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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河南省普通高中招生考试试卷 

语 文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共 6 页，四个大题，满分 12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2.本试卷上不要答题，请按答题卡上注意事项的要求，直接把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

答在试卷上的答案无效 

一、积累与运用（共 28 分） 
1.阅读下面语段，回答问题。（共 4 分） 
篆刻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它直溯．文字渊源，旁通书画之理，兼具镌刻技艺，

内涵着作者的人品性格和文学修养，从里到外都散．发着艺术的魅力，在方寸之间传万

事风神，以刀情笔趣载千秋讯息，zhāng 显华夏民族的审美特质，诠释中华文化内 h

án，是中国传统艺术瑰宝之一。 
（1）依次给语段中加点的字注音，全部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shuò  sān    B.sù  sàn    C.sù  sān    D.shuò  sàn 
（2）根据语境，写出下面词语中拼音所对应的汉字。（2 分） 

zhāng（   ）显            内 hán（    ） 
2.古诗默写。（8 分） 

在古代诗歌中，诗人常引“山”入诗，抒发情感。见南山，陶渊明借“山气日夕佳，

____①____。”《饮酒（其五）》表现适恬淡的心境；望泰山，杜甫用“____②____，

____③____”《望岳》表明攀登高峰的决心；登飞来峰，王安石用“____④____ ，自缘

身在最高层。”（《登飞来缘》表现无所畏惧的气概。都写到巴山，刘禹锡用“____⑤____，

____⑥____”（《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表现遭受贬谪的辛酸和悲凉，李商隐用

“____⑦____，____⑧____ ”（《夜雨寄北》）想象未来与亲人团聚的期盼。 
3.名著阅读。（4 分） 

阅读名著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在“名著人物大家谈”活动中，下面两个问题代表

了同学们的争论，请任选一个谈谈你的看法，并结合名著内容简述两点理由。 
①《西游记》中的沙僧是一个才能平平的人吗？ 
②《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是一个性情急躁的人吗？ 

4. 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登封观星台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它是一座高大的青砖石结构建筑，        ，
       。      ；      。        ，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科学发展的

卓越成就。 
①石圭用来度量日影长短，又称“量天尺”，圭面上刻有水槽和刻度 
②它保存了我国古代圭表测影的实物 
③由踏道环绕的台体和自台体北壁凹槽内向北平铺的石圭组成 
④四壁用水磨砖砌成，向中心内倾 
⑤台体呈方形覆斗状 
A.②③①⑤④   B.②③⑤①④   C.③⑤④①②   D.③④①⑤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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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南卫视传统文化创新节目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班级围绕此话题开展语文

实践活动，请你参与并完成任务。（共 9 分） 

（1）在制作手抄报时，小文搜集并整理出以下两则材料，但他没有想出能够统领两

则材料的标题，请你帮他拟写一个恰当的标题。20 字左右。（3 分） 
标题∶               

【材料一】2021 年年初，河南卫视春晚节目《唐宫夜宴》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巧妙

结合，“破圈”走红。紧接着，《元宵奇妙夜》《端午奇妙游》《中秋奇妙游》《重

阳奇妙游》等“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相继播出，一次次掀起全网关注的热潮。 
【材料二】2022 年，河南卫视继“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成功播出之后，对传统文化再

次发掘，推出了“中国节气”系列节目。目前已播出的《春分奇遇记》《谷雨奇遇记》

《立夏奇遇记》等节目，均受到高度关注。 
（2）《端午奇妙游》的开场节目《洛神水赋》刷屏，被评为全国“2021 年十大文化

创意事件”。请你根据下面材料写几句话，把《洛神水赋》推荐给同学们观看。（60

字左右）（4 分）   

（3）此次活动引发了同学们对”如何弘扬传统文化”的热议。请从下面词语中任写一

句话，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思考。（2 分） 
科技   坚守   体验   创意   传承 

二、现代文阅读（共 27 分） 
（一）阅读下文，完成 6～9 题。（共 16 分） 

禁  足 

可可是某小学的五年级女生。2020 年春节刚过，爸爸妈妈作为医院的骨干就其他

医护人员一起去武汉支援抗疫了，把她和她的小狗“木木”送到了爷爷家。 
过了两天，爸爸妈妈跟她和爷爷视频时，说武汉目前有很多人家缺口罩，如果家里口

罩多的话，可以捐一些。家里并没有存多少口罩，可可想了想，拿出自己带来的口罩，

对爷爷说∶“爷爷，我也拼一些吧。我粉尘过敏，同学们给我送过口罩，我不能只接

受别人关心，却不关心别人。我可以两星期不出门，这样就能省下不少口罩了。”爷

爷把可可抱在怀里说：“可可真是好孩子，能和爸爸妈妈一样为抗疫作贡献了。” 
从那天中午起，可可就开始了自我“禁足”。 
白天，爷爷去社区做志愿者，可可一个人在家，写写作业，逗逗“木木”，看看

