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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学即人学。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明中极璀璨的一部分———传奇的经历、优美的文字、深邃

的思想……通过阅读文学名著，我们能在有限的时空里，觉察到无限广阔的生命

维度，从而极大地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心灵。

如果更幸运一点儿，我们还能在文字的诗意间、在名著人物人格魅力的影响

下，体味到生命的美好与强大，进而产生直面艰难的激情，鼓起挑战压力的勇气！

这样，我们短暂的生命之旅就有可能变得丰盈多姿，生命的价值也会得到很大的

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人类生存、生活和成长的原动力。正因如此，文学

名著对正在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初中生显得尤其重要。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初中语文教材中必读文学名著的内容和精

神内涵，我们以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名著阅读必读书目为依据，收集、整理了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全国各省市中考语文真题及模拟题的名著阅读题，编写了这套“周

计划：初中语文名著阅读高效训练”丛书，希望这套书能帮助同学们加深对已经读

过的文学名著的理解，达到巩固知识、丰富情感、滋养心灵的目的。

因为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全国统一使用不久，各省市中考对名著阅读的设题

较少，特别是对一些内涵丰富、不易解读的文学名著的设题更少，比如《昆虫记》

《傅雷家书》《艾青诗选》等。为此，我们一方面扩大资料的收集范围，另一方面也

潜心设计了一些题目，以求练习所涉及的范围更全面。

本套丛书共分三册，按照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名著阅读必读书目出现的顺

序编排，每个年级一册，每册包含四本文学名著的考题。希望同学们在阅读名著

之余，能通过丰富多样的题目练习，达到熟悉、理解和热爱名著的目的。

本套丛书选编了全国各省市中考真题、模拟题，由于各地设题时参考的名著

版本不同，所以题目中同一本名著的选文内容有细微差异，但不影响对名著情节

的理解。有一部分作品创作于特定时期，存在一定的异体字、通假字、错别字，为

了保持名著的原有风貌，本书不做勘误。特此说明。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

免有错讹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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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朝花夕拾》

典型题训练１ 第　　周　　星期　　

１．请在括号内填写正确的选项。

（１）“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犛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这句话出

自鲁迅的（　　）。

（２）鲁迅借众鬼嘲弄人生，用阴间讽刺阳世，对“正人君子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嘲弄和鞭

挞的文章是（　　）。

（３）作者回忆少年时读了这一本教科书后，觉得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故事”，如

“子路负米”“黄香扇枕”“陆绩怀橘”之类。而“哭竹生笋”的故事则有些可疑，还有“卧

冰求鲤”的故事，如模仿则有性命之忧了。这些故事来自（　　）。

犃．《二十四孝图》 犅．《无常》 犆．《琐记》

［2016天津河西质调·第21题］

２．下列文章中不曾提及“长妈妈”的篇目是 （　　）

犃．《狗·猫·鼠》 犅．《二十四孝图》 犆．《五猖会》 犇．《琐记》

［2018陕西西安未央三测·第6题］

３．在鲁迅博物馆，四位同学观看了《朝花夕拾》的展品，联想到这部散文集，颇有感触。下列是

他们分别在参观记录本上写下的感受，其中比喻句运用不恰当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犃．百草园见证了鲁迅美好的童年岁月，拔何首乌、摘覆盆子、捕鸟……那多彩的生活场景

好像色彩斑斓的图画，让我沉醉其中。

犅．长妈妈给童年的鲁迅讲规矩，说故事，还为他买《山海经》……这些小事如同涓涓细流，

流淌在鲁迅的记忆里，也让我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的淳朴和善良。

犆．藤野先生的无私帮助和真诚关怀，对于遭遇困境的鲁迅来说，犹如冬日的暖阳。这样的

老师让我肃然起敬。

犇．《朝花夕拾》在平静的叙述中富有深长的韵味，如同一首热烈而激昂的乐曲，令我回味

无穷。

［2017北京·第2题］

４．《朝花夕拾》中的许多句子蕴含着作者深厚的情感，需要认真品味。关于下列句子出处及解

说不正确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犃．“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

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

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这是《五猖会》中开篇的句子，鲁迅先生直笔批判，

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犅．“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是《阿长与〈山海经〉》中直抒胸臆的句

子，抒发了鲁迅先生对保姆阿长的深切怀念。

犆．“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是《父亲的病》中极具讽刺

意味的句子，表现鲁迅先生对传统医学的质疑。

犇．“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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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怪他们疑惑。”是《藤野先生》中蕴含无奈之情的句子，表现鲁迅先生在民族自尊心受

