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湖南省长沙市中考真题语文
1.下列各组词中字形和加点字的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惩
罚（chéng）
凛冽
义愤填膺
（yīng）
毛骨悚然
．
．
B.伎俩（liǎng）

干涸

C.憎
．恶（zèng）
D.追溯
．（sù）

斑斓

戛
．然而止（gá）
顶礼膜
．拜（mó）

赅人听闻
广茂无垠

招睐

猝
根深蒂固
．然长逝（cuì）
解析：考查字音字形。B.戛（jiá）然而止，骇人听闻；C.憎（zēng）恶，广袤无垠；D.猝
（cù）然长逝。
答案：A
2.下列加点词语运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马航失联事件牵动亿万民众的心，人们在心中为失联人员默默祈祷
．．。
B.众目睽睽
．．．．的世界杯足球赛在人们的期盼中拉开帷幕。
C.记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将中国美食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另观众回味无穷
．．．．。
D.近日南方连续暴雨，大家对受灾群众伸出援助之手，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精神。
解析：考查对词语和俗语的积累运用。众目睽睽：指在广大群众注视之下（多用于贬义）用
在此处不恰当。
答案：B
3.下列词语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2 分）
A.随着长沙地铁 2 号线的投入使用，使长沙人的未来与地铁密不可分。
B.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火了，孩子们的表现给观众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C.湖南省图书馆开通 24 小时自助服务，平均每天接待读者约 200 余人次。
D.长沙市文明办开展与策划“我爱星城”的活动，得到市民很多的响应。
解析：A.“随着……，使……”介词掩盖主语；C.“约”与“余”重复啰嗦；D.语序不当，
先“策划”再“开展”。
答案：B
4.下列陈述（或做法）不得体的一项是（ ）
（2 分）
A.为了欢迎来访的兄弟省教师代表参观团，学校挂出了欢迎标语：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
乎！
”
。
B.毕业了，张小明在王丽丽的毕业留言本上写下一则赠言：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
。
C.小芳过生日，小燕送个她一个布娃娃，说：
“这是我惠赠给你的，愿她天天伴着你，让你
开心快乐！
”D.李华将写好的作品送给出版社的季老师审查，并附了一句话：
“尊敬的季老师，
这是我的拙作，请您斧正！
”
解析：该题考查的语言运用是否得体，重点考查了敬语的使用，C 错在“惠赠”是敬辞，指
对方赠予（财物）
。
答案：C
5.综合运用（共 6 分）
习近平总书记说：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住脚跟的
根基。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传统节日以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滋养着民族的心灵，为
了让传统节日文化更广泛的走进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某校组织开展“我与传统节日”的综合
实践活动。
（1）了解节日习俗（2 分）
不同的传统节日，人们有不同的传统习俗。例如春节会贴春联，吃团年饭……，请列举