书……晚上，可可跟爷爷一起看看电视，听爷爷讲讲外面的事……三天很快过去了，

可可对自己取得的“成绩”多少有点儿骄傲了。 
但是，到第五天上午，可可面对的考验升级了。 
这一天，天气非常好，蓝天自云，风和日丽，像春天般暖和。她站在窗前，打开

窗子，呼吸新鲜空气。突然，一个念头涌上来：“天气真好啊!下楼转转吧，就一会

儿。”爷爷养的八哥“老八”在自说自话：“好球!好球!”“玩玩去……玩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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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八”的话让她难以抑制想出门的念头“木木”听到”老八”的话兴奋起来，闹着

要出门。可可想出去的愿望像决了堤的河水，再难控制。“好吧，那就陪你出去走走。” 
“木木”已经．．把它的绳套叼到了门口，可可已经．．戴上了口罩，已经．．拿起了钥匙，

已经．．站在门前了。就在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是班主任打来的。老师关切地询问了

她的情况，还表扬了她。原来，可可把她捐口罩和自我“禁足”的事告诉了好朋友冉

冉，冉冉又将这事告诉了老师。接完电话，可可缓缓地在椅子上坐下来，她有些不好

意思。她想，仅仅为了在小区走一圈就用掉一个口罩，是不是太不值得了? 
午饭时，爷爷说：“可可，你已经五天没出门了吧？你不用对自己这么严格，也

有小朋友在楼下玩，你如果非常想出去，用一个口罩也不算浪费。”“不全是浪费不

浪费的事儿，我要把‘禁足’当成对自己意志力的锻炼。”可可说。 
那天中午，爸爸妈妈终于又有时间跟他们视频了，说大家捐给武汉的口罩已经开

始向市民发放了。听到这消息，可可和爷爷都特别高兴。 
可可的心又平静了下来。她的生活里有了一些新的内容。她为“木木”洗了一次

澡——以前，这都是在宠物店里完成的。她还成了“老八”的语言教师，教“老八”

学会了新诗句，使它变得“腹有诗书气自华”了。 
第十天，可可的意志力坚持到了极限。打开电视，她看到许多跟口罩有关的消息，

好像全世界都急需口罩。这些消息让她有些恐慌——什么时候能买到口罩啊？家里并

没有多少口罩可用……她感到自己就快挺不住了。 
中午，爷爷比平时提前一个多小时回家，一进门就兴奋地说：“可可，好消息！

上午区领导来视察防疫工作，说咱们国家已经能够充足地向医院供给医用口罩了。估

计民间缺口罩的日子也快要结束了!”听了爷爷的话，可可不再那么担忧，意志力似

乎也增强了。 
下午，冉冉打电话来，说她外婆在外省被确诊了，进了抢教室。冉冉哭得很仿心，

可可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但冉冉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不会安慰也得安慰啊!从这天开始，可可坚持每天与冉冉通一次电话，想办法找开心

的话题，跟她聊聊天，给她讲讲故事……可可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量使自己

的好朋友不被突然而来的担化“压扁”了，以至于她竟忘了“禁足”这件事。日子呢，

似乎也没有计数的必要了。 
一天早上，爷爷笑着对可可说：“好孙女，你完成自己的目标了，真是了不起！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下楼玩一会儿了，相信过不了多久，买口罩困难的日子就过去了。”

可可愣了片刻，突然哭了起来…… 

（节选自梁晓声《可可、木本和老八》，有删改） 

6.在可可“禁足”过程中，可可曾有过两次动摇，是哪些事影响了她，让她坚持

下来并最终完成了目标？请梳理相关内容，简要概括。（4 分） 

7. 阅读下面句子，根据括号中的要求回答问题。（4 分） 
（1）“木木”已经．．把它的绳套叼到了门口，可可已经．．戴上了口罩，已经．．拿起了钥

匙，已经．．站在门前了。（四个“已经”连用有什么表达效果?） 

（2）可可愣了片刻，突然哭了起来……（“禁足”完成了，可可为什么要哭?） 

8. 作者在小说中设计“木木”和“老八”这两个形象有什么用意?请结合相关内

容简要分析。（3 分） 

9. 读完这篇小说，你也许会想到这些词语：成长、爱、参与、教育……请任选一

个词语，结合小说内容简要分析，并谈谈你获得的启示。（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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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下面两个文本，完成  10-12 题。（共  11 分） 
【文本一】 