到伤害之后的悲愤。

［2016北京平谷一模·第8题］

５．结合《朝花夕拾》的内容，下列说法中正确的一项是 （　　）

犃．《范爱农》这篇文章为我们展现了以为觉醒的知识分子最终向社会妥协的人生历程。

犅．“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无常为了安慰儿子死掉的阿婶，暂放儿子还阳半刻，被阎王捆

打四十，说他“得钱买放”，可见阎王是公正无私的。

犆．《五猖会》里的迎神赛会对孩子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出发前，父亲却要求孩子背《鉴略》，

这是封建家长制的体现。

犇．在《琐记》《父亲的病》和《狗·猫·鼠》里出现的衍太太和《故乡》里的杨二嫂一样，都是

损人利己、自私自利、尖酸刻薄的小市民典型。

［2019重庆南岸质检·第6题］

６．下列关于《朝花夕拾》的表述，不正确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犃．“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

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这句话出自《朝花夕拾》，写出

了自己被逼迫背书时的感受。

犅．《朝花夕拾》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风俗和社会情况，文中有许多鲁迅的卓异见解。作品既

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又在夹叙夹议中，对反动、守旧势力进行了抨击

和嘲讽。

犆．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浓墨重彩刻画的一位老师是寿镜吾先生。他博学多才、治学

严谨，给鲁迅许多有益的影响。

犇．《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是一部蕴含着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

批判的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阿长与〈山海经〉》等文章均收录其中。

［2019河北石家庄长安质检·第16题］

７．阅读下面名著选段，回答问题。

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

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

呢，也不闻。

（１）这段文字选自鲁迅的散文集《 》，文中描写的人物是 。

（２）关于这部散文集，下列说法不正确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犃．《狗·猫·鼠》表现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二十四孝图》揭示了封

建孝道的虚伪与残酷。

犅．《五猖会》记述了作者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时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并借此对“正

人君子”予以了辛辣的嘲讽。

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作者儿时在家中百草园玩耍时的无限乐趣和在三味

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

犇．《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三篇，记述了鲁迅远离故乡到南京、日本求学和回国后

的一段生活，留下了鲁迅追寻真理的足迹。

［2018湖南衡阳·第5题］



第一章　《朝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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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２ 第　　周　　星期　　

１．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温馨的回忆，也有理性的批判。

（１）根据句子写出相应人物。

选段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
獉
的灵魂！

“她”是 。

选段二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
獉
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他”是 。

选段三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

他
獉
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

“他”是 。

（２）下列表述与原著思想不相符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犃．在《父亲的病》中，鲁迅回忆几位“名医”为父亲治病时的种种表现，并由此感叹：这

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犅．《琐记》写到，衍太太看见“我们”吃冰，一定会笑着让“我们”多吃点；还让“我”拿母

亲的首饰去变卖。鲁迅没有直接批判，但心中是嫌恶她的。

犆．鲁迅在《无常》中说，在众多鬼神中最不愿意见到的是“活无常”，一见到就恐惧惊

慌。文章借此批判生活中那些恶毒的知识分子。

犇．在《二十四孝图》中，鲁迅重点剖析“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揭示了古书

中所颂扬的孝道的虚伪和残忍。

［2014浙江温州·第5题］

２．下面关于《朝花夕拾》及有关内容的表述，不正确
獉獉獉

的两项是 （　　）

犃．《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所作的回忆性散文集，共十篇。

犅．《朝花夕拾》中鲁迅先生提及儿时生活，常常出现对迎神赛会、看戏等情节的回忆，如《无

常》《琐记》。

犆．鲁迅在《二十四孝图》里，针对“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孝道故事做了分析，

揭示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

犇．“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这句话中的“他”是寿镜

吾先生。

犈．《范爱农》记叙的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

［2018天津和平质调·第22题］

３．（１）下列对《朝花夕拾》中有关内容的表述，不正确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犃．《父亲的病》回忆儿时为父亲请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

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犅．《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与同是留学生的同乡范爱农之间的真挚友谊和回国

后继续与范爱农接触的生活片段。

犆．《藤野先生》这篇散文表达了作者对藤野先生的真挚怀念，赞扬了他正直热忱、治学

严谨、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的高尚品质，也追述了自己弃医从文的心路历程，洋溢

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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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狗·猫·鼠》这篇文章主要通过对猫和鼠的一些秉性、行为的描写，阐述作者仇

猫———即不喜欢猫的原因，也是借猫来讽刺当时的论敌。

（２）《朝花夕拾》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句子，对下列句子出处的解说不正确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犃．“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