出元宵节的 2 个习俗。
答案：吃汤圆（或元宵）
、猜灯谜（或赏灯会）任写两个即可
（2）讲述节日故事（2 分）
不同的传统节日，有着不同的故事或传说，例如端午节就与“屈原投江”的传说有关，
请分别写出一个与中秋节
．．．和七夕节
．．．（乞巧节）相关的故事或传说的名称
①中秋节
②七夕节（乞巧节）
答案：中秋节：嫦娥奔月、吴刚折桂故事；七夕节：牛郎织女的故事。
（3）策划节日活动（2 分）
班上将开展一次“传统节日与传统文化”的活动，如果同学们推荐你为本次活动的策划
人，你打算设计哪些活动项目？请仿照下面的示例写出一项，并说明活动目的。
【示例】项目：中秋诗词朗诵会
目的：增加古诗词的积累，激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①项目：
②目的：
答案：项目：元宵灯谜会。目的：增强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深入了解传话文化的精髓。
解析：考查的是对中国传统节日和民俗的认知，引导同学们了解传统文化。
6.名著阅读（共 5 分）
（1）在我国古典小说中，绰号或自号常常能体现一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例如《西游记》中
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自称“齐天大圣”，表现了他性格中
的特点，有如《水浒》
中宋江绰号“呼保义”
，又号
。体现了他为人仗义，好结交朋友的性格特点。
（2 分）
答案：狂妄自大、叛逆；及时雨
（2）
《水浒》塑造了三位身怀绝技的英雄：善盗的是鼓上骚时迁，
的是小李广花
容，山行的是神行太保戴宗。
（1 分）
答案：善射
（3）英国 18 世纪著名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小说名著
以清新的文字把读
者带进了一个奇异的幻境，主人公的有趣经历展现了小说的童话色彩，不过，这只是这部小
说的表面特征，尖锐而深刻的才是小说的灵魂所在。
（2 分）
答案：
《格列弗游记》
；讽刺
解析：对名著内容的把握。
7.古诗文默写填空（共 5 分，每空 1 分）
（1）安得广厦千万间，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
答案：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2）几处早莺争暖树，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答案：谁家新燕啄春泥
（3）人有悲欢离合，
，此事古难全。
（苏轼《水调歌头》）
答案：月有阴晴圆缺
（4）
如何处理新知识和旧知识之间的关系？《<论语>十则》中的“
，
”
一句。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
答案：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解析：考查的是对重点古诗文的背诵默写。
二、阅读（共 46 分）
（一）古诗文阅读（共 16 分）
卜算子 咏梅
陆游
①
②
③
驿外断桥 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 风和雨。

④

⑤

无意苦争春，一任 群芳妒，零落 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注释】①断桥：残破的桥。②无主：无人过问。③更著：又遭受。著，同“着”，遭
受的意思。④一任：任凭。⑤零落：凋谢。
【背景资料】陆游，字务观，号放翁，一生志在恢复中原，但却受人排挤，晚年隐居山
阴，始终保持昂扬的爱国热情，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此词可以看成他的身世的缩影。
8.词的上阕通过驿站、断桥、黄昏、风雨等意象，营造了
的意境。
下阕则写出了梅花
、
的品质。（3 分）
答案：落寞凄清；高洁、坚贞（不慕名利、傲立风雪）
9.“已是黄昏独自愁”一句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零落成泥碾作尘”中的“碾”字有何表
达效果？（3 分）

解析：考查的是对诗歌意境、情感主旨、写作手法的把握以及“炼字”能力。
答案：拟人；
“碾”原指将东西压碎、压平，在这里指梅花落地之后与泥土混合之后的情景。
表现出摧残者的无情，被摧残者承受的压力之大，描绘出梅花悲惨至极的图景。
曾巩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
．，抚四弟、九妹予委废①单
弱②之中，宦③学婚嫁，一
．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骋，一时工④作文词者，鲜
．能过也。少
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
“安石
．异，神宗尝问：
何如人？”对曰：
“安石文学行义⑤，不减扬雄⑥，以吝故不及。”帝曰：
“安石轻富贵，何
吝也？”曰：
“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
”帝然之。
（节选自《宋史》卷三一九，有删减）
【注释】①委废：家境衰败。②单弱：弱小，无所依靠。③宦：出仕。④工：擅长。⑤
行义：行为道义。⑥杨雄：人名。
10.解释文中加点的词语。
（4 分）
（1）奉继母益至
（
）
．

（2）一
．出其力（
（4）遂与之
．异（

（3）鲜
）
．能过也（
解析：考查的是对文言文课内字词迁移理解，包括实词和虚词。
答案：周到、周全；全、都；少；代词，代指王安石
11.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2 分）
安石轻富贵，何吝也？

）
）

解析：考查的是对文言文中特殊句式（宾语前置）
、重点实词（吝）的把握。
答案：王安石把富贵看得很轻，吝啬什么呢？
12.曾巩为什么认为王安石“吝”？用自己的话说说文段中曾巩的哪些品性值得我们学习。
（4 分）

