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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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目　　录

第一章　《红星照耀中国》

　典型题训练１ １……………………………………………………………………………………

　典型题训练２ ３……………………………………………………………………………………

　典型题训练３ ５……………………………………………………………………………………

　典型题训练４ ７……………………………………………………………………………………

　典型题训练５ ９……………………………………………………………………………………

　典型题训练６ １１…………………………………………………………………………………

　典型题训练７ １３…………………………………………………………………………………

　典型题训练８ １５…………………………………………………………………………………

　典型题训练９ １７…………………………………………………………………………………

　典型题训练１０ ２１…………………………………………………………………………………

　典型题训练１１ ２５…………………………………………………………………………………

　典型题训练１２ ２９…………………………………………………………………………………

第二章　《昆虫记》

　典型题训练１ ３２…………………………………………………………………………………

　典型题训练２ ３４…………………………………………………………………………………

　典型题训练３ ３６…………………………………………………………………………………

　典型题训练４ ３８…………………………………………………………………………………

　典型题训练５ ４１…………………………………………………………………………………

　典型题训练６ ４３…………………………………………………………………………………

　典型题训练７ ４５…………………………………………………………………………………

　典型题训练８ ４８…………………………………………………………………………………

　典型题训练９ ５２…………………………………………………………………………………

　典型题训练１０ ５６…………………………………………………………………………………

　典型题训练１１ ５９…………………………………………………………………………………

第三章　《傅雷家书》

　典型题训练１ ６２…………………………………………………………………………………

　典型题训练２ ６４…………………………………………………………………………………

　典型题训练３ ６６…………………………………………………………………………………

　典型题训练４ ６８…………………………………………………………………………………

　典型题训练５ ７０…………………………………………………………………………………



２　　　　

　典型题训练６ ７３…………………………………………………………………………………

　典型题训练７ ７６…………………………………………………………………………………

　典型题训练８ ７９…………………………………………………………………………………

　典型题训练９ ８１…………………………………………………………………………………

　典型题训练１０ ８４…………………………………………………………………………………

　典型题训练１１ ８６…………………………………………………………………………………

第四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典型题训练１ ９１…………………………………………………………………………………

　典型题训练２ ９３…………………………………………………………………………………

　典型题训练３ ９５…………………………………………………………………………………

　典型题训练４ ９７…………………………………………………………………………………

　典型题训练５ ９９…………………………………………………………………………………

　典型题训练６ １０１…………………………………………………………………………………

　典型题训练７ １０４…………………………………………………………………………………

　典型题训练８ １０７…………………………………………………………………………………

　典型题训练９ １１２…………………………………………………………………………………

第五章　综合训练

　典型题训练１ １１７…………………………………………………………………………………

　典型题训练２ １１９…………………………………………………………………………………

　典型题训练３ １２１…………………………………………………………………………………

　典型题训练４ １２３…………………………………………………………………………………

参考答案 １２５………………………………………………………………………………………



第一章　《红星照耀中国》

１　　　　

第一章　《红星照耀中国》

典型题训练１ 第　　周　　星期　　

１．下列关于《红星照耀中国》的说法，不正确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犃．１９３６年，埃德加·斯诺深入延安，切实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经历和革命精神，写成

了《红星照耀中国》。

犅．红星的含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革命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在中国

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

犆．“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长官，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打招呼……他是用英

文讲的！”这个人物是朱德。

犇．《红星照耀中国》特写了“强渡大渡河”和“过大草地”两个重要事件。

［2020吉林长春宽城模拟·第20题］

２．下面关于《红星照耀中国》相关文段的阅读批注，不正确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

一样。犃．早期常常赤脚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另外一个冬天则以

牦牛肉当饭，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们说，犅．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兄弟

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没够。

犆．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

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犇．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

同志骑，自己却大多时候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犃．统帅都常赤脚走路，哪个战士还会抱怨生活与战斗的条件艰苦呢？

犅．他视战士为弟兄，善于交流，跟他们打成一片，这句读来有画面感。

犆．从侧面表现了他不拘小节、平易近人、善于听取意见的性格与品质。

犇．他如此爱护部下，部下一定也爱戴他，怪不得他带的队伍战斗力强。

［2020山东日照·第8题］

３．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

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

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

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

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

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

（１）上面这段文字选自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 》，文段

中的“他”是 （填人名）。

（２）下列表述与文段中“他”相关的一项是 （　　）

犃．他在巴黎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了同一时期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创建人。

犅．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在一起讲故事，不十分忙时，就帮助农民们种庄稼。

犆．他曾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笔，对华南学生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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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他发动了平江起义，又同起义的农民会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
［2020湖南永州·第6题］

