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犆犐犘）数据

　周计划．初中语文名著阅读高效训练．九年级＋中考／

刘，吕春昕主编．—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７

　ＩＳＢＮ９７８ ７ ５６２８ ６５３６ ０

　Ⅰ．①周…　Ⅱ．①刘… ②吕…　Ⅲ．①阅读课 初中

习题集 升学参考资料　Ⅳ．①Ｇ６３４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２１）第１２２５３５号

……………………………………………………………………………………………………

策划编辑／韩媛媛

责任编辑／章斯纯

装帧设计／徐　蓉

出版发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梅陇路１３０号，２００２３７

电　话：０２１６４２５０３０６

网　址：ｗｗｗ．ｅｃｕｓｔｐｒｅｓｓ．ｃｎ

邮　箱：ｚｏｎｇｂｉａｎｂａｎ＠ｅｃｕｓｔｐｒｅｓｓ．ｃｎ

印　　刷／常熟双乐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１６

印　　张／１０．７５

字　　数／２７５千字

版　　次／２０２１年７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２１年７月第１次

定　　价／２９．８０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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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青诗选》

典型题训练１ 第　　周　　星期　　

１．《艾青诗选》是我国现代诗人艾青所发表的诗词的选集。艾青原名蒋正涵，浙江金华人。以

下诗篇中不是艾青作品的一项是 （　　）

犃．《大堰河———我的保姆》 犅．《我爱这土地》

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犇．《土地的誓言》

［2020天津西青第一学期期末质量调查·第23题］

２．如果要编写一本《爱与痛的诗行———艾青诗选》，下面四首艾青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哪两首

更适合入选？ （　　）

犃．《鱼化石》 犅．《北方》

犆．《刈草的孩子》 犇．《我爱这土地》

［2020四川成都B·第7题］

３．根据你对艾青诗歌的了解，选出不是评论艾青诗歌的一项是 （　　）

犃．这是一首长诗，用沉郁的笔调细写了乳娘兼女佣（大堰河）的生活痛苦……我不能不喜

欢《大堰河》。 ———茅盾

犅．归真返璞，我爱好他的朴素、平实，爱读他那用平凡的语言，自由的格式，不事雕琢地写

出的激动人心的诗篇。 ———唐

犆．（他的诗）把我们从怀疑、贪婪的罪恶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

它能使我们在心里重温着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以落叶为舟，以绿草上的露点为圆珠的

儿童的梦。 ———郑振铎

犇．在国难当头的年代，诗人歌唱“土地”具有格外动人的力量，而诗人那种不断转折和强化

的抒情方式，当然也是和充满险阻坎坷的时代相吻合的。 ———孙光萱

［2019浙江杭州·第8题］

４．关于《艾青诗选》，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

犃．《我爱这土地》是诗人的成名作，也是作者第一次使用“艾青”这个笔名创作。诗人将自

己拟想为一只鸟，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国难当头的祖国，表达出对祖国深沉的爱。

犅．艾青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句变得更整齐，诗意变得更警策，如《鱼

化石》《火把》《光的赞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艾青的诗作总是充满“土地的忧郁”，多写国家民族的苦难、悲伤与反

抗，具有非常凝重、深厚而又大气的风格。

犇．在《冬天的池沼》一诗中，诗人是以青年的形象来比喻冬天的池沼的形象的。

５．根据你对艾青诗歌的了解，下列不属于
獉獉獉

对艾青诗歌分析的一项是 （　　）

犃．《我用残损的手掌》想象中国沦陷的土地，把无限的痛苦和深切的关注都灌注其上。

犅．《北方》用近乎散文的诗行写“古老的国土和种族”，传达出极为深厚的爱国之情。

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以反复咏叹来悲悯下层人民的困苦，对祖国的命运感到忧伤。

犇．《黎明的通知》全诗自由铺陈，自由抒发，散而有致，活而有序，给人极大的美感。

［2019浙江台州椒江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第6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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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下列诗歌写于诗人艾青“归来”后的一项是 （　　）

