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江苏省宿迁市中考真题语文
一、语言积累与运用（20 分）
1.读语段，给加点字注音或根据拼音写出汉字（依次填写）。（3 分）
生命，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黯淡或绚
）烂，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
．（
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抑或深思的灵魂，就在繁华与喧 xiāo（
浅的印 hén （
）
。
解析：本题考查字音字形，同学们要多积累。
答案：xuàn；嚣；痕

）中，被镌上深深浅

2.下面一段话中有两处语病，请找出来并写出修改意见。
（2 分）
①电信诈骗的泛滥和滋生使许多人成为受害者。②电信诈骗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而且
扰乱了社会秩序。③开展防电信诈骗进校园，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需
要。
（1）第_____句，修改意见：_____
（2）第_____句，修改意见：_____
解析：本题考查修改病句，第①句语序不当，第③句成分残缺。
答案：第①句，将“泛滥”和“滋生”交换位置。第③句，在“校园”后加“活动”。
3.默写古诗文。
（8 分）
（1）此中有真意，__________。
（陶渊明《饮酒》）
（2）斯是陋室，__________。
（刘禹锡《陋室铭》）
（3）何当共剪西窗烛，__________。
（李商隐《夜雨寄北》
）
（4）无可奈何花落去，__________。
（晏殊《浣溪沙》）
（5）__________，五十弦翻塞外声。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6）__________，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将进酒》）
（7）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庆典上提出，学习和思考是相辅相成的，
不可偏废其中一点，正如《论语》中所说：“__________，__________。
”
解析：本题考查名句名篇的背诵默写。
答案：
（1）欲辨已忘言。（2）惟吾德馨。
（3）却话巴山夜雨时。
（4）似曾相识燕归来。
（5）
八百里分麾下炙。（6）天生我材必有用。
（7）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4.综合性学习。
（7 分）
阅读下面材料，按要求完成任务。

【材料一】去年，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潮。如今，由原班人马打
造的姊蛛篇“中国成语大会”正在央视热播，唤起了观众对成语这一中国特有文化资源的重
新审视。此档节目 4 月 18 日开播，7 月 6 日结束。
【材料二】成语是汉语言词汇中一部分定型的词组或短句，它有相对固定的意义，在语句中
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的。它大多来自传统经典著作，高度凝炼，自成语境，是中国文化的
活化石。
（1）根据材料一，拟一条一句话新闻（不超过 15 字，不要出现具体时间）。（1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中国成语大会”正在央视热播。
（2）作为材料二的佐证，请从下列成语中任选两个写一段话（不超过 50 字）
。并写出其中
一个成语的出处。
（3 分）
举一反三
豁然开朗
一鼓作气
心旷神怡
曲径通幽
成语_______________
出自_______________
答案：示例：联考前夕,哥哥一鼓作气地将所有大科复习完毕,可仍不能举一反三。成语：一
鼓作气；出自《曹刿论战》
。
（3）某校八年级组织学生收看了“中国成语大会”，并准备在年级也举办一次“成语大会”
。
请根据下列同学对电视节目的议论，以一名普通学生的身份，当面向年级组织话动的老师提
一些建议。
（3 分）
小 A:节目中的一些成语在生活中很少用到，没什么意思。
小 B:看来看去，比赛还不就是少数人的事？
小 C：看出来很多选手赛前都作了充分准备，但死记硬背的东西能长久吗？
答案：示例：老师，要积极宣传活动的意义，让大家对活动提高认识。
二、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5-7 题（10 分）
【甲】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宇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
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
“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
“若为佣耕，何富贵也?”
陈涉太息曰：
“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节选自《史记·陈涉世家》）
【乙】项籍者，下相①人也，字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②怒
之。籍曰：
“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
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日：
“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
妄言，族矣！
”粱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摘自《史记·项羽本纪》
）
【注】①下相：古县名，在今江苏宿迁境内。②项梁：项羽的叔父。
5.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
（4 分）
（1）辍
）
（2）若
．耕之垄上（
．为佣耕（

