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山西省中考真题语文
一、基础（25 分）
1.默写（15 分）
(1)悠哉悠哉，______________。
答案：辗转反侧
(2)感时花溅泪，______________。
答案：恨别鸟惊心
(3)前不见古人，______________。
答案：后不见来者
(4)无可奈何花落去，______________。小园香径独徘徊。
答案：似曾相识燕归来
(5)__________，死于安乐。
答案：生于忧患
(6)北国风光，__________，万里雪飘。
答案：千里冰封
(7)《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比喻新颖传神，
是传诵千古的咏雪名句。
答案：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8)“酒”在古代诗词中很常见，如李白《行路难》中“金樽清酒斗十千”，范仲淹《渔家
傲》中“______________”和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中“______________”。
答案：浊酒一杯家万里 酒酣胸胆尚开张
(9)选择以下其中之一，默写省略的文言句子（不含标点）
。
《答谢中书书》“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四时俱备。”
《桃花源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渔人甚异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解析：这是对名篇名句的考查。
2.下列注音有误的一项是(
)（2 分）
A.和蔼（ǎi）
馈（guì）赠 铭记（míng） 吮（shǔn）吸
B.xuàn 绚烂
què雀跃
cuō撮合
chóu 酬报
炫目
鹊桥
搓洗
筹备
C 桂冠 guān
记载 zǎi
湖泊 pō
轴 zhóu 心
冠军 guàn
超载 zài
停泊 bó
压轴 zhòu
D 顷 qǐng 刻
游弋 yì
旷 kuàng 野
阁楼 lòu
倾 qīng 倒
摇曳 yè
粗犷 guǎng
镂 lòu 空
解析：A 项中应该是馈赠的“馈”应读“kuì”。
答案：A
3.下面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A.马大哈
马后炮

)（2 分）
马前卒

B.人是衣裳马是鞍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C.马到成功
青梅竹马
心猿意马
历兵秣马
D.矮子骑大马——上下为难
马戏团的猴子——随人耍
解析：厉兵秣马：厉兵：是磨砺兵器，秣马：喂饱马。形容准备战斗，也比喻作好事情准备。
答案：C
4.阅读下面文段，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2 分）
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他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他的前身
．．。他聚集起许多细流，合
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他曲折地穿过了悬崖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挟卷着滚滚的
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他享受着他所遭遇的一切。
A.文段中加点的名词，它和“留美预备学校是清华大学的前身”中的“前身”意思相同。
B.文段中“聚集”一词，可以用近义词“汇聚”来替代。书写“聚集”时注意两字都是上下
结构，其中“聚”字共 14 笔。
C.文段中“悬岩峭壁”是并列短语，结构相同的如“铜墙铁壁”“和风细雨”等。
D.文段中，“一路上他享受着他所遭遇的一切”一句的主干是“他享受着他所遭遇的”。
解析：
“一路上他享受着他所遭遇的一切。”提取句子的主干，就是小学时我们做的缩句，去
掉多余的修饰成分就是主干。正确的改法：他享受着一切。
答案：D
5.在“读资讯，晒感受”语文课堂上，同学们听到如下内容：
2014 年，暮春，子夜，北京。毗邻王府井大街、首家 24 小时营业的三联韬奋书店内，
依然灯火通明。几张书桌，数盏灯光，秒针滴滴有声，手指划过书页，颇有“夜深还照书窗”
的意境。
接着，全班同学就“三联书店创办北京首家 24 小时书店”畅所欲言，其中几位同学说
的话深得大家的赞许！设想你就是发言者之一，请把你说的话写下来。
（4 分）
解析：只要围绕读书好，读书的作用答，扣住“24 小时书店”，语言凝练，有内涵即可。
答案：示例：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深夜书房”是对阅读价值的一种守
望。
二、阅读（45 分）
【古诗文】
（一）
6.对下面古诗词赏析有误的一项是(
)（2 分）
相见欢
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A.起句“无言独上西楼”，绘尽孤独之神。“无言”者，并非无语可诉，而是无人共语。
B.“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只是写出了梧桐深院的清冷秋景。
C.“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以麻丝喻离愁，将抽象的情感加以具象化，形容愁思之纷繁
和难解。
D.“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表现了对“离愁”的滋味讲不出，说不清的极其复杂的内心感