犃．《我爱这土地》 犅．《太阳的话》

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犇．《光的赞歌》

［2019浙江绍兴新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第5题］

７．下列对《艾青诗选》内容的表述，不正确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犃．《礁石》中“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的礁石，象征着坚韧不拔、高傲自负的人们。

犅．从“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可以体会到诗人对革命的崇高热情、不懈努力，以及

为革命奉献生命的伟大思想感情。

犆．从“即使死亡，能量也要发挥干净”这两句可以看出诗人对生命的热爱、赞叹、赞赏，以及

奉献自己、贡献力量的伟大情怀。

犇．“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这两句诗形象而充分地表达了诗人对土地的

眷恋，而且隐含献身之意。

８．某校某班在一节语文课上开展了“我读《艾青诗选》”的课堂研讨活动，同学们纷纷对自己读

诗的感受发表了看法。下面是四位同学对书中的四首诗发表的看法，请你谈谈这四位同学

哪一位说得不对？理由是什么？

甲同学：《礁石》一诗赋予礁石以生命，使之人格化，并将长期受迫害却依然坚强不屈、乐观

自信的精神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

乙同学：《鱼化石》一诗中“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一句，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诗人对革

命的崇高热情，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

丙同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通过大雪过后中国大地的纯洁美丽，表现了诗人对祖

国大地的热爱以及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丁同学：《大堰河———我的保姆》中作者通过对自己的乳母的回忆与追思，抒发了对贫苦农

妇大堰河的怀念之情、感激之情和赞美之情。

　　说得不对的同学是：

　　理由： 　

　

［2019浙江宁波奉化第一学期五校期中联考·第5题］

９．下列对作家作品的解读不正确的一项是 （　　）

犃．法国作家凡尔纳自幼热爱海洋，向往远航探险。正是由于凡尔纳无限的好奇心和丰富

的想象力，《海底两万里》才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

犅．《儒林外史》中作者吴敬梓把王冕的故事作为全书的“楔子”，是以王冕为例，揭示功名利

禄对读书人灵魂的毒害，表达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

犆．当我们读到《艾青诗选》中“当黎明穿上了白衣的时候，田野是多么新鲜”这样鲜活的诗

句时，我们不仅惊叹其非凡的想象力，还从内心燃起了对“黎明”和“希望”的巨大渴望。

犇．法布尔的《昆虫记》为我们展示了许多昆虫的另一面：勤劳的蚂蚁竟然是残暴的掠夺者；

看似笨拙的圣甲虫，竟是个能工巧匠；看似恶毒的朗格多克蝎，却对自己的孩子关爱有

加……

［2019湖北孝感·第23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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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典型题训练２ 第　　周　　星期　　

１．下面诗句节选自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当时中国正处于 时期。

透过雪夜的草原

那些被烽火所啮啃着的地域，

无数的，土地的垦殖者

失去了他们所饲养的家畜

失去了他们肥沃的田地
［2019浙江金华金东模拟·第4题］

２．阅读下面的诗文选段，按要求填空。

　　　　　　　但你是沉默的，

　　　　　　　连叹息也没有，

　　　　　　　鳞和鳍都完整，

　　　　　　　却不能动弹；

你绝对的静止，

对外界毫无反应，

看不见天和水，

听不见浪花的声音。

　　艾青原名 ，诗歌节选自《艾青诗选》的 （篇目）。

［2018天津河东一模·第23题］

３．阅读下面的诗文选段，按要求填空。

　　　　它以难遮掩的光芒

　　　　使生命呼吸

　　　　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

　　　　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

当它来时，我听见

冬蛰的虫蛹转动于地下

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话

城市从远方

用电力与钢铁召唤它

　　诗中的“它”指的是 。本诗蕴含着诗人艾青对 的向往和追求。

［2019甘肃天水·第9题］

４．阅读下面的诗句，按要求填空。

　　　　　　　　饥馑的大地

　　　　　　　　朝向阴暗的天

　　　　　　　　伸出乞援的

　　　　　　　　颤抖着的两臂。

中国的苦痛与灾难

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艾青的诗歌创作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是他这

