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河南省中考真题语文
一、积累与运用（共 27 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每对读音都不同的一项是（
）
（2 分）
A.边塞
应和
自吹自擂
．／塞
．责
．／随声附和
．
．／擂
．鼓助威
B.嫉
．妒／疾
．病
C.果脯
．／胸脯
．

高亢
．／引吭
．高歌
提
．防／提
．心吊胆

持
．之以恒／恃
．强凌弱
方兴未艾
．／自怨自艾
．

D.沧
榜
贻
．桑／悲怆
．
．样／依山傍
．水
．笑大方／心旷神怡
．
解析：C 项的读音分别为“fǔ／pū；dī／tí；ài／yì”
。
答案：C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2 分）
A.奥秘
分水岭
高瞻远瞩
步步为赢
B.颠簸
逻辑学
循规蹈距
千钧一发
C.震憾
管弦乐
老生常谈
枕戈待旦
D.裁缝
四合院
两全其美
食不果腹
解析：A.步步为营；B.循规蹈矩；C.震撼。
答案：D
3.古诗文默写。
（8 分）
（1）_____________________，自将磨洗认前朝。（杜牧《赤壁》）
答案：折戟沉沙铁未销
（2）锦帽貂裘，___________________。（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答案：千骑卷平冈
（3）郦道元《三峡》一文中，描写春冬之时江水十分清澈的句子是：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答案：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
（4）时间都去哪儿了？它在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中；它在晏殊“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的惋惜与欣慰中；它也在王湾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次北固山下》）新旧交替的感悟中。
答案：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海日生残夜
江春人旧年
解析：本题考查名句名篇的背诵默写。
4.名著阅读。
（任选一题作答）
（4 分）
（1）在《水浒》中，李逵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请结合“黑旋风斗浪里白条”的故事简述
他的性格特征。
答案：示例：
“黑旋风”李逵初识宋江，很感激宋江借给他银子，为了让宋江吃上鲜鱼，他
自告奋勇去讨鱼，讨不到就抢，和“浪里白条”张顺在岸上打了起来。张顺吃了亏，激他到
船上打。李逵不听众人劝阻，结果被张顺按在水里收拾一番。由此可见，李逵是个重义气、
脾气暴、率直鲁莽的人。
（2）在《西游记》中，孙悟空还有以下几个名号。请任选两个，结合具体情节解说得名缘
由。

①美猴王
②弼马温
③齐天大圣
④孙行者
⑤斗战胜佛
答案：①“美猴王”示例：在花果山上，众猴约定，谁敢先进水帘洞，就拜谁为王。结果孙
悟空率先进去，又把众猴都带了进去，所以众猴拜他为“美猴王”
。②“弼马温”示例：孙
悟空从龙宫得了金箍棒，到幽冥界的生死簿上除了名，被龙王和冥王告上天庭。玉帝接受太
白金星的建议，招安孙悟空上天，封他官职为“弼马温”，让他管天马。③“齐天大圣”示
例：孙悟空因不满在天庭只做弼马温，打出南天门，回到花果山，接受独角鬼王的建议，自
封为“齐天大圣”
。④“孙行者”示例：唐僧从五行山下救出孙悟空，听说他已有“孙悟空”
的法名，看他的模样像个小头陀，就给他起个混名，称为行者，即“孙行者”
。⑤“斗战胜
佛”示例：唐僧师徒取经功德圆满，如来佛为他们授职，因孙悟空降妖除怪有功，封他为“斗
战胜佛”
。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的识记与理解。
5.在下面一段文字的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
（4 分）
汉字经历了古文字、今文字两大发展阶段。这里讲的“古”
“今”有特定含义，不能简
单地理解为古代的汉字就是古文字， ① 。事实上，这里的“今”是相对于汉代而言的汉
代通用的字体是隶书，多数文字学者就把 ② ，而把晚于隶书（包括隶书）的汉字的各种
形体统称为今文字。如果细分一下，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篆书，今文字包括隶书、楷
书、行书和草书。
解析：本题考查句子的续写。
答案：①今天（现代）的汉字就是今文字
②早于隶书的汉字的各种形体统称为古文字
6.根据要求，回答下面问题。
（共 7 分）
（1）给下面新闻拟写一个标题。
（不超过 15 字）（2 分）
中国青年报 5 月 15 日电为鼓励广大青少年编创、制作、传播优秀微电影作品，积极弘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青团中央启动 2014“向上·向善”中国青少年微电影大
赛活动。大赛突出“向上·向善”的活动主题。
“向上”即心系祖国、追求梦想，勤奋学习、
提高本领，开拓进取、创新创业，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向善”即正直善良、诚实守信，
爱岗勤勉、敬业奉献，敬老爱幼、睦亲敦邻，助人为乐、热心公益。参赛作品分为微电影成
片和微电影项目书两类，获奖者将得到荣誉证书和奖金，获奖作品将推荐至中央、省市电视
台和知名网络媒体进行展播。
解析：标题要言简意赅。
答案：中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启动。
（2）下边是此次大赛的宣传画，请说明该画面的内容。要求：①采用总分的结构方式。②
运用合理的说明顺序。
（5 分）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的表达能力。
答案：示例一：该宣传画由左右两部分构成。左边有图案和文字，图案由两小段电影胶片交
叠变形而成，图案右下角是“2014 向上•向善”几个小字。右边是“中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
几个大字。