）

（3）毋妄言，族
）
（4）皆已惮
）
．矣（
．籍矣 （
答案：
（1）停止。（2）如果。
（3）抄斩门族。
（4）害怕，恐惧。
6.用现代汉语翻译乙文中画线的句子。（3 分）
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人敌，不足学。
译文：
答案：读书只不过是知道名字怎么写罢了，学习舞剑只能够抵挡一个人，没必要学。
7.甲、乙两文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其描写方法各有何共同点？（3 分）
思想性格：
描写方法：
答案：思想性格： 清醒而敏锐的对 现实世界的感知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描写方法：语言
描写。
三、阅读下面的文宇，完成 8-10 题。
（8 分）
手机是条“贪吃蛇”
①过去的 10 多年里，随着技术进步，手机已经越来越神通广大。它就像当年那款游戏
中的“贪吃蛇”
，在通话的“本能”之外，已经吃掉了演播上游戏机、卡片式相机，MP3
音乐播放器、电子词典和录音笔等设备，现在，它又咬住了电子导航、移动支付等猎物，彻
底改变了一些产业的形态，
，让卡西欧等老牌公司掘失惨重。
②个人用品也成了这只贪吃蛇进攻的目标，手环、手表、眼镜一类可佩戴设备，大有被
它吞噬的趋势；就连牙刷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也被它叼进了嘴。最近，已经有生产商推出了
一款电动牙刷，可以根据使用者刷牙时对手柄的压力，采集口腔中每颗牙齿的信息，在手机
上生成牙齿情况的全息图，并定期生成牙齿情况报告，提出健康建议，甚至帮助使用者与牙
医进行信息交流。
③手机已经进化成为社交生活的路由器，人们日惯了通过电话或微信联糸，甚至离开它
就无法正常沟通，手机依赖症和交流恐惧症开始在人类社会蔓延。
④手机，看上去
．．．已经无所不能。当客厅里的电视、书房里的电脑、卧室里的睡眠记
录仪、盥洗室里的牙刷，乃至车库里的车辆都被手机一一攻克后，谁会是电子设备们最
后的堡垒？
（选自《财经国家周刊》2014 年第 7 期，有删改）
8.根据选文，说说手机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3 分）
答：
答案：①彻底改变了一些产业的形态。②个人用品也成了它进攻的目标。③手机已经进化成
为社交生活的 路由器。
9.选文第②段主要运用哪两种说明方法？有何作用'（3 分）
答：
答案：打比方；举例子。形象具体地说明了个人用品也成了手机进攻的目标。
10.第④段中加点词语“看上去”能否去掉？请说明理由。
（2 分）
答：