一时期的代表作。所选诗句借助　　　　这一意象，抒发了　　　　　　　　　　　　　

　　　　　　的情感。

［2020吉林长春·第2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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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阅读下面的诗句，按要求作答。

　　　腐朽的日子

　　　早已沉到河底，

　　　让流水冲洗得

　　　快要不留痕迹了；

　　　河岸上

　　　春天的脚步所经过的地方，

　　　到处是繁花与茂草；

　　　而从那边的丛林里

也传出了

忠心于季节的百鸟之

高亢的歌唱。

播种者啊

是应该播种的时候了，

为了我们肯辛勤地劳作

大地将孕育

金色的颗粒。

　　诗句选自艾青的诗作 ，作者是在沪杭路的车厢里写下这首诗的，他

预言伟大的 即将来临。
［2020辽宁营口模拟·第6题］

６．阅读下面的诗句，按要求作答。

甲

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

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

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

呈给你吻过我的唇，

呈给你泥黑的温柔的脸颜，

……

乙

世界要是没有光

也就没有杨花飞絮的春天

也就没有白花争妍的夏天

也就没有金果满园的秋天

也就没有大雪纷飞的冬天

……

　　上面的诗歌片段分别节选自艾青的作品《 》和《　　　　　　　　》。
［2019贵州贵阳·第11题］

７．从选择意象和表达主旨的角度看，下面哪组诗句不是艾青所写？请结合你的阅读体验，做

出判断并简述理由。

甲

我爱这悲哀的国土，

它的广大而瘦瘠的土地

带给我们以淳朴的言语

与宽阔的姿态，

我相信这言语与姿态，

坚强地生活在大地上

永远不会灭亡

乙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丙

只是当我从卧室的窗里

外望悠远的蓝天

我仿佛觉得

母亲凝住我的目光

布满了整个天空

　

　

　
［2020四川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模拟B·第7题］



第一章　《艾青诗选》

５　　　　

典型题训练３ 第　　周　　星期　　

１．阅读下面的诗句，按要求作答。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地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结合以上诗句，简要谈谈如何品读现代诗歌。

　

　
［2019广西百色·第4题］

２．下面节选的两首诗歌都写到了“土地”。请结合你的阅读体验，判断其中哪一首诗出自《艾

青诗选》并简述理由。

甲

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漩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乙

人们是土地上的一抹抹影子

笑声在阳光中激荡

蜻蜓飞着好看的翅膀

在一片叶子上，红绿相称

云是过客

匆匆走过大山

就不见了踪影

　

　
［2020四川成都七中/育才学校二诊B·第6题］

３．阅读下面的诗文选段，回答问题。

刈草的孩子

夕阳把草原燃成通红了。

刈草的孩子无声地刈草，

低着头，弯曲着身子，忙乱着手，

从这一边慢慢地移到那一边……

草已遮没他小小的身子了———

在草丛里我们只看见：

一只盛草的竹篓，几堆草，

和在夕阳里闪着金光的镰刀……

（１）简要概述诗歌描绘的主要画面。

　



周计划：初中语文名著阅读高效训练（九年级＋中考）
　　 　

６　　　　

（２）说说不能把“夕阳”改成“初阳”的理由。

　

　

（３）诗人有意地在诗中强调了孩子割草的动作，他“低着头，弯曲着身子，忙乱着手……”这

样写有什么表达效果？请结合全诗进行分析。

　

