人裹着寒气闯入店里，反手扣上门。大印象正疑

惑，一把冰冷的匕首抵住他的咽喉。大印象即刻明白了怎么回事，平静地坐到椅子上。

黑衣人匕首向上一划，大印象两眼模糊。

⑧ 翌日，正在饭馆里喝酒的黑衣人，被警察逮个正着。黑衣人挣扎着又哭又嚷，

说警察冤枉人。被带到派出所后，黑衣人忽然安静了，他看到案桌上一张用血绘出来

的画像，画像上的人分明就是自己啊。黑衣人瘫倒在案桌前。

⑨ 大印象眼睛致伤，不能再给人画像了。

⑩ 老街人提起大印象还是那句话：大印象啊，宽脸，短眉，眼睛不大，特有精神。

［2016 江苏南通］

1. 浏览全文，依次概括有关大印象的四件事。

 （1）                                    
 （2）                                    
 （3）                                    
 （4）                                    
2. 体会第④段画线句“大印象不只是活儿做得好，为人也正直实诚”在结构上的作用。

                                         
3. 本文第⑤段用较多笔墨写韦老头是否合适？请简要说说你的理解。

                                         
4. 请将本文第③段和第⑩段对大印象的两处外貌描写与下面对于勒的两处外貌描写进

行比较，说说它们在描写内容与情感表达上的不同点。

 （1） 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光始终不离开他手里干的

活儿。

 （2）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

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

 ——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

                                         
                                         
5. 大印象把画像手艺做到精绝，南通人传承悠久的民间工艺，把蓝印花布、板鹞风筝

等做到极致，南通仿真绣更是五度成为国礼。请结合本文内容，谈谈你从中得到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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