解析：考查的是对文章内容的把握和人物形象的分析。
答案：因为曾巩觉得王安石往往不能知错就改。关键词“孝顺、有担当、公正、待人真诚”
（结合关键词联系文章作答）
（二）说明文阅读（共 8 分）
肌肉运动的奥秘
【资料一】肌肉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肌纤维”则是组成肌肉最基本的“单元”
，肌

纤维中，除了有细胞必备的配置外，还有大量的“肌丝”，也就是肌蛋白。肌丝受神经支配，
可以发生形变，造成肌纤维的伸缩，而不计其数的肌纤维发生伸缩，就是肌肉的收缩与舒张。
【资料二】物以类聚，
“肌”以群分，肌肉根据“工作需要”，有着不同的类型，其特点
如下：

【资料三】人体骨骼肌共有 600 多块，它从一丝纤维开始，到最后组成一块肌肉，并不
是简单的堆积、捆绑，而是“逐级累加”——每条纤维的外部，有一层结缔组织膜把它们紧
紧裹住，N 条肌纤维平行排列在一起集合成纤维束后，又会有一层结缔组织膜把它们紧紧裹
住，而这些纤维束再聚到一起，还会再有一层膜来包裹。如此便形成了肌肉块。这样一层一
层分级包裹，就如同生产钢缆时，从钢丝到钢缆的制作过程，可以让组织的负荷强度最大化。
【资料四】肌肉运动时，如果氧气不足，葡萄糖代谢产物就会变成乳酸，如果肌肉持续
强力收缩，导致血流中断，乳酸就无法被快速代谢，量大了就会刺激神经，产生酸痛感。等
停止运动一分钟左右，这种感觉就会消失，而运动过后的肌肉酸痛，其实并非主要由乳酸造
成，而是因为肌肉长时间“闲置”
，突然大幅用力，造成肌纤维和结缔组织受损，也就是俗
称的“肌肉拉伤”
，只不过拉伤程度较低，感觉与乳酸堆积类似。当然，肌肉是可以在短时
间内自我修复这种“肌肉拉伤”的。
（根据有关资料改写）
13.下列说法与上面资料提供的信息不符的一项是（
） （2 分）
A.“肌纤维”是组成肌肉最基本的“单元”，其中含有大量的肌蛋白。
B.肌肉根据人体运动的需求，分为骨骼肌，平滑肌和心肌。
C.骨骼肌纤维比心肌纤维长度要长，直径要大。
D.肌肉运动时如果氧气不足，葡萄糖代谢产物就会变成乳酸。
解析：对文章内容的把握。因为选项内容与原文材料二中的心肌“直径比骨骼肌粗，排列成
网状”不符。
答案：C
14.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2 分）
A.资料一的说明对象是肌肉，其基本特征是受神经支配可以发生形变。
B.资料二中运用“大多”
“只”等词语，使表达更科学准确。
C.资料三运用打比方的说明方法，形象的介绍了骨骼肌是如何组成的。
D.资料四用并列式结构介绍了运动中和运动后产生酸痛感的不同原因。
解析：考查的是对说明文的综合把握，包括说明对象、说明语言、说明方法。选项内容与原
文材料一中“肌丝受神经支配，可以发生形变”不符。
答案：A
15.请结合上文和下面的链接材料回答问题。
（4 分）