４．下列关于《红星照耀中国》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

犃．１９３６年，斯诺准备动身去西北。他认为这一去确实有些危险，但危险并不大。

犅．斯诺到陕西以后，先后拜访了当时的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

邵力子。

犆．也正是在这次西北之行中，斯诺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东北军的领导者———少帅张学良，此

时东北军已被调至西北来攻打红军。

犇．１９３６年，当埃德加·斯诺到达位于陕西保安的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时，他成了当时在那

里的唯一的西洋外国人。

５．下列关于《红星照耀中国》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

犃．在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０月的陕北之行中，斯诺见到了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

来、林彪等人。

犅．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出生于四川一个穷苦的佃农家庭。因为家里穷，朱德一直没机会读

书。直到加入红军后，他才在同志们的帮助下逐渐识得一些字。

犆．当时，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

轻的军校学员。

犇．彭德怀是一个很严肃的领袖，也是一个经过了数十百次战争的老手，所以受过很多重

伤，身体非常虚弱。

６．在《红星照耀中国》的第八章，斯诺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红军的一组数据，下面表述不正确
獉獉獉

的

一项是 （　　）

犃．红军对于一切正式入伍的士兵，有着详细的数字记载———红一方面军士兵的平均年龄

是十九岁。

犅．在红一方面军，士兵们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来自农业劳动阶级（包括手工业者、脚夫、学

徒、田地劳动者等）或工业劳动阶级；百分之五十八来自农民阶级；只有百分之四来自小

资产阶级———商人的子弟、知识分子、小地主等。

犆．红一方面军中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士兵是识字的，他们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

和传单等。这比白区中的普通军队的平均数低得多。

犇．红一方面军的军官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可是他们平均每人都有八年的入伍经验，

连长以上的军官们都认识字。

７．用国民党的话来说，“ ”就是民团，正如国民党口中的“红色土匪”，用苏维埃的

话来说，就是游击队。
［2020福建三明质量检测·第21题］

８．埃德加·斯诺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描述了　　　　　　　　

　　　　（填事件）的经过，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这一举世无双的军事壮举。
［2020福建厦门质量检测·第21题］

９．《红星照耀中国》记录了美国记者 在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０月采访“红色中国”的全

过程，塑造了一大批给“红色中国”增添无限希望和活力的人物形象，“红小鬼”就是其中的

群体形象。试列举作者写“红小鬼”的两个事例。

　

　
［2020湖南益阳·第6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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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２ 第　　周　　星期　　

１．下面是《红星照耀中国》中有关三位红军领袖的评价，哪一项匹配不当？请结合阅读体验做

出判断，并写出正确的评价对象。

犃．朱德———他是坚韧不拔精神的化身，是新旧历史间的桥梁。

犅．周恩来———他的自傲和热烈，虽不免有点朴野之感，可是他是十分的诚恳。

犆．彭德怀———他是一个活泼的、喜欢发笑的人，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2019四川成都B·第7题］

２．下面是《红星照耀中国》中有关三位红军领袖的描述，哪一位的描述不当？请结合阅读体验

做出判断，并为该领袖写出正确的描述。

犃．贺龙———像只老虎一样强悍；性格急躁，但是又很谦逊。

犅．周恩来———说话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有不拐弯抹角的作风；博览群书，涉猎广泛，一丝

不苟，不知疲倦。

犆．朱德———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爱惜部下，天性极端温和，说话朴实，深受爱戴。

　
［2020福建厦门双十中学二模·第22题］

３．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

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至少在我，绝对

不能想象中国其他任何将官在此种环境中尚能随军生存，更不必说在受了此

种苦刑之后，还要回师冲击，冲破敌军从容布置了好几个月的防线。这就是当

我走马西北时他所干的伟业。
选段中的“他”是谁？他的军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行军，为什么仍能保持万众一心？

　

　
［2020福建厦门外国语学校模拟·第22题］

４．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在此之前，我

得继续写我的报道，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写到红军在西北的会师。我把毛泽东

主席关于这六千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

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者……
作者评价毛泽东主席时说：“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者……”红军长征

时，毛泽东主席的领导能力在强渡大渡河等军事行动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请简要分析。

　

　
［2020四川雅安·第10题］

５．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犃的全生涯与中国民众的命运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从自身昭示出红军

奋斗的原因。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两个孪生天才“犃、犅”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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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许多中国人都把犃、犅看作一个人。犅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犃有一颗

