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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北京市东城区初三一模语文考试整体评析 

2019 年北京市东城区初三一模语文考试结束了。纵观整套试卷，整体难度属于中

等偏上。题型较新颖，分值分布也做了一定的调整。考题中大部分题目的出题范围均

参照《中考说明》，本套习题的参考价值非常高，建议考生认真思考每一道题，反复

研磨，为中考奠定好基础。 

一、2019 年东城一模考试知识模块分析 

 

 

2019 东城一模考试知识模块分析 

模块 题号 知识点分布 能力分布 1 能力分布 2 能力分布 3 难度 分值 

基础·运用 

 

1（1）	 字形 识记能力   易 2	
1（2）	 词语理解 识记能力 理解能力 信息提取能力 中 2	
1（3）	 标点符号 识记能力 理解能力  中 2	

2	 书体演变 识记能力   易 1	
3	 病句 识记能力 理解能力 信息提取能力 中 2	
4	 修辞手法 信息提取能力 理解能力 语言组织能力 中 2	
5	 材料分析 信息提取能力 理解能力  易 1	
6	 文学常识 识记能力   易 2	

古诗

文阅

读 

古诗 

7（1）	 直接性默写 识记能力   易 1	
7（2）	 直接性默写 识记能力   易 1	
7（3）	 理解性默写 识记能力 理解能力  易 2	

8	 画面与情感 理解能力 语言分析能

力 

 中 2	
9	 对比理解 理解能力 语言分析能

力 

语言组织能力 难 2	
10	 古诗积累 识记能力 理解能力 知识迁移能力 中 2	

文言

文 

11	 实词理解 识记能力 理解能力  难 2	
12	 语句翻译、理解 识记能力 理解能力 知识迁移能力 中 2	
13	 材料对比 语言组织能力 理解能力 知识迁移能力 难 3	

名著阅读 
14	 名著理解 语言组织能力 理解能力 知识迁移能力 中 3	
15	 名著细节与情感 语言组织能力 理解能力 知识迁移能力 中 2	

非连续文本 

16	 材料概括 理解能力 信息提取能

力 

 易 2	
17	 结合材料概括 概括能力 信息提取能

力 

 中 2	
18	 材料运用 语言组织能力 理解能力 知识迁移能力 中 3	

记叙文阅读 

19	 理解题 语言组织能力 理解能力  中 2	
20	 概括题 概括能力 理解能力  难 3	
21	 理解题 材料分析能力 理解能力  中 2	
22	 开放性试题 材料分析能力 理解能力 语言组织能力 中 3	

议论文阅读 

23	 概括论点 理解能力 概括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中 2	
24	 论据理解 理解能力 提取信息能

力 

 难 2	
25	 论证过程 提取信息能力 概括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难 3	

写作 
题目

一 
26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语言表达能力 知识迁移能

力 

 
中 40	

题目

二 

_____社会 提取信息能力 语言表达能

力 

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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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逐题分析 

语文基础部分（共 14 分） 

本次东城一模在语基部分出的与其他城区相比，有一些新意，但同学们不要紧张，

一切命题都要围绕着《中考说明》这个考纲，同时语文这个学科终归考查考生有关语

文的能力。本次文段式阅读围绕着“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第 1（1）题考查考生对字

词的掌握能力，比起其他城区的单选形式命题，本次东城则以填空的形式出现，此外

本次考试不仅仅考汉字听写，还考了有关“象征”的词义；第 1（2）题考查考生对重

要词语“见证者”的理解，本题的命题源自于 2019 年《中考说明》中文字性说明“体

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考生需要结合文段内容即可准确作

答；第 1（3）题考了标点符号题，考查考生对标点符号的认知和使用；第 2 题书法题

考查了汉字演变，这与今年《中考说明》新增的“认识篆、隶、草、楷、行五种字体，

了解其大致演变过程”命题思路吻合；第 3 题病句题，考查考生对语句成分的掌握，

考生需要关注病句题的本质即主谓宾的结构以及其他语言逻辑等；第 4 题鉴赏题，考

生需要对选项中的修辞手法和分析判断是否有问题，难度不大，考生只需要结合“无

中生有、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的错误出处判断即可；第 5 题围绕着辩论进行命题，

其实变相考查考生对“逆境有利于成长”一句的理解，此外考查考生是否能够联系有

关“逆境有利于成长”的诗词名句、经典名作、人物示例等；第 6 题文学常识题，本

题所考的作家姓名、作品朝代都出在 2019 年《中考说明》的范围之中，难度不大。 

 