【链接材料】
由于学习紧张，小张同学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行锻炼了，星期日突然打了一场篮球，
结果第二天就浑身肌肉酸痛。
（1）小张第二天浑身肌肉酸痛的原因是什么？
（2）为了避免出现第二天肌肉酸痛的现象，小张应该怎么做？
解析与答案：
（1）
解析：对文章内容的把握。
答案：因为肌肉长时间“闲置”
，突然大幅用力，造成肌纤维和结缔组织受损，也就是俗称
的“肌肉拉伤”
。
（2）
解析：考查的是文章内容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
答案：应在平时加强体育锻炼；要在运动前做好热身，不宜突然大幅用力。
（三）议论文阅读（共 8 分）
著述出书的最高境界
做学问有三种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此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第二境界也；暮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非常形象，生动，精到，被广泛认可。其实，著述出
书也有三种境界。
其一，为满足追名逐利的私欲而著述出书。随着出版政策的宽松和印刷技术的发达，一
些人写书出书的热情汹涌澎湃，他们仿佛文曲星下凡，洋洋万言倚马可待。皇皇巨著隔夜而
成，但是泥沙俱下难免鱼龙混杂，沽名钓誉必然经典难觅，这样的书，
①
。
其二，
②
。如司马迁所言：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遇而论书策
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其实司马迁自己都是在遭受李陵之祸后，于巨大屈辱之中，
因“郁有所结而不得通其道”
。乃“述往事，思来着”
，这才有了《史记》的问世，又如【甲】
这样的书，情感充沛，令人唏嘘，但常常困于个人小圈子。
其三，为完成立言传世的使命而著述出书，如孔门弟子追记孔子言行思想的著作《论语》，
内容广博，涉及政治、教育、礼仪、经济、文学、天道观、认知论等等；弘扬了孔子思想，
传播了儒家文化，对后世影响至深。又如【乙】。这样的书，寓意深远，警醒世人，其思想
至今影响中国和世界。
相比而言，第一种其实根本算不上境界不值一提；第二种虽令人感叹，但大多郁结了个
人之遭遇，境界不够广阔；只有第三种，崇高的精神令人敬佩敬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
最高的境界。
16.请用一句话概括本文的中心论点。
（2 分）
解析：考查的是对文章中心论点的把握。
答案：我们应该为完成立言传世的使命而著述出书。
17.从下面四个论据中选择恰当的两个分别填入文中甲、乙处。
（只填序号）（2 分）
①鲁迅为了改造国民劣根性，毅然弃医从文，愤世著书。为后人留下了数量巨大，品味极高
的精神文化遗产。
②傅雷以自己深厚的父爱吗，为儿子留下了充满拳拳爱子之心的《傅雷家书》
。
③诗人屈原，因屡屡遭受来自贵族的排挤和打击，于是“发愤抒情”，写下了流芳千古的《离
骚》
《天问》
。
④陶渊明远离浑浊官场，回归田园，给我们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
解析：考查的是对论据和分论点关系的把握。
答案：甲：③ 乙：①
18.请根据文意，将文章中两处横线上的内容补充完整。（4 分）