答案：不能。因为“看上 去”是从表面现象而言，也许实质并非如此，说明手机“无所不
能”还不是绝对的。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1—13 题（9 分）
折磨是一种赐予
魏清素
①似乎每个人一生中部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与你过不去，处处为难你，不停地
挑剔你，否定你。你可能会怨恨：为什幺总是折磨我？可是，就在他的苛求中，你在不
知不觉地成长。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些，从整个人生的大格局来看，这些折磨恰恰成
就了你。
②当蝴蝶还是幼虫时，住在一个出口很小的茧中。要想破茧而出，它必须通过那
个小小的出口.这个过程需要它竭尽全力，很多幼虫因此丧命。有人觉得蝴蝶太可怜
了，就用剪刀把茧上的出口剪大了一些，让幼虫很容易地从中出来。但是它们却失去
了飞翔的能力，只能拖着一双翅膀在地上笨拙地爬行。原来，那小小的出口就是帮助
幼虫两翼成长的关键，只有经过了出口的挤压，两翼才能顺利充血，幼虫才能蜕变成展
翅飞翔的蝴蝶。
③其实，人与蝴蝶一样，也要经历破茧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生命的韧性和厚度。
苏东坡固“乌台古诗案”被眨黄州，身处荒凉，远离亲友，身心备受折磨。这一切，却带给
他更多的体验和思索，最终他实现了精神的突围，艺术才情也获得了整体蒸馏和升华，千古
绝唱《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峨》相继诞生，岂止苏轼，人类之明之上那些熠熠生辉的名
字，哪-个没有经历过痛苦的磨砺？折磨是人生的必修课，它最大限度地考验一个人，而人
生的最大值也正在此中求证。
④罗曼·罗兰说：
“只有把抱怨别人和环境的心情化为上进的力量，才是成功的保
证。
”面对折磨，不必抱怨，不要退缩，这些都是你成长的机会，是你成功的必经之路。
不要去祈求什么“剪刀”的帮助，那只能萎缩了你成功飞翔的“双翼”
。
⑤蝴蝶的幼虫，只有经过狭窄出口的挤压，才能蜕变为美丽的蝴蝶。成长中的人，
只有经历世事的“折磨”
，才能迈向成熟和成功，正确地面对“折磨”，并藉此给自己的
生命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
（节选自《这些事，现在明白还不晚》，有删改）
11.作者在第②段介绍了蝴蝶破茧而出的过程，有何用意？（2 分）
答案：更生动具体地证明了“折磨是一种赐予”这一中心论点。
12.依照第⑤最中的画线句，仿写两个句子，要求：句式相同，语意连贯。（4 分）
蝴蝾的幼虫，只有经过狭窄出口的挤压，才能蜕变为美丽的蝴壤。
答案：示例：树苗的种子，只有全凭自身的钻劲破土而出，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成功者的过
去，只有历经苦难的折磨，才能成就辉煌。
13.根据文意，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折磨”。
（3 分）
答案：不设唯一，能结合自身实际谈出具体措施即可。
五、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4—17 题（13 分）
花开的方向
包利民
①母亲喜欢养花，阳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盘，四季的轮换里，总有花儿绽放着。另
外有几盆花是放在母亲卧室里的，同一品种，母亲也叫不出名字。虽多次搬家，那几盆花母

亲始终没有丢弃。
②那几盆花只在每年的夏季里开放，花期半个多月。花朵并不出奇.比指甲略大些，形
状上像极了缩小的葵花，通常是三五聚拢成簇。它们有一种极浅极淡的香，只在寂静的夜里
才能感受得到。这种花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固定地朝着西方开放，无论怎样挪动位置或转动
花盆，都不受影响。母亲就这样宝贝似的把它们放在卧室里，不离不弃。
③母亲爱花，是受姥姥影响。姥姥家在一个很远的乡村，房前屋后，花木葱茏，其
中开得最多最旺的就是母亲卧室里的邢种花。那花想必是姥姥送的了，当时我记得是
五盆。后来我大学毕业，就成了六盘。而搬琮这座城市后，又成了七盆。仔细回想一
下，几乎是以每十年一盆的速度递增着。直到去年，那花变成了八盆，几乎摆满了母亲
卧室的窗台。
④母亲卧室的窗户恰好是向西开的，每年夏季开花的时候，那些花儿便丛丛簇簇地向着
窗外，很像隔窗远眺的样子。在它们的花期里，母亲留在卧室里的时间就多了，常常是坐在
床上，向着那些花儿，那眼神飘忽着，仿佛很近，又似乎很远。
⑤去年年末的时候，母亲回了一趟老家，陪姥姥过八十大寿。临行前显得很是兴奋，刀子一
个劲儿地叮嘱父亲，卧室里的那些花几走天浇一次水，每次水量多少，直到父亲能背出来，
才放心而去。而阳台上的那些花，母音则只字未提。
⑥从老家田来后，母亲很高兴，不停地说姥姥的身体很棒，依然伺候着一大院子的花。
望着母亲满足的神情，我忽然心里一动：姥姥八十大寿，母亲的花儿也正好是八盆，是不是
姥姥每增加十岁，母亲的花就增多一盆？于是问母亲，母亲深情地看着那些花，笑而不答……
⑦有一天在网上，无意间进入一个花卉论坛，各种花草的图片琳琅满目。忽然，一
个熟悉的画面闯入我的眼帘，正是母亲卧室里的那种花！我终于知道了它的名字，一个让人
悠然神飞、魂奉梦绕的名字——望乡。
⑧那些花又到了花期，母亲依然在守望着，日光轻柔地抚摸过那些小小的花朵背影，然
后投向西方。而远远的西方，隔着山，隔着水，隔着风雨云雾，有母亲的故乡，有母亲的母
亲！
（选自《美丽中文》
，有删改）
14.文章第②殷是从哪几个方面介绍母亲卧室里的花的？（2 分）
答：
答案：从花的大小、形状、数量、颜色以及花开的方向等方面来介绍的。
15.文中的“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请简要概括。
（3 分）
答：
答案：母亲是一个勤劳、善良，热爱生活和亲情的人。
16.根据要求赏析文中画线的两句话。
（4 分）
（1）那眼神飘忽着，仿佛很近
（从加点词运用的角度）
．，又似乎很远
．。
答：
（2）而远远的西方，隔着山，隔着术，隔着风雨云雾有母亲的故乡，有母亲的母亲！ （从
修辞手法的角度）
答：
答案：
（1）句子中加点的“近”和“远”
，生动地表现出母亲眼神的飘忽，把母亲对亲人的
思念用无声的语言勾勒出来。（2）该句运用排比修辞，三个“隔着”的运用 ，把阻隔亲情
的障碍展示出来，语气强烈，逐步升华，有极强的感染力。
17.第⑦段在全文中有何作用？（4 分）
答案：点明上文记叙的含义，升华了主题，又为下文的抒情做好了铺 垫。