热烈的斗争的心，它决定了犃一生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全操纵

红军，犃对党的忠诚和对政治驾驭的服从，正是原因之一。从犃、犅直到所有

军官和政治委员中间没有任何斗争。犃、犅的联合，非但不会冲突，而且有相辅

的作用。犃在各个方面都没有政治的雄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施命

令———这是革命军队的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
选段中所说的犃是 （填人名），从选段中可以看出犃最优秀的品质是 　

　。
［2019湖北黄冈·第6题］

６．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有一次，我正在晚上和他谈着共产党的党史，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

来给他，于是他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去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这几本书，在读

书的时间里面，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的。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派的哲学，

而且也读些古希腊的、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以及其他各家的著作。
这段文字选自名著《红星照耀中国》，文中的“我”是 （人名）；“他”是

（人名），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 的人。这部名著向

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而我国著名

的军旅作家 的《长征》是第一部用纪实的方式最全面地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
［2020湖北襄阳襄城适应性考试·第6题］

７．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我一边和犃说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

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

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

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产物。他讲英

语有些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

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

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

地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
选段中的犃是 （填人名），从选段中可以看出犃的优秀品质是 。

［2020湖北黄冈调研考试·第3题］

８．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红军机关枪对着敌人的设防地带开火，子弹像雨一般地洒在桥头。敌人

用他们自己的机关枪扫射做出回应，从埋伏的地点对着水浪中颠簸着的慢慢

前进的红军扫射。第一个红军战士被击中了，掉到下面的水流中。接着第二

个、第三个……最后有一个红军战士爬上了桥板，解开一个手榴弹，十分准确

地扔到敌人的设防地。
选段描述的是哪场战役中的英勇事迹？简要概述这场战役的结果。

　
［2020福建宁德质量检测·第22题］



第一章　《红星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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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３ 第　　周　　星期　　

１．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红军每一驻扎地都有一个“模范队”。他们都是十二岁至十七岁（照外国

算法，实际上是十一岁至十六岁）的少年，从全中国各地来的。其中有许多经

历过长征的艰苦，像这个小号兵一样。有许多是在向山西远征时加入红军的。

（１）选段中的“他们”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亲切地称为“ ”。题目“红星照耀中

国”中的“红星”象征 　。

（２）孔子云：“勇者无惧。”请结合你对书中“他们”事迹的阅读体会，谈谈对“勇者”的理解。

　

　
［2021四川南充模拟·第24题］

２．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

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

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

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

（１）本段文字选自《 》，在这之前，作者斯诺见到了 。

（２）斯诺在那一刹那间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但是斯诺对毛泽东

还进行过其他评价，请说说斯诺对毛泽东的其他两个印象。

　

　
［2019广东深圳·第19~20题］

３．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在长征的红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年已五旬、面容坚毅而又慈祥的

指挥员，在队伍中激励广大指战员。这就是红军总司令　犃　，由于他年纪已

大，衣着与战士一样破旧，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伙夫头”。

他说：“我自己体格很强壮，能跟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密切接触，因而

获得他们的信任。不管大战小战，我事前总要查勘地形，精密计划一切。我的

主要战术总是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老从一切角度

勘明敌人的阵地。我跟民众一般也保持很好的关系，这给我不少帮助。蔡锷

是有名的战术家，他教我许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有德国步枪。我认

为另一种对官长、士兵都很重要的要素是对政治的了解。有了此种了解，他们

才能坚决地为主义而战斗。”

（１）第一段文字中的犃所指的人物是 。

（２）犃造就了一支铁打一般的军队，他带兵的特殊战术是什么？

　

　
［2020天津河东一模·第23题］



周计划：初中语文名著阅读高效训练（八年级）
　　 　

６　　　　

４．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他的身体是魁梧奇伟的，像老虎一样强悍。他从来不会觉得疲乏。据说

在长征中，他曾经携带许多伤兵。在未入红军以前，他的生活就和士兵一样简

单。除了马，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他真喜欢马。有一次，他得到一匹非常心

爱、非常美丽的马。那匹马给敌人抢去，他追击敌人，终于把那匹马夺回！”

“他虽然生性暴躁，却十分谦逊。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忠实于党，从未破

坏党的纪律。他常常要求批评，遵从忠告。他的妹妹很像他———真是一个伟大的

女子。她曾经亲率红军作战，把受伤的士兵驮在背上。他的夫人也是这样。”

他憎恶富人这一件事情，已经成为传奇。……据说，地主士绅们只要听到

他距他们还有两百里路的消息，即使在南京军队严密保护的地方，也往往争先

逃避，因为他行动的敏捷是大家知道的。

（１）阅读纪实作品，首先利用 、 等迅速获得对作品的整体印象。

（２）选段中的“他”是谁？请联系整部作品说说“他”的性格特征。

　
［2020湖北襄阳襄州适应性考试·第8题］

５．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

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

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

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俭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