示例二：该宣传画由图案与文字两部分构成。图案位于画面的左边，由两小段电影胶片交叠
变形而成。文字部分包括图案右下角的“2014 向上•向善”几个小字和小字右边的“中国青
少年微电影大赛”几个大字。
（2 分）
二、现代文阅读（共 28 分）
（一）阅读下文，完成 7—10 题。
（共 16 分）
看自行车的女人
①想为那个看自行车的女人写点什么的念头，已萌生在我心里很久了。
②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一家医院前的人行道上。一个胖女人企图夺她装钱的书包，
书包的带子已从她肩头滑落，搭垂在手臂上。身材瘦小的她双手将书包紧紧搂在怀里，以带
着哭腔的声音叫嚷：
“你不能这样啊，我每天挣点儿钱多不容易呀！
”
③她 40 余岁，穿着一套旧迷彩服，戴着一顶旧迷彩单帽。那身衣服一看就是地摊货。
脚下是一双老式旧布鞋，没穿袜子，脚面晒得很黑。帽舌下，她的两只眼睛，呈现着莫大而
又无助的惊恐。
④我从围观者的议论中听明白了两个女人纠缠的原因：那胖女人存车时，忘了拿放在车
筐里的包，包丢了。她认为这个看自行车的外地女人应该负责任，并且怀疑是被她藏起来了。
⑤胖女人一用力，终于将看自行车的女人那书包夺了去，她将一只手伸进包里去掏，却
只过掏出了一把零钱。
“当”的一声，一只小搪瓷碗抛在看自行车女人的脚旁，抢夺者骑上
自己的自行车，带着装有一把零钱的别人的书包，扬长而去。
⑥看自行车的女人追了几步，回头看看一排自行车，慢慢走回原地，捡起自己的小搪瓷
碗，瞧着发愣。忽然，她把头往身旁的大树上一抵，呜呜哭了……
⑦第二次见到她，是在一家商场的自行车场。我因没买到合适的东西，带着的一百元钱
也就没破开。取自行车时，我歉意地说：
“忘带存车的零钱了，一百元你能找得开吗？”我
以为她会朝不好的方面猜疑我，因为一个人从商场出来，居然说自己兜里连几角零钱都没有，
不大可信的。她望着我怔了怔，然后一笑，很不好意思地说：
“那就不用给钱了，走吧走吧！
”
她当时那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许多人，不是已被猜度惯了吗？偶尔有一次竟不被
明明有理由猜度我们的人所猜度，于是我们自己反倒觉得很稀奇了。每每的，竞至于感激起
来。我当时的心情就是那样。应该不好意思的是我，她倒那么不好意思。
⑧后来我又去那家商场，付存车费时，我说：
“上次欠你两毛钱，这次一起付给你。
”我
之所以如此主动，是我觉得她肯定记得我欠她两毛钱的事，若由她提醒，我会尴尬的。不料
她又像上次那样怔了怔，然后一笑，很不好意思地说：
“不用啊，不用啊！”硬塞还给了我两
毛钱。我将装东西的纸箱夹在车后座上，忍不住问她：“来北京多久了？”“还不到半年。”
“家乡的日子怎么样？”
“不容易啊……再加上我儿子又上了大学……”她将“大学”两个
字说出特别强调的意味，一脸自豪。我推自行车下人行道时，觉得后轮很轻，回头一看，她
正替我提着后轮呢。骑上自行车刚蹬了几下，纸箱掉了，她跑过来，从书包里掏出一截塑料
绳……
⑨这年冬天，雪后的一个晚上，单位一位退休摄影师给我打电话，让我替他写一封表扬
信。他要表扬的，就是那个看自行车的女人。
“我到那家商场去，遇到熟人聊了一会儿，竞
忘了取自行车，拎兜也忘在车筐里了。拎兜里的几百元钱倒没什么，关键是我洗的三百多张
老照片啊！干了一辈子摄影，那些老照片可都是我的宝呀！天黑了我才想起来'急忙赶去，
你猜怎么着？就剩我那辆车了！商场早关门了，看车的女人在冷风中站着’抱着我的拎兜，
守着我那辆旧自行车。人心不可以没有了感动呀，是不是？人对人也不可以不知感激呀，是
不是？”他在电话里言辞恳切。
⑩不久前我又去那家商场，见看自行车的已经换成一个男人了，我想问原先那个女人到