着，———而且要背出来。”这是《五猖会》中“我”的失望与无奈。

犅．“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

话，妨害白话者。”这是《二十四孝图》中鲁迅对当时反对白话、提倡复古者发出的战

斗檄文。

犆．“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

演论》。”这是《琐记》中作者求学时探求真理的热情。

犇．“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这是《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中“我”对父亲要求“我”背书的不解。

［2016北京怀柔二模·第11题］

４．你为初一新生做《朝花夕拾》的荐读演讲。下面是演讲稿的片段，请按要求填空。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朝花夕拾》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我建议大家读一

读。在书中，有描述小鲁迅与小动物为友的　①　；有表现他在日本与师友交

往的　②　；也有反映他家乡赛会风俗的　③　。在这些温馨的回忆里，蕴含

着　④　和　⑤　，令人回味无穷。

（１）将下面篇目的序号填在对应的横线上。（每处２个）

犃．《狗·猫·鼠》 犅．《阿长与〈山海经〉》 犆．《二十四孝图》

犇．《五猖会》 犈．《无常》 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犌．《父亲的病》 犎．《琐记》 犐．《藤野先生》

犑．《范爱农》

① ② ③

（２）在相应的横线上填写恰当的短语。

④ ⑤
［2015江苏南京·第6题］

５．选出不属于
獉獉獉

散文集《朝花夕拾》所包含的思想感情的一项 （　　）

犃．抒发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

犅．批判当时社会封建思想习俗的不合理。

犆．指出强制性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犇．表现中国农民的生命和活力是怎样被扼杀的。

［2020浙江杭州富阳模拟·第6题］

６．《朝花夕拾》中鲁迅借动物比喻人，表达出对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辛辣讽刺的文章是《　　

　　　　　　　　　　》。

［2017福建莆田模拟·第22题］

７．“好。那么，走罢……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一语出自《 》。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一

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 》，这表现出鲁迅探求真理的强烈

欲望。

［2019重庆沙坪坝模拟·第6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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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鲁迅首次知道“赫胥黎”，接触“物竞天择”“苏格拉底”等人的思想是在矿路学堂，这段经历在《朝

花夕拾》的《 》中被提到。从《朝花夕拾》中我们知道，他后来在日本留学时认识了

一位朋友，当时彼此都没有什么好感，但回国偶遇后，交往甚密，这位朋友叫 。
［2019重庆北碚模拟·第6题］

２．下面这段文字出自《朝花夕拾》中的《 》，文中促使“我的意见”发生变化的事件

是 、 。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

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2020浙江宁波北仑模拟·第5题］

３．同学们将鲁迅作品整理成一副对联，请你在横线处填写合适内容使对联完整。

举世如野草彷徨，南腔北调，三闲二心，尽是可怜阿犙相；

独身向热风 ，故事新编， ，总求不使死魂灵。
［2018北京顺义二模·第3题］

４．阅读下面名著选段，回答问题。

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到满床摆着个“大”

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这段文字出自鲁迅的《朝花夕拾》，篇名的旧题是《旧事重提》，文中的她是 ，

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是 　。
［2019云南玉溪红塔模拟·第10题］

５．阅读下面名著选段，回答问题。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

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以上文段出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该散文集中的《 》一文，饱含了

作者对一位潦倒同乡旧友的思念和同情；另一文《五猖会》记述了作者儿时盼望观看

的急切、兴奋的心情。
［2019四川凉山·第23题］

６．阅读下面名著选段，回答问题。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

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

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

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

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

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

这段文字出自鲁迅写的散文《 》，它是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一

篇，这是作者“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一部 性散文。
［2018湖南湘西·第1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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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根据以下提示写出《朝花夕拾》中的人物名称。

（１）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

（２）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

（３）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

各人的父母。

（４）他的脸是长而胖的，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2020天津和平一模·第22题］

８．阅读下面名著选段，回答问题。

假如我出面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

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所以，目下的办法，是凡遇猫们捣乱，至于有人讨厌时，

我便站出去，在门口大声叱曰：“嘘！滚！”小小平静，即回书房，这样，就长保着

御侮保家的资格。其实这方法，中国的官兵就常在实做的，他们总不肯扫清土

匪或扑灭敌人，因为这么一来，就要不被重视，甚至于因失其用处而被裁汰。

这段文字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 》，作者讽刺了 　

　。
［2018陕西西安长安一模·第6题］

９．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鲁迅先生回忆了自己从幼年到青年的生活经历，记述了对他产生