朴的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

而他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

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

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他

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

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事。

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

他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

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

他们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

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

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还是红

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带。

（１）选段选自《 》，文中的“他”是 （人名）。

（２）请结合选段内容和原著，说说在斯诺眼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2020湖北孝感水平调研考试·第21~22题］



第一章　《红星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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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４ 第　　周　　星期　　

１．下面是斯诺记录的毛泽东的一段自述，请根据《红星照耀中国》中的内容填空。

“对于我，北京好像费用太高了：我是从朋友处借了钱来北京的，来了以

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 ———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现在

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

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 ，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

枪杀了。他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

的数目———八块钱。

……我参加了哲学会、新闻学会，为了能够旁听大学里的功课。……特别

是 ，帮助我很多。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

热烈理想和良好性格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 枪决了。

……在这里我也遇见且爱上了 女士。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员

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 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并且后来在

北京成了我的最真挚的朋友。”

２．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吃饭时是由两个态度坦然的孩子侍候的，他们穿着大而无当的制服，戴着

鸭舌尖式的红帽子。他们最初不愉快地注视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

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谊的微笑。我自己胆大了，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招

呼他：“喂，拿点冷水来。”

可是，他毫不理睬。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我发现交通处长李克农———戴着厚玻璃的近视眼镜———在嘲笑我。他扯

扯我的袖管，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

‘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队员，他们是革命的儿

童，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助我们。他们不是奴仆。他们是未来的红色战士。”

这个时候，冷水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很抱歉地说。

那个少年先锋队队员勇敢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要为了这种

事情感谢一位同志！”

我心里想，这些孩子真是了不起。
原著是一篇报告文学，作者客观地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苏区红军的真实情

况。结合选段说说，通过作者的见闻，你对苏区、对红军有怎样的理解。

　

　
［2020吉林第二实验学校二模·第21题］

３．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我最喜欢的是那些老中国的传奇小说，而且特别是那些关于叛变的故事。

我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是在我还很年幼

的时候，反抗我的老教师的谨慎提防而读的。我的老教师仇恨这些非法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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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说它们都不是正经书。我常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当老师走过的时候，就

用一本经书把它们掩盖上……

最后我离开了小学，那时我只有十三岁。我开始长时间地在田里工作，帮

助雇工，白天做一个成人所做的全部工作。……我常常在深夜把我房子里的窗户

掩盖上，好使我父亲看不见灯光。用这样的方法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

这书我非常喜欢。它的作者们是一些老的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是由

于缺乏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他们想把这些东西介绍到中国来。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就是：非常奇怪

地，这些小说里面，没有看见过耕种土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些战士们，

官吏们，或者文人们；永远看不见一个农民人物。对于这一件事，我奇怪了两

年，之后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了：里面人物们都是有武力的名人，人

民的统治者，他们都不必在土地上工作，因为他们领有并管理土地，而且很明

显地，是让农民替他们工作。
这段读书的经历，对少年毛泽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020吉林长春吉林大学附属中学二模·第22题］

４．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我问他：“你家属现在什么地方？”他的答语，非常率直，而没有掩饰。我绝

不能怀疑它的可靠程度。

“我的一家都被杀死了，只剩得我的一个阿哥，他现在红四方面军中。”

“你说他们是阵亡的吗？”

“不，不，我只有三个阿哥当红军，其余的都是被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和夏斗

寅所杀死的。国民党的军官，统共杀了我们徐姓族人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不甚置信地重复地说着。

“是的，他们中有二十七个人是我的近房族人，有三十九个人是我的远房

族人———在黄陂县中徐姓是大族。老年、青年、女人、幼童甚至婴孩，都被杀死

了。徐姓一族，完全消灭。只有我的妻子逃出。我的三个阿哥和我自己，现在

红军中。当红军的三个阿哥，有两个是阵亡了。”

“现在你的妻子呢？”

“我不晓得她现在怎样了，当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的时候，她被白

军掳去，以后听说她被卖给一个近汉口某地的商人，做了小老婆。这些都是我

的逃走出来的阿哥告诉我的。在第五次‘围剿’中，徐族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

逃到礼山县，可是在那里，又被捉住，男的砍头，女的和小孩都被枪杀。”
（１）文中的“他”指的是谁？“他”的故乡在什么地方？

　
（２）“他”从军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此自夸中国革命完成的时候自己会怎样？

　
（３）从“他”身上，斯诺看到了哪些值得珍视的品质？

　