哪里去了，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问。我祈愿她永远也不会再碰到什么欺负她的人，比如那
个抢夺了她书包的胖女人。
⑩阳光底下，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弱者有时对这平等反倒显得诚惶诚恐似的，不是他
们不配，而是因为这起码的平等往往太少，太少……
（作者：梁晓声。有删改）
7.本文写了“看自行车的女人”的哪几件事？请用简洁的语言分别概括。（4 分）
答案：①她被胖女人冤枉，被抢走了装钱的书包。②她知道我没零钱时，免收我的存车费。
③她不要我补给她的存车费，还帮我抬车、捆纸箱。④她等候忘了取车的摄影师，并帮他保
管拎兜。
8.品读第③段和第⑥段，从人物描写的角度，结合相关语句进行赏析。
（4 分）
答案：第③段：主要运用了外貌描写。“旧迷彩服”
“老式旧布鞋”
“脚面晒得很黑”写出了
她衣服的廉价、穿着的过时、工作的辛苦。或：“她的两只眼睛，呈现着莫大而又无助的惊
恐”写出了她当时的处境和内心的惊恐。
第⑥段：主要运用了动作描写。
“追…‘回头看看…‘慢慢走回…‘捡起…‘瞧”
“抵”
“哭”
写出了她被抢后的为难、无助与伤心。
9.本文表现了作者的理性思考。作者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请以第⑦段为例进行分析。（4
分）
答案：在叙述她免收“我”存车费这件事后进行}义论。由她对“我”的信任、体谅，引起
了“我”对人与人之间猜度与信任的感慨，引人深思。
10.从全文看，
“我”为什么想为“看自行车的女人”写点儿什么？（4 分）
答案：①看自行车的女人的遭遇令“我”同情，她对“我”的体谅、对工作的尽职尽责令“我”
感动。②看自行车的女人是社会中弱者的代表，为她写点什么是为了呼吁人们尊重他们，平
等对待他们。
（二）阅读下文，完成 11—14 题。
（共 12 分）
阅历与读书
①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同一本书，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阅读，往往会
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正如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一书中写道：
“少年读书，如隙中
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
可见阅历对读书至关重要。
②阅历之所以会对读书所得产生深浅有别的影响，原因在于阅读并非是对作品的简单再
现，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再创造过程，人生的经历与生活的经验都会参与进来。少年时阅历
不够丰富，洞察力、理解力有所欠缺，所以在读书时往往容易只看其中一点或几点，对书中
蕴含的丰富意义难以全面把握。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学识、经验阅历以及分析问题、理解
问题的能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往往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更宽的视角观察问题，能够看得更加
全面透彻。著名学者林语堂在谈读书体验时说：
“我此时重读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
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魂灵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
”可见，生活阅历越
丰富，越有助于人们对作品的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
③那么该如何丰富阅历呢？一般来说，一个人的阅历是不是丰富，往往与其生活经历密
切相关。然而经历不等于阅历。经历只是一种经过，形成的是对事物表象的感性的认知；而
阅历则是在表象的基础上对经历进行思考、领悟、概括、提炼，是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
只有勤于反思，才能从经历中领悟到人生的真谛，才能让经历升华成为阅历。但对于人生经
历并不丰富的年轻人来说，要丰富自己的阅历，最有效便捷的方法是读书。书籍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书籍是人成长的良师益友。读书，与智者对话，向圣人讨教，从他人的经历中取得