古诗文阅读部分（共 17 分） 

从各城区默写题来看，几乎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句，相对简单，考生能很轻松

地取得满分。减少机械式的记忆和出题，需要考生多结合诗词的写作背景和作家的主

旨情感，这样的积累和理解，对考生的诗词积累和品位的提高有帮助；本次的诗词赏

析考了崔颢的《黄鹤楼》，第 8 题考查考生对诗词语句的翻译能力，概括环境描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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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者写作的情感；第 9 题考查考生赏析诗词的能力，仍旧是需要考生结合翻译、手

法和情感进行作答；第 10 题考查考生诗词积累的能力，考生任选一处带有地名的诗句

即可，难度不大；文言文阅读与诗词进行合二为一，变成类似于说明文的非连续文本

阅读的形式。文言文跟西城一模一样，考了《送东阳马生序》，诗词考了杜甫的《望

岳》。第 11 题考查课内实词中一词多义的内容；第 12 题语句翻译题，考生需要从翻

译和理解中找出错误即可，难度不大；第 13 题围绕着课外链接材料分析并概括“进取

精神”这一品质，与西城和海淀一模命题一致。 

 

名著阅读部分（共 5 分） 

本次名著阅读第一题结合《论语》进行命题，考生需要结合《论语》中的《学而》

《为政》《公冶长》和《子张》中的语句进行翻译、理解、谈论，值得注意的是《公

冶长》和《子张》是 2019 年《中考说明》新增的内容，因此考生一定要重视新增的内

容。第二题结合《朝花夕拾》《红岩》《海底两万里》《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任意一

部书说出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受，考生从主题主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语言艺术

等角度作答即可。 

 

说明文阅读（共 7 分） 

说明文内容围绕着“五四青年”“新时代新青年”的主题，结合着“五四精神”

进行考查。16 题文章内容题，这与高考的科技文的命题相似，也与英语阅读理解中的

细节题相似，考生需要结合【材料一】的内容找出不能直接体现五四精神的内容即可；

17 题考生需要结合【材料二】和【材料三】的内容，一方面需要考查考生对【材料二】

表格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一方面需要考查考生对【材料三】文字的概括和总结。

此外在答题的时候还需要用到表转折的关联词，因此考试也要从【材料二】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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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找寻二者之间转折的关系；18 题概括题，考生需要读懂漫画中的意思，并且从

三则材料中概括出三个点。 

 

记叙文阅读部分（共 10 分） 

从文章的选取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字阅读量变大，需要考生在平时多训练阅

读速度。19 题仍旧考查考生对文章的概括能力，这与西城一模的命题一致。因为文字

量大，所以这可能是考生能否答全最大的障碍；20 题和 21 题的命题类似于 2016 年北

京中考题《沙枣》，20 题需要结合下文内容概括，而 21 题则需要联系段尾的位置进行

概括和分析；22 题提问题，需要考生结合最后三个段落进行分析，从文章内容和表达

方式进行提问，当然考生也可以从题目、段落结构等角度出发进行提问。 

 

议论文阅读部分（共 7 分） 

本次议论文考查结合“盘他”的网络词汇，进而考查了有关奋斗、探索、顽强拼

搏等精神品质。23 题考查考生概括本篇议论文中心论点的能力；24 题结合文章内容选

出符合文意的选项，这与高考的非连续文本阅读的命题十分相似，考生仍需要结合“无

中生有、以偏概全、偷换概念”的错误选项命题原则进行筛选甄别；25 题应该算是诸

多城区议论文阅读难度系数较高的题目了，一方面考生得结合第三段的观点和论据，

一方面需要结合所给的材料内容进行概括和联系，最重要的需要将原文观点内容和材

料内容进行结合并分析其观点的形成过程。 

 

作文部分（共 40 分） 

第一篇作文以“夜空中最亮的星”为题，没有导语，可供考生发挥的余地更多。

于是我们需要分析题目中的关键词“星”，为何是最亮的星，这或许与西城一模的“根

深叶茂”和海淀一模的“似简而深”有很大的相似性。之所以是最亮的星，考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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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一段温暖的回忆，一件难忘的事，一次追梦的经历，一段亲情的对话等等，它

们在我们的心中分量最大，是天宇间最闪耀的星光，每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总会想

起它，那最亮的星如同灯光，照亮我们来去的光亮。 

第二篇作文以“xx 社会”为题，且要求文章中出现“历史学家”“时光机器”和

“跨越”这三个词语。考生如果要选择本题，不妨要结合历史的传承、地球保护、人

文情怀、中国抒情等内容进行描写和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