　
［2019江苏常州九年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第17～19题］

４．诗人艾青也是一位画家，他的诗歌常用色彩来描绘景物和表达情感，如：红色是激情和危险

的代名词，金色是希望与美好的象征。请分析下列诗句中加点词所包含的深刻蕴意。

　　　　　　　　　选段一　　　　　　　　　　　　　选段二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

　　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给你黄土下紫色
獉獉

的灵魂……

（《大堰河———我的保姆》）　

天上，

看不见太阳，

只有那结成大队的雁群

惶乱的雁群

击着黑色
獉獉

的翅膀

叫出它们的不安与悲苦，

从这荒凉的地域逃亡

逃亡到

绿
獉
荫蔽天的南方去了……

　　　　　　　　　　 （《北方》）

① 紫色： 　

② 黑色： 　

③ 绿： 　

５．艾青的诗歌较少押韵，却富有节奏美，请结合他的诗歌《冬天的池沼》，至少从两个方面分析

这一特点。

冬天的池沼

冬天的池沼，

寂寞得像老人的心———

饱历了人世的辛酸的心；

冬天的池沼，

枯干得像老人的眼———

被劳苦磨失了光辉的眼；

冬天的池沼，

荒芜得像老人的发———

像霜草般稀疏而又灰白的发；

冬天的池沼，

阴郁得像一个悲哀的老人———

佝偻在阴郁的天幕下的老人。

一九四年一月十一日

　

　

　
［2019浙江绍兴新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第5题］



第一章　《艾青诗选》

７　　　　

典型题训练４ 第　　周　　星期　　

１．赏析《镜子》这首诗，回答问题。

镜　子

　　　　　　　仅只是一个平面

　　　　　　　却又是深不可测

　　　　　　　它最爱真实

　　　　　　　决不隐瞒缺点

　　　　　　　它忠于寻找它的人

　　　　　　　谁都从它发现自己

　　　　　　　或是醉后酡颜

或是鬓如霜雪

有人喜欢它

因为自己美

有人躲避它

因为它直率

甚至会有人

恨不得把它打碎

（１）这首诗选取镜子作为意象，它有哪些特点？表现了怎样的艺术形象？

　

　

（２）诗歌主要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其作用是什么？试做简要赏析。

　

　

　

２．赏析《礁石》这首诗，回答问题。

礁　石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１）谈谈“含着微笑，看着海洋”有什么含义。

　

　

　

　

（２）你将在“我最喜爱的一首诗”活动中推荐《礁石》这首诗，请从艺术手法、主旨等角度阐

明你推荐它的理由。

　

　



周计划：初中语文名著阅读高效训练（九年级＋中考）
　　 　

８　　　　

３．小明同学阅读《艾青诗选》时，产生了一些困惑。请你阅读下面两首诗并帮他解答。

　　　　当黎明穿上了白衣

　　紫蓝的林子与林子之间

　　由青灰的山坡到青灰的山坡，

　　绿的草原，

　　绿的草原，草原上流着

　　———新鲜的乳液似的烟……

　　啊，当黎明穿上了白衣的时候，

　　田野是多么新鲜！

　　看，

　　微黄的灯光，

　　正在电杆上战栗它的最后的时间。

　　看！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由巴黎到马赛的路上

　　　手 推 车

在黄河流过的地域

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

手推车

以唯一的轮子

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

穿过寒冷与静寂

从这一个山脚

到那一个山脚

彻响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在冰雪凝冻的日子

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

手推车

以单独的轮子

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

穿过广阔与荒漠

从这一条路

到那一条路

交织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一九三八年初
［2019江苏南京鼓楼第一学期期中考试·第17题］

（１）读完上面两首诗，小明很想把它们画出来，但是在主色调的采用、色彩的搭配方面把握

不准。请你就其中一首，给他提一些具体的建议。

　

　

（２）小明不理解《手推车》中的画线句为什么要转行，请你帮他分析诗句转行的缘由。

　

　

（３）小明准备对艾青的小诗进行分类阅读，但他不知道应该把《我爱这土地》与以上哪一首

诗归为同一类。请你帮帮他，并简要说明这样分类的理由。

　

　