受。
解析：首先看清题目，要求选择的是赏析有误的一项，再看 B 选项中所：“寂寞梧桐深院

锁清秋”，只是写出了梧桐深院的清况秋景。很明显这个“只是”有错误。这句不只是这满
院清秋冷景，更有落魄的人，孤寂的心，思乡的情，亡国的恨。
答案：B
（二）
阅读下面课内和课外文言文，完成第 7-13 题。
（14 分）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
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
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
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7.《出师表》是_________率师伐魏，在出师前写给后主________的。
（2 分）
解析：此题考查的是《出师表》涉及到的两个主要人物，要熟悉《出师表》的写作背景。
答案：诸葛亮（孔明）；刘禅
8.请分别写出“先帝不以臣卑鄙”中“卑鄙”一词的古今意思。
（2 分）
古义：_______________ 今义：________________
解析：这道题考查的是我们复习的重点：古今异义。
答案：地位低下（身份低微）
，见识短浅；
（品德）卑劣无耻（恶劣、不道德）
9.把下面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2 分）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解析：句子翻译，要牢固掌握。翻译时每个字都落实到位，直译过来。
答案：我本来是平民百姓，在南阳亲自耕种田地。
10.下列加点词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2 分）
A.深入不毛
．——吹毛
．求疵
B.庶竭
．驽钝——殚精竭
．虑
C.三顾
．茅庐——顾
．此失彼
D.猥
．自枉屈——猥
．琐不堪
解析：A 中深入不毛指一种地方，吹毛求疵指皮毛；B 中竭都是指竭尽的意思；C 中三顾茅
庐指拜访，顾此失彼指顾得上；D 中猥自枉屈指辱，这里有降低身份意思；猥琐不堪指鄙陋
卑下，不大方。
答案：B
11.选段中表明出师条件已具备的语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分）
解析：注意题目要求是选段中的句子。
答案：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
上书谏吴王（节选）
夫十围之木，始生如蘖①，足可搔而绝②，手可擢而抓，据其未生，先其未形③。磨砻
砥砺④，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养⑤，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
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原大王熟计⑥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注释：①蘖(niè)：植物的幼芽。②足可搔而绝：用脚可以踩断。③据其未生，先其未
形：在它未成长之前（就抑止它），在它未形成之前（就抑止它）。④磨砻砥砺：四种磨刀工
具。⑤种树畜养：种植物，养牲畜。⑥熟计：仔细考虑。

12.将文中画线句子用“/”断句。
（2 分）
积 德 累 行 不 知 其 善 有 时 而 用 弃 义 背 理 不 知 其 恶 有 时 而 亡
解析：根据上下文及句意可判断。这是一组骈句。
答案：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
13.文中画线句阐明了积善成德、____________的道理。空白处正确的选项是( )（2 分）
A.防微杜渐
B.温故知新
C.礼尚往来
D.得寸进尺
解析：画线句的意思是：积累德行，不见它的好处，旪间长了就会有作用；背弃理义，不知
道它的危害，旪间久了就会灭亡。因此可判断是防微杜渐。
答案：A
【现代文】
（三）
大师治学
①林语堂短暂的执教生涯和他漫长的著述生涯比起来，更像是人生中一段插曲。但以今
天的眼光来看，林语堂却足以成为素质教育的代言人。
②林语堂曾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这天是林语堂的第一堂课。他带了
一个大包到教室，学生们还以为这里面装的都是教学资料，心想这位拥有哈佛大学文学硕士
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文凭的老师果然深不可测。
③不料，林语堂上了讲台，把包倒过来，往讲台上一倒，只见满满一堆带壳花生稀里哗
啦全落在了台上。林语堂抓起一把花生，分给前面的学生，并请诸君自便。大家你看我我看
你，谁也不敢先动手。林语堂笑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
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他顿了顿，接着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
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
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④学生们闻言哄堂大笑。林语堂趁机招呼学生：
“请吃！请吃！”课堂里立即响起了一
片剥花生壳的声音。等到花生吃完，林语堂随即宣布下课。
⑤此后林语堂讲课，果然没有学生缺课，而且还有很多外来的学生慕名赶来偷师。
⑥更绝的是，林语堂所执教的课程，竟然从不举行考试，每到学期最后一节课的时候，