第一章　《红星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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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训练５ 第　　周　　星期　　

１．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选段一　我在宁夏和甘肃所看到的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

的马厩里，用泥土和木料草率建成的营房里，以前的官吏或驻军丢弃的场地和

房子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每人只有一条棉毯……

选段二　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愿意冒生命危险……红军机枪向敌军碉

堡开火，子弹都飞迸在桥头堡上。敌军也以机枪回报，狙击手向着在河流上空

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射击。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

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
埃德加·斯诺看到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怎样的队伍？请简要概括。

　
［2020吉林长春·第21题］

２．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选段一　我叫他老徐———教育部长———因为苏区里每一个人都这样叫他。

虽然六十一岁正好是东方各国最高政府官员的平均年龄，但在红色中国里，一

跟别人比起来，老徐却像一个年老的祖父了。然而他丝毫没有龙钟的老态。

选段二　他是一位瘦弱的如同林肯般的人物，身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

有些弯曲，披着一头很长的浓厚的乌发，睁着一双巨大而敏锐的眼睛，还有高

鼻梁和突出的颧骨。
文中的两位主人公依次是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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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选段一　冒险、探索、发现、人类的勇气和畏缩、狂喜和欢欣、遭难、牺牲和

忠心———一切都像一种火光似的，照耀着这成千上万的青年们的热情、希望和

革命的乐观主义。他们永不承认失败，不管它是由于人力、自然或者死神。

选段二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指贺子珍）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

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

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

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１）选段一是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对中国红军一件重要历史事件的赞颂，请结合全书

说出这是哪一事件。

　
（２）阅读选段二，说说毛泽东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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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选段一　我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部的一部分人员吃饭，遇见了十几个屯宿

在百家坪的青年。……我们吃的有煮熟的小鸡，不发酵的荞麦馒头，白菜，小

米和我最爱吃的土豆。可是除了白开水以外，没有其他冷饮，而白开水热得不

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周计划：初中语文名著阅读高效训练（八年级）
　　 　

１０　　　

吃饭时是由两个态度坦然的孩子侍候的，他们穿着大而无当的制服，戴着鸭舌

尖式的红帽子。他们最初不愉快地注视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

中一个孩子的友谊的微笑。我自己胆大了，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招呼他：“喂，拿

点冷水来。”

可是，他毫不理睬。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选段二　苏区少年先锋队的职务之一是在后方检查路上的旅客，看他们有

没有通行证。………彭德怀告诉我，有一次几个少年先锋队队员叫他停步，要

他通行证，声言没有通行证就要逮捕他。

“我是彭德怀，”他说，“通行证就是我写的。”

“即使你是朱德司令，我们也不管，”年轻的怀疑者说，“你总得有一张通行证。”
（１）选段一中，两个孩子为什么对“我”的招呼毫不理睬？

　
（２）选段二中，少年先锋队队员后来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放行彭德怀的？这体现了他们什么

样的形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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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阅读下面的选段，回答问题。

选段一　邓发？邓发……哦，是的，邓发就是中国红军特务队的首领。而

且还有，我的天，还悬赏五万元要他的头呀！

邓发泄露了他的身份，快乐得跳起舞来。他被这有趣的局面所鼓舞，就无

法压制他的兴奋：他，这著名的“共匪”，现在是生活在敌人的营幕之中，拿他的

鼻子碰着到处密布的侦探呢。

选段二　不过我急于把它
獉
找回来的直觉，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第二天蒋委

员长突然到西安来了，这天的早晨，街上完全断绝了交通。通到城里去的所有

道路，都排列着宪兵和军队，沿路的农民都被从家里赶了出去，有几家看不上

眼的小屋也完全被拆毁。那时候我们的汽车要通过那条路到渭水，是不可能

的，因为那条路接近高度警戒着的飞机场。

委员长的到临与仍旧新鲜地留在我的脑子里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

林彪、彭德怀等在红色中国的街道上闲庭信步，形成了一种不易忘掉的对照。

委员长并没有被悬赏通缉，这生动地表明谁怕百姓，谁相信百姓。但是即使在

西安为了保护委员长的生命而布置的一切戒备，仍被证明并不充分，因为在保

卫他的这一军队内部，也已有他的很多敌人。
（１）选段一中的邓发见“我”的任务是 ；选段二中

的“它”指的是 。

（２）原著具有鲜明的态度，请从选段一、选段二中各举一例并做简要分析。

　

　
（３）联系原著，概括作者阐明的主要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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