第一章　《艾青诗选》

９　　　　

典型题训练５ 第　　周　　星期　　

１．阅读《艾青诗选》后，可以发现，艾青在诗中常用来象征光明、希望以及中华民族觉醒的形象

有 。

［2019天津河北第一学期期末·第22题］

２．艾青，我国现当代著名的诗人。抗战时期，他的诗歌以“ ”和“太阳”为主要意象，写

出了许多自由体诗的代表之作。他的成名作是１９３３年初作于狱中的《 》。

［2020天津滨海第一学期期末·第22题］

３．在横线上填写与内容概述相应的篇名。

① 《 》：抒发了诗人对抚养他的保姆的挚爱和无尽的怀念，这首诗发表时

作者第一次署名“艾青”，是他的成名作。

② 《 》：是诗人“归来”之后创作的一首哲理诗，引发了对生命本质的思

考———“离开了运动，就没有生命。”

［2020天津一中第一学期第一次月考·第24题］

４．艾青是“土地的歌者”。请你从《艾青诗选》中列举出三首以“土地”为意象的诗歌，并分析其

中一首诗里“土地”意象的作用。

　

　
［2019内蒙古呼和浩特·第4题］

５．如果你为《艾青诗选》设计封面，请写出你的设计方案。

　

　

　

６．２０２１年是诗人艾青逝世２５周年，为缅怀诗人，纪念诗人的杰出成就，歌唱艾青伟大的诗魂，

让我们一同走进以“艾青，我为你骄傲”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

（１）赵春华在《忆诗人艾青》中写道：

　　　　　　那个讴歌土地

　　　　　　讴歌太阳的诗人

　　　　　　走了走了

　　　　　　那个推着手推车

　　　　　　迎着北方的飞雪

　　　　　　歌唱黎明的诗人

　　　　　　走了走了

那个大堰河的儿子

那个土地的儿子

走了走了

他的诗没有走

还留在我们的心头

赶也赶不走。

　　　　　　　　　　　　　　　　　　　　　　　　　　　　　

　　是啊，他的诗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为了举办好这次活动，主办者设计了“推荐诗

歌”的宣传形式，请你为《我爱这土地》写几句推荐语。（６０字左右）

　

　

　



周计划：初中语文名著阅读高效训练（九年级＋中考）
　　 　

１０　　　

（２）为了宣传艾青的杰出成就，弘扬艾青精神，班委会准备建立一个微信公众号，请你仿照

例子再设计两个介绍艾青的栏目。

栏目一：风雨历程　　　栏目二： 　　　栏目三：

（３）１９８４年，诗坛泰斗———艾青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当时西班牙的戈麦斯、巴西

的亚马多等一些有识之士一致呼吁：“艾青是世界性人物，他使最古老的文化能与全世

界亲切地汇合，我们认为艾青适合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结果未能如愿。假

如艾青荣获２０２１年诺贝尔文学奖，请你拟写一则颁奖词，概述其主要事迹，点出其精

神品质。（８０字左右）

　

　

　

７．（１）结合《艾青诗选》中相关诗句所描写的“意象”，找到对应的诗题，完成填空。

① 也有堤柳的嫩绿，也有秋日的橙红

② 柔可绕指而加以歪曲，草木无言而横加斧刀

③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

④ 被最初的晨光照射，投身在光明的行列

犃．《启明星》 犅．《盆景》 犆．《彩色的诗》 犇．《礁石》

①———（　　） ②———（　　） ③———（　　） ④———（　　）

（２）下列对艾青诗歌的表述不正确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犃．《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艾青的成名作，抒发了对抚养他的保姆———大堰河的深

深的挚爱和无尽的怀念。

犅．《黎明的通知》以诗人的口吻呼唤人们，让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所有的“城市和村

庄”做好准备，迎接“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的到来。

犆．《复活的土地》这首诗中，诗人期待我们的民族能够重新奋起，充满战斗的决心。

犇．《烧荒》写于１９５８年，艾青被垦荒军人高涨的生产热情所感动，在诗中赞扬了人们

的热情，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

（３）下面是选自《火把·演说》一诗的一段文字，请结合上下文，发挥你的想象力，把诗文补

充完整。

这是电的照耀

这是火的煽动

这是一种太沉重的捶击

每一下都捶在我们的心上

（４）下面是艾青诗歌《希望》中的诗句，请赏析这两句诗。

　　　　　　像窗外的飞鸟

　　　　　　像天上的流云

像河边的蝴蝶

既狡猾而美丽

　