林语堂便端坐在讲台上，随手捡起学生的花名册一一唱名，念到名字的学生依次站起来。这
时，林语堂便如相面先生一般，细细把这个学生打量一番，然后在成绩册上记上一个分数，
这就是该生本学期的成绩了。林语堂“相面打分”的故事堪称教育界的一大奇闻，并引起了
一些老师的模仿。
⑦林语堂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他对刻板的考试制度的厌恶，他说：
“倘使我只在大学讲
堂演讲，一班 56 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 10 个
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 10 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他还把考试比
成大煞风景的“煮鹤”，说：“恶性考试艺术就是煮鹤艺术，可惜被煮的是我们男女青年。”
⑧令人称奇的是，那些被林语堂“相面打分”过的学生接到自己的成绩后个个心服口服，
没有一个人上校长那投诉，而且大家公认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
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其实，林语堂记忆力超群，他平时在上课的时候，通过提问、交流
等方式早已对每一个学生知根知底，他的这种相面打分看似及其随意，实际上是在了解了每
一个学生的水平之后作出的合理决断，比起偶然性很大的一次考试反而更显出其公平。

14.第①段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2 分）
解析：分析第①段在文中的作用，一般从内容和结构两方面进行分析。句子的结构上的作用
要看句子所处的位置，句子的内容的作用要联系原段落的具体内容分析作用。
答案：统领全文（引起下文，点明文章主旨）
，下面的“上课吃花生”和“相面打分”的内
容都是围绕这一段展开叙述的。
15.本文第③段描写林语堂、有神态描写，还有_______描写、_______描写。
（2 分）
解析：分析人物要考虑人物的描写方法：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心理
活动描写，结合原文的内容分析即可。
答案：动作；语言。
16.林语堂“相面打分”公正公平的原因是什么？（4 分）
解析：问答题要把这个问题放回到原文中，找出具体对应的答案即可。
答案：林语堂记忆力超群，他平时上课时早已对每个学生知根知底。
“相面打分”看似随意，
实际上是合理决断。
17.文中第⑦段画横线的句子浸透着林语堂强烈的情感，极富感染力，请简要分析是如何表
达的。
（4 分）
解析：赏析语句题，先分析这句话采用的修辞手法，再分析句子所描写出的内容，最后分析
作者的情感，注意：要结合原文的内容分析。
（修辞 1 分，情感 2 分，语言表达 1 分，意近
即可）
答案：该句运用了比喻等修辞手法，将“恶性考试”形象比作“煮鹤艺术”，极富讽刺意味，
饱含了林语堂对刻板考试制度的厌恶，表达了对学生遭遇的惋惜。
18.阅读以下两则林语堂的经典名言，结合本文内容，谈谈你心目中的好老师应该具有怎样
的品质？（5 分）
名言一：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
蠕动，觉得很快乐。
名言二：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
着配角。
解析：这道题根据分值情况至少要围绕三点作答，答题时要结合两方面的内容：名言的意思
和本文的内容。
答案：尊重学生、公平公正、热爱生活、深厚广博、诙谐幽默、卓然独立等等。
（四）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第 19-22 题。
（12 分）
希望在你们身上
季羡林
①中国古话说：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
②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
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
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先走，青年人也会变老。如此循环往复，流
转不息。这是宇宙和人世间的永恒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一丝一毫。所谓社会的进步，就寓于
其中。
③我说的这一番道理，迹近老生常谈，然而却是道理。
④人世间的真理都是明白易懂的。可是，芸芸众生，花花世界，浑浑噩噩者居多，而明
明白白者实少。你们青年人感觉敏锐，英气蓬勃，首先应该认识这个真理。要想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必须从这里开始。换句话说就是，要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长
河中的地位。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
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做一个哲学命题来讨论，徒托空谈，无补实际。一切
人生观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个责任感，都是空谈。
⑤那么，我作为一个老人，要对你们说些什么座右铭呢？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学些什么经