过影响的人物，比如质朴善良又迷信的长妈妈、“白眼看鸡虫”的范爱农。书中写到了两位

老师，一位是鲁迅在 （填校名）读书时的蒙师寿镜吾先生，在鲁迅眼中，他是一

个 的老师，另一位是治学严谨、没有民族偏见的藤野先生。鲁迅的求学经历

也折射出中国当时的时代特点。书中《 》一文讥讽了两位“名中医”，他们医死

了包括鲁迅父亲在内的许多病人，这促使鲁迅下定决心学医救人。但经过日本讲堂里的

“看电影事件”，鲁迅最终决定 ，以笔来唤醒国民麻木已久的灵魂。
［2018北京丰台期末·第6题］

１０．阅读《朝花夕拾》，我们认识了出身低微又充满爱心的保姆 ，也让我们从

身上，学到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质。
［2019天津南开期末·第22题］

１１．《藤野先生》一文记叙了作者在日本 （地名）的学习生活，他感受到了身为弱国

国民遭受的屈辱，同时也看到了国人的 ，这使他产生了 的想法。
［2018陕西渭南临渭三模·第7题］

１２．阅读下面名著选段，回答问题。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

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

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

后来没有了 ，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到轻蔑，

排斥，迫害，几乎无地自容。现在是躲在乡下， 。但因

为有时觉得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１）这段文字节选自《朝花夕拾》中的《 》，文中的“他”指的是 。

（２）“他”不能再留学的原因是什么？“他”现在靠什么谋生？（意思对即可，不必用原文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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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孩子们天真烂漫，一心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同时也敏感细腻，已经初尝人世间的苦辣酸

甜。《朝花夕拾》中有多处关于儿童心理的真切描摹，请写出下面几个选段分别出自《朝花

夕拾》中的哪些篇目。

选段一　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

些……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

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

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

（选自《 》）

选段二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

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

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

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

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选自《 》）

选段三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

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她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

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

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

（选自《 》）

选段四　他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

“鹤立鸡群”之概。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

大家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我至今还确凿记得，在故乡时候，和

“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

（选自《 》）

２．日本的留学经历对鲁迅先生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请写出下面几个有关日本的选段

分别出自《朝花夕拾》中的哪些篇目。

选段一　留学的事，官僚也许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个因为

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了四个。日本是同中国很两样的，我们应该

如何准备呢？有一个前辈同学在，比我们早一年毕业，曾经游历过日本，应该

知道些情形。跑去请教之后，他郑重地说：

“日本的袜是万不能穿的，要多带些中国袜。我看纸票也不好，你们带去

的钱不如都换了他们的现银。”

四个人都说遵命。别人不知其详，我是将钱都在上海换了日本的银圆，还

带了十双中国袜———白袜。

后来呢？后来，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国袜完全无用；一元的银圆日本早已

废置不用了，又赔钱换了半元的银圆和纸票。

（选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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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段二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

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

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犑狅犛犺犻犽犻犚犻狀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

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

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选自《 》）

选段三　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不知道可确；但犈犱犵犪狉犃犾犾犪狀犘狅犲的

小说里的黑猫，却实在有点骇人。日本的猫善于成精，传说中的“猫婆”，那食

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

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只是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气，

没有什么好感。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

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

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

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

（选自《 》）

３．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他
獉
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鹤立鸡

群”之概。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
獉
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