　
［2019江苏常熟第一学期期中考试·第3题］



第一章　《艾青诗选》

１１　　　

典型题训练６ 第　　周　　星期　　

１．艾青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请你根据对《艾青诗选》的探究和发现，完成下列

题目。

（１）下列对艾青“其人其诗”判断不正确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犃．艾青之所以写下《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长诗，是因为他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

联盟”活动而被捕入狱，失去了绘画的条件，于是开始借诗“控诉、抗议”，抒发对大

堰河的深深挚爱和无尽怀念。

犅．艾青前期创作的诗歌表现出简洁明快的特点，呈现出散文化、口语化的风格，诗中

含有大量的设问、呼告、对话、引语等，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真切感和表现力。

犆．１９７８年以后，艾青的诗歌到达了另一个高峰。他这一时期的诗歌总是充满“土地的

忧郁”，多写国家、民族的苦难、悲伤与反抗。

犇．《我爱这土地》这首诗的感情基调悲怆、深沉、坚定，多用修饰语来呈现诗人的情感，

如通过“悲愤”“激怒”等表现沉重，用“永远汹涌”“无止息地吹刮”等表达坚定。

（２）阅读艾青的诗歌，完成表格。

读诗方法 方法一：品味诗歌语言 方法二：把握诗歌意象

艺术特色 “诗中有画” 具有强烈鲜明的意象

例句

夕阳把草原燃成通红了。

刈草的孩子无声地刈草，

低着头，弯曲着身子，忙乱着手，

从这一边慢慢地移到那一边……

草已遮没他小小的身子了———

在草丛里我们只看见：

一只盛草的竹篓，几堆草，

和在夕阳里闪着金光的镰刀……

（《刈草的孩子》）

黎明，

为了你的到来

我愿站在山坡上，

像欢迎

从田野那边疾奔而来的少女，

向你张开两臂———

因为你，

你有她的纯真的微笑，

和那使我迷恋的草野的清芬。

（《黎明》）

阅读

思考

与收获

① 结合诗歌赏析艾青诗歌“诗中有画”

的特点。
② 理解诗中意象“黎明”的含义。

［2019浙江杭州富阳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第7题］



周计划：初中语文名著阅读高效训练（九年级＋中考）
　　 　

１２　　　

２．阅读下面的诗歌选段，回答问题。

　　　　为了我的祈愿

　　　　诗人啊，你起来吧

　　　　而且请你告诉他们

　　　　说他们所等待的已经要来

　　　　说我已踏着露水而来

　　　　已借着最后一颗星的照引而来

　　　　我从东方来

　　　　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

我将带光明给世界

又将带温暖给人类

借你正直人的嘴

请带去我的消息

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类

和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

请他们来欢迎我———

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

（１）下列各项表述不正确
獉獉獉

的一项是 （　　）

犃．这首《黎明的通知》选自《艾青诗选》，它以“黎明”的口吻呼唤诗人“起来”。

犅．诗中“黎明”让诗人转告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所有“城市和村庄”做好准备，迎接它

的到来。

犆．诗中“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指诗人自己，诗人将会给人们带来光明。

犇．这首诗的诗句仿佛从“黎明”的胸臆中直接飘出，散而有致，活而有序，给人以极大

的美感。

（２）用文中原话回答。

“黎明”的任务是： 　

“诗人”的任务是： 　

（３）借助联想和想象来理解三、四两节的意境，并填空。

“露水”“最后一颗星”形象地表明了“黎明”到来的 ，“东方”“海上”则具

体说明了“黎明”到来的 ，“汹涌着波涛”则说明了“黎明”历经

而来的情状。

（４）简要分析“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类／和远方的沉浸在苦难的城市和村庄”的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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