解析：考查的是仿句能力及其语言内容概括能力。
答案：思想肤浅、内容空泛，并且出现文盗混迹的闹剧；为抒发命运多舛的才情而著述出书。
（四）记述文阅读（共 14 分）
天外财富
⑴雨，从天外飘来。
⑵我打着一把伞，走在一条寂静的小街上，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路边树下站着个十一二岁
的小姑娘，正淋着雨水。
⑶“快进来！
”我扬了一下伞，向她喊道。
⑷女孩飞快地跑到我的伞下，用小手拉着我的胳膊，缓缓地与我同行。
⑸“你是往前走吗？”我问她。
“嗯，哪儿都行”她随口而答。
⑹“去做什么？”
“找一个人，不，不找了，已经找到了。”女孩声音满含欣慰。
⑺“他在哪儿？”
“就是你。
”她扬头告诉我。
⑻“找我吗？”我笑笑，觉得小姑娘很有意思。
⑼“我得了一笔财富，
”她说，
“可我不想要，我要把它送给雨天给我打伞的人。”
⑽“看来，这个人就是我喽？”我试探着问。
⑾“是的，所以我要把这笔财富给你。
”她把手伸进了口袋。
⑿我不觉得欣喜，只觉得有意思，于是便信口问：
“真是天外飞来的财富！你要给我多少？
一块钱还是两块钱？”
“不，是十万！
”
⒀“十万？你带在身上？”
⒁“对，带在身上。
”女孩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花花绿绿的大钱。递到我手里。
这是一张画满谁猜得硬纸片，上面写着十万元。这是小姑娘自己做的“钞票”
。
⒂我大笑起来：
“哈哈，这是天外财富！谢谢你，我收下了。
”我把“大钱”装进了口袋。
⒃“你失望了吧？——可你没让我失望。”女孩的声音很清晰，也很兴奋。
⒄“我读到一篇小说——一个女孩得到一笔财富，她要找一个在雨天让她共伞的人，把钱
给他。第二天，她就去了。
”
⒅“找到了吗？”
“第二天没下雨。
”
⒆“后来呢？”
“后来下雨了，但没人理她。她在树下站了一天，只有那棵树为她遮雨，
后来她哭着把钱塞进树洞里。
”
⒇“这真悲惨。
”
“可我不信。我觉得不会这么坏，我非要自己试一试。”
（21）
“所以，你就试了？”我问。
“对，而且我没失望！”我看了她一眼，那是一双渴求而
感动的眼睛。
（22）雨还在下着，从雨丝里透过清香的空气。
（23）“你没想过会失望？”我问。“想过，可我还是没失望。”她的手更紧地挽住我的胳
膊，
。
（24）
“只是我没有财富。
”女孩歉意地说。
（25）
“不，我们都得到了财富。
”
（26）来到一个车站，我把女孩送上了车。她透过缓缓移动的车窗，大声说道：
“我懂，不
是钱，是财富，对吗？”从她的语气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她内心的感动。
（27）我整整雨伞，继续向前。细雨从天外飘落至我的伞顶，如同一阵悄无声息的暖流浸
润着我的心；
丝丝细雨用无限的温柔抚摸着我，让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珍贵……
（28）我真希望，在这日益被柴米油盐所羁绊的日子里，在这日趋被钢筋水泥所包裹的城
市中，能有更多这样的“财富”
！
（作者北原，有改动）
19.请从小女孩的角度梳理文章内容，填写下表。（4 分）

解析：对文章思路的把握。
答案：①欣慰
②给“我”财富
③一个车站
④感动
20.文章第自然段画线的句子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请简要分析其表达效果。
（4 分）
细雨从天外飘落至我的伞顶，如同一阵悄无声息的暖流浸润着我的心；丝丝细雨用无
限的温柔抚摸着我，让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珍贵……

解析：考查的是对文章语言的分析（修辞手法）
答案：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把细雨比作暖流，将细雨拟人化，生动形象地展现细
雨的柔和、温暖，表现了小女孩带给我的感动，以及我对小女孩的喜爱。
21.文章第（28）自然段中的“财富”比喻什么？请结合全文，联系社会实际，谈谈你对文
章最后一段的理解和感悟。
（6 分）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对文章主题的把握。
答案：
“财富”比喻小女孩的善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信任；理解：点明文章主旨，在日
常生活中，人们日趋冷漠，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信任和理解；感悟：作为中
学生的我们，应该在别人需要时，积极伸出援手，并带领身边的人都拥有“财富”。
（结合具
体事例）
三、写作（共 50 分）
22.请在《天外财富》一文中第（23）自然段的横线上作一个关于“女孩”的神态和“我”
的心理活动的片段描写。
（10 分）
要求：
（1）符合上下文情境；
（2）运用一个比喻的修辞手法；
（3）字数不超过
．．．150 字。
解析：小作文考查的是对文章形象的把握，和对人物细节描写的方法。
答案：作文中应该体现女孩当时的神态：童真、可爱、坚定。“我”的心理活动：震惊、感
动、愧疚。必须运用比喻的修辞。
23.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
（40 分）
．．一个，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那份不一样的真情
题目（二）我们一起品味过的
（快乐∕忧伤）
【要求】
（1）若选题目二，须先从“快乐”
“忧伤”两个词语中选择一个，将题目补充完整，然
后作文；
（2）文体自选（诗歌除外）
，不少于 600 字；
（3）文中不得出现真是的人名、校名、地名；
（4）卷面整洁，字迹清楚。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