六、诗歌鉴赏（5 分）
18.阅读下面一首诗，回答问题。
（5 分）
送李端
卢纶
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
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掩泪空相向，风尘何处期？
（1）诗的前四句描绘了送别时怎样的景象？试加以描述。
（3 分）
答：
（2）结合全诗，写出尾联中“空相向” “何所期”所表达的情感。
（2 分）
答：
答案：
（1）故乡遍地都是衰败的枯草，一片凄凉！天空飘忽着朵朵寒云，归来的路上正遇上
暮雪纷飞。
（意近即可）（2）诗人为朋友远去而徒然伤悲，为相见无期而惆怅，表达了难舍
难分之情。
七、名著阅读（10 分）
19.下列表述与原著内容不相符的一项是（
）
（2 分）
A.《骆驼祥子》中的虎妞是车厂主刘四爷的女儿，性格泼辣，好逸恶劳，市侩气很浓。
B.《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汤姆和蓓姬在山洞迷了路，靠敲石头听声音找到了出口。
C.《格列佛游记》中，格列佛在大人国差点被一岁的孩子塞进嘴里，还曾与老鼠格斗。
D.高尔基的《童年》以阿廖沙的成长为主线，生动再现了俄国小市民阶层的风俗人情。
解析：本题考查名著欣赏，同学们要多积累。
答案：B
20.填空。
（4 分）
（1）在《狗·猫·鼠》中，
“我”最初仇猫的原因是____；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阿
长所说的“三哼经”指的是____。
（2）
《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的主人公是____和____。
答案：
（1）残忍，对弱者的戏弄；指描红本《山海经》。（2）曹操和刘备。
21.下面两幅图展现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修筑铁路的画面,请根据图面提
示，概述保尔筑路的主要表现及“保尔精神”。
（4 分）

主要表现：________________
保尔精神：________________
答案：主要表现：不畏艰苦，吃苦耐劳，忘我劳动。保尔精神：忠于革命事业，顽强斗志的
精神。
八、作文（45 分，含书写 5 分）
22.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我们总是在羡慕别人，而对自己所拥有的却常常视而不见。
冬日的暖阳，怒放的花朵，亲朋的问候，动人的文章，甚至是一个小小的善举，一个温
暖的眼神……只要用心感受，你会恍然发现：原来，我也拥有这么多！
请以“原来我也拥有这么多”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文体自选（除诗歌外）
；②不少于 600 字；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地名、校名和
人名。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