验呢？我没有什么哲理，我也讨厌说些空话、废话、假话、大话。我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
囊妙计。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迹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引宋代大儒朱子
的诗：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⑥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比如你们对浩如烟海的中华经典必须有深刻的了解。
最好能背诵几百首旧诗词和几十篇古文，让它们随时含蕴于你们心中，低吟于你们口头。这
对于你们人文素质的提高，都会有极大的好处。二是要惜寸阴。光阴，对青年和老年，都是
转瞬即逝，必须爱惜。“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两句意
义深刻的话。
⑦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对你们的肺腑之谈。
⑧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
（文章选编自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
19.本文第④段中，作者认为“青年人的责任”是什么？（2 分）
解析：这类题是对文章内容的考查，做这类题时，先要定位，在文中第④段找到“青年人的
责任”
，答案往往就在这句话附近，这句话后面的内容是告诉我们样要怎么做，我们从这句
话的前面即可看到“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样就可
得出答案。
答案：决定人类的前途，创造祖国的前途。（照抄原句也可）
20.引用手法在本文中的使用，好处是什么？（3 分）
解析：做这道题时，容易理解成是对议论文道理论证作用的考查，但仔细读题即可知道，该
题考查的是“引用”这种修辞手法的作用的理解。引用的是名人的话，所以可以增加文章的
文采，使文章更具可读性，内容更加丰富。
答案：增强文章的可读性，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使其文采飞扬，内容更加充实、丰富。
21.文中第④段赞美青年人“感觉锐敏，英气蓬勃”，这使人联想起“青年人是早上八九点
钟的太阳。”请您仿照后一种形象的语言，再写一句表达对青年人的赞美。
（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青年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仿写，做这类题时要抓住仿句的
要求，即字数大致相同；修辞手法使用一致（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抓住例句的关键词
即可。
答案：符合题意即可。
22.文章结尾，长者嘱托“青年们，好自为之” ，那么，青年人应该怎么做？结合本文内容，
请谈谈你的理解。（4 分）
解析：文章第⑧段出现了长者的嘱托“青年们，好自为之”
，我们要结合全文进行分析，文
章第⑤段提出道理，第⑥段是对这一道理的解释，也就是“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时”，从
而告诉青年人应当如何做。题干中要求结合本文内容谈理解，所以要将文中能反映“学习”
和“惜旪”的语句抄写下来，这样的答案才完整。
答案：(1)青年人要加强学习。“对浩如烟海的中华经典必须有深刻的了解。”(2)青年人要
珍惜时间。“光阴，对青年和老年，都是转瞬即逝，必须爱惜”。

三、写作（50 分）
【小作文】
亚里士多德说：
“大自然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美妙绝伦的。”请你从“视觉角度”或者“听
觉角度”（二者都用也行）描写大自然中的一处美景。字数不少于 80 字。
解析：从题目要求上来看，
“视觉角度”要写出看到大自然中的美丽景色。
“听觉角度”
则是要写出所听到的大自然的声音。这样分析来看，可以写一处美丽的自然景色，也可以写
大自然的某一个季节等等。
答案：范文：
学府公园的秋天
踩着满径的黄叶，裹着一路的菊香，秋姗姗而来，叩响了季节的门。
它从一片绿里带黄的落叶中潜入，驱散夏季的酷热。它是那高远澄净的天空，它是那纤
尘不染的池水，它是那缠绵悱恻的雨丝，它是那皎洁无比的满月„„它把学府公园装点成金色
的殿堂。
九月的公园，仍有着夏的余韵。蛙声虫鸣逐渐稀落了，只有寒蝉依然在柳树上鼓噪着它
的乐章。水面残荷点点，成熟了的莲蓬开始从夏日的梦中醒来。玫瑰和月季仍然吐着芬芳，
在渐冷的秋风中延续着青春的美丽。桂花开了，在舒朗的月夜中散发着阵阵幽香。
秋天学府公园是一篇童话，是一首赞歌，是我心中的天堂。
【大作文】
毕业升学，是你人生走过的一个“驿站” 。回首三年来的初中语文生活——仿写汉字、
诵读经典、真情写作、激昂演讲、编演戏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置身其中的你享受着、
成长着！
请选取你曾参与的某一次语文活动，写一篇不少于 600 字的文章，题目自拟。
大作文写作注意事项：
1.仔细审阅题意；2.叙事中融入自己真切的感受；3.用词贴切，句式多样，使语言富有
表现力；4.段与段衔接自然，使其浑然一体；5.避开真实的人名、校名和地名；6.书写 4
分。
解析：1.必须是参与的一次语文活动。2.语文活动有很多类型，比如：演讲、辩论赛、
汉字听写大会、朗诵比赛、赛诗会、猜谜语等等。3.要写出参加语文活动的收获或感受。
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