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

人民之于鬼物，惟独与他
獉
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平时也常常可以遇见他

獉
。

譬如城隍庙或东岳庙中，大殿后面就有一间暗室，叫作“阴司间”，在才可辨色

的昏暗中，塑着各种鬼：吊死鬼，跌死鬼，虎伤鬼，科场鬼，……而一进门口所看

见的长而白的东西就是他
獉
。我虽然也曾瞻仰过一回这“阴司间”，但那时胆子

小，没有看明白。听说他
獉
一手还拿着铁索，因为他

獉
是勾摄生魂的使者。相传樊

江东狱庙的“阴司间”的构造，本来是极其特别的：门口是一块活板，人一进门，

踏着活板的这一端，塑在那一端的他
獉
便扑过来，铁索正套在你脖子上。后来吓

死了一个人，钉实了，所以在我幼小的时候，这就已不能动。

倘使要看个分明，那么，《玉历钞传》上就画着他
獉
的像，不过《玉历钞传》也

有繁简不同的本子的，倘是繁本，就一定有。身上穿的是斩衰凶服，腰间束的

是草绳，脚穿草鞋，项挂纸锭；手上是破芭蕉扇，铁索，算盘；肩膀是耸起的，头

发却披下来；眉眼的外梢都向下，像一个“八”字。头上一顶长方帽，下大顶小，

按比例一算，该有二尺来高罢；在正面，就是遗老遗少们所戴瓜皮小帽的缀一

粒珠子或一块宝石的地方，直写着四个字道：“一见有喜”。有一种本子上，却

写的是“你也来了”。
文段中的加点的“他”指的是 ，本是专事勾魂摄魄的阴间使者，但在老百姓心目中

和鲁迅先生的笔下，他非但没有丝毫的凶恶和可怕，相反，他善良、可爱，对无辜者充满了同情。

对于被庸医误诊致死的冤魂，他竟私自“ ”，为此招来了阎王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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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阅读下面名著选段，回答问题。

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欢，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轿。进来时，看见父

亲的脸色很异样，和大家谈论，大意是说自己的病大概没有希望的了；他因为

看了两年，毫无效验，脸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所以等到危急时候，便

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本城的名医，

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　犃　了。明天就请　犃　。

　犃　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

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

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

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上面的文字节选自鲁迅先生所写的《朝花夕拾》中的《 》，文中提到的犃是

（人名）。

２．阅读下面名著选段，回答问题。

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　犃　的，不知道可确；但犈犱犵犪狉犃犾犾犪狀犘狅犲的小说

里的　犃　，却实在有点骇人。日本的猫善于成精，传说中的“猫婆”，那食人

的惨酷确是更可怕。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

作怪，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只是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气，没

有什么好感。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

凉，　犅　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

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身而下，使我吃惊，也将　犅　讲着的话

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

上面的文字节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 》，文中 犃 是

，犅是 。

３．阅读下面名著选段，回答问题。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

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这玩意儿

确是可爱的，北京称为小鼓，盖即“鼗”也，朱熹曰：“鼗，小鼓，两旁有耳；持其柄

而摇之，则旁耳还自击。”咕咚咕咚地响起来。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

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

文段选自《朝花夕拾》中的《 》，讲述的是“ ”（用四字词语概

括）的故事。

４．阅读下面名著选段，按要求完成下列题目。

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

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

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

（１）这段文字出自鲁迅作品《 》中的名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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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合作品分析作者所表达的情感。

　
［2019湖南邵阳·第7题］

５．阅读下面名著选段，回答问题。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

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

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的旧事
獉獉

，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
獉獉

你的，———不但我，我们。”
（１）上述选段选自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文中的“他”是 。

（２）“愚不可及的疯话”在原文中的意思是 　。

（３）请将文中画线句改写成一个长句： 　
（４）在东京开同乡会时发生的“旧事”指什么？“他”为何“一向就讨厌”鲁迅呢？

　

　
［2018安徽合肥包河质检·第2题］

６．阅读下面名著选段，回答问题。

大约十多年前罢，犛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

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

不去。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

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

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仍

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

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

“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

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

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

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

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

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

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

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文段中“名医”看病的特点是 。结合《父亲的

病》全文，可以看出鲁迅对父亲的感情是 。
［2020湖北黄冈·第16~17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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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朝花夕拾》是鲁迅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其中有些作品记录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

在这些作品中，鲁迅描写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如《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阿长，《从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 ，又如《 》中的 。

［2016北京·第12题］

２．阅读下面选段，回答问题。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

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

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

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１）上面的文字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 》，文中的“她”是

（填人名），是作者十分怀念的长者。

（２）请结合上面的文字，说说“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2016天津红桥结课质调·第22题］

３．《朝花夕拾》原名为《旧事重提》，是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集，其中包括十篇散文。请从《五猖

会》《二十四孝图》《范爱农》三篇中任选其一，概述其内容与主旨。

所选篇目：

内容与主旨： 　

　

　
［2017天津河东一模·第23题］

４．阅读名著选段，按要求回答问题。

一回是很早的时候了，我还很小，偶然走进她家去，她正在和他的男人看

书。我走近去，她便将书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看那书

上画着房屋，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是很像。正迟疑间，他们

便大笑起来了。这使我很不高兴，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不到那里去大约有

十多天。一回是我已经十多岁了，和几个孩子比赛打旋子，看谁旋得多。她就从

旁计着数，说道，“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但正

在旋着的阿祥，忽然跌倒了，阿祥的婶母也恰恰走进来。她便接着说道，“你

看，不是跌倒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

（１）文段中的“她”是 。除该篇作品外，“她”还在《朝花夕拾》中的《 》

里出现过。

（２）结合两篇作品中“她”的相关事迹，概括并分析其形象特征。

　

　

　
［2020四川南充·第2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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