经验教训，从前人的论述中获得启迪，赢得智慧，增长阅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人不能
任意拉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在不断经历与不断读书中拓宽生命的宽度。
④阅历助益读书，读书增长阅历，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互相代替。不少人在年轻的
时候，迫于升学就业的压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到中年后，自认为有几十
年的阅历，早已洞察世事，不需要再到书中寻求人生真谛，阅读的动力大大减退。这都是不
对的。读书和阅历都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源泉，在“有字之书”中透彻理解书中寓意，在“无
字之书”中深入领悟生活哲理，二者不可偏废。无论为官经商，还是读书治学，只重读书不
重阅历，极易造成主观臆断，会因脱离实际而寸步难行；只重阅历不重读书，则会导致经验
主义，会因缺乏理论指引而流于平庸世俗。只有二者紧密结合，既博览群书，叉勇于实践，
以读书拓展阅历，以阅历深化读书，才能做到阅历和读书相长，在二者的相辅相成中更好地
学习和工作。
（作者：赵迎辉。有删改）
11.请概括本文的中心论点。
（3 分）
答案：阅历助益读书，读书增长阅历，（阅历与读书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
12.第①段在文中有什么作用？（2 分）
答案：①指出“阅历对读书至关重要”，引起下文。②从读书体验谈起，借用名言，引起读
者的阅读兴趣。
13.请简要分析第③段的论证思路。
（4 分）[
答案：先提出本段论题“如何丰富阅历”
。然后从阅历与经历的关系、阅历与读书的关系进
行论证。最后点明本段论点“经历与读书都能丰富阅历”
。
14.如果用以下材料作为本文论据，你认为放在哪一段最合适？请简述理由。
（3 分）
歌德说：
“阅历丰富的人读书时，常常是一只眼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只眼则留心看
纸的背面。
”
答案：第②段。歌德的话论证的是第②段中的“生活阅历越丰富，越有助于人们对作品的全
面理解和深刻把握”
。
三、古诗文阅读（共 15 分）
（一）阅读下面两个语段，完成 15—18 题。（共 11 分）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
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
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
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
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
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
（节选自《出师表》
）
①
②
魏郑公 谏止唐太宗封禅 ，日：
“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
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安，未
③
甚充实。告成天地，臣切有疑。
”太宗不能夺 。
（节选自《容斋随笔》）
注：①魏郑公：魏征。②封禅：古代帝王在泰山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典礼。③夺：使之改
变。不能夺，无言反驳。

15.下面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2 分）
A.以光先帝遗
是以先帝简拔以遗
《出师表》）
．德
．陛下（
B.引喻
．失义
C.亲贤臣，远
．小人

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肉食者鄙，未能远
．谋（《曹刿论战》）

D.此悉
男女衣着，悉
．贞良死节之臣
．如外人（《桃花源记》）
解析：D 项中的“悉”是“全，都”的意思。
答案：D
16.把语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泽成现代汉语。（4 分）
（1）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2）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答案：
（1）这确实是万分危急、生死存亡的时刻。
（2）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盛，就指日可待了。
17.语段中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了三条建议，其中哪一条最重要？为什么？（3 分）
答案：亲贤臣远小人（1 分）因为只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做到广开言路，才能赏罚分明。
18.同样是劝谏君主，诸葛亮和魏郑公的劝谏艺术有什么不同？（2 分）[w
答案：诸葛亮：直言进谏。魏郑公：运用比喻委婉劝谏。
（二）阅读下面一首诗，完成 19—20 题。
（共 4 分）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19.这首诗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2 分）
答案：与友人的惜别之情；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20.请从炼字的角度，赏析首联中的“辅”或“望”字。（2 分）
答案：
“辅”示例：形象地写出了三秦大地护卫着长安的景象，气象雄伟，使诗歌开篇意境
开阔。
“望”示例：将相隔千里的京城和蜀地联系起来，表达了对友人的惜别之情。
解析：本题考查古诗词的鉴赏。
四、作文（50 分）
21.任选一题作文。
（50 分）
（1）题目：你是我的太阳
要求：①除诗歌外，文体不限。600 字左右。②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
（2）
读下面材料，然后作文。
土
附着在大地上，
就是土壤。
飘浮在半空中，
只能是尘埃。
要求：①根据材料寓意，选好角度，自拟题目。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600 字左右。③文

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