谈青年的责任担当 

①李大创先生说过：“青年者，国家之魂。”青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理应担当

起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重任。 
②青年要担当，就要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古人云，志不立，天下无可或之事。

青年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理想信念是青年成长发展的精神动力。马克思青年

时抗立志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工作，并用一生来践行，正是这样的崇高理想成就了他

的伟大事业。青年最有朝气，最肯学习，最具有创造未来的能力，早一点树立崇高的

理想信念，就能早一点明确人生的方向，正如一首诗所写的那样：“理想是火，点燃

希望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前行的路。”青年只有树立崇高理想，才能获得动力，激

发潜能，“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③青年要担当，就要有深厚的爱国情怀。爱国情怀能使人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

命运紧密相连。鲁迅先生便是在爱国情怀的指引下不断寻找救国道路的。他最初为实

业救国而学洋务，转而为寻求救国道路远赴日本学医，后来意识到精神上的“愚弱”

远比身体上的疾病更需要“疗救”，就弃医从文，用笔唤醒无数麻木的灵魂，“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应把人生理想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

业中，自觉地以爱国之情深化爱国之行，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唯其如此，

才能担当重任。 
④青年要担当，就要锤炼过硬本领。“责重山岳，能者方可为之。”担当需要本

顿、本领源自学习。青春年华是学习的大好时光，青年要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

明道，知行合一，探求真学问，锤炼真本领。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青少年时就立志

向学，虽历经磨难，始终勤学不辍，刻苦钻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中国核动力

的研究设计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现在的中国青年处于好时代，读书资源丰富，环境优

越，更应珍惜学习条件，勤奋学习，增长本领，为青春远航蓄力。 
⑤落实责任担当应该有方向，有情怀，有行动。青年只有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任，才能在实现个人梦与“中国梦”、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发展与社会

发展的有机统一中，放飞青春梦想，谱写人生的壮丽篇章。 
（作者：张建林。  有删改） 

【文本二】 

青春最美是担当 

①“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

强则强……”《少年中国说》中这段让人热血沸腾的文字，一个多世纪以来激励着一

代代中国青年自觉地将国家前途和时代使命扛在肩上，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奋进的

光辉的形象。 
②步入新时代，中国青年继承了革命前辈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优良传统，奋斗在各

行各业的第一线。在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战略工程现场，在港珠澳大桥、“华龙一

号”核电机组等标志性项目工地，都有“青年突击队”“青年攻坚组”的旗帜飘扬；

在“天宫”“嫦娥”等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都有青年在担重

任、挑大梁；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志愿服务中，在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大街

小巷的无数平凡岗位上，都有青春的笑脸在洋溢，青春的光彩在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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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青春之所以美丽，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就有着亮丽的底色，更是因为敢于担当、善于

担当给它增添了约烂的色彩。青春因为担当而至美，人生因为担当而精彩。 
（作者：李锋。有删改） 

10. 下列对文本一和文本二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两个文本开篇都引用名言作为中心论点，具有权威性和感染力，令人信服。 
B.文本一第②段引用诗句来突出理想的作用，强调青年应早日树立崇高理想。 
C. 文本一第④段用彭士禄的事例证明要有真本领，就应勤奋学习，知行合一。 
D. 文本一主要采用道理论证与举例论证相结合的方法，文本二主要用举例论证。 

11.请简要分析文本一第③段的论证思路。（4 分） 
12. 两个文本都围绕“责任担当”展开论述，但侧重点不同，请结合两个文本简

要分析。（4 分） 

三、古诗文阅读（共 15 分） 

（一）阅读下面两个文段，完成  13～16 题。（共 11 分） 

【甲】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

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

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

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

居，乃记之而去。 
（节选自柳宗元《小石潭记》） 

【乙】翌日， 饭于林虑
①
，亭午抵桃林村，乃山麓也。泉声夹道，怪石奇花，不

可胜数。山回转，平地数寻，曰槐林。坐石弄．泉， 不觉日将晡
②
，憩环翠亭，四顾气

象潇洒，恍然疑在物外，留连徐步。薄暮，至明教院，夜宿于连云阁。 
（节选自柳开《游天平山记》） 

【注释】①林虑∶今河南省林州市。②晡（bū）：申时，午后三时至五时。 

13. 下列对两个文段中加点词语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水尤清泻”中的“清冽”是清凉的意思，写出了小石潭水的清澈寒凉。

B.“斗折始行”中的“斗”“蛇”指像北斗星、像蛇一样，表现溪流的曲折蜿蜒。

C.“明灭可见”中的“明灭”指忽明忽暗，写出岸边树影斑驳、明暗交错的景象。

D.“坐石弄泉”中的“弄”在这里有玩赏的意思，表现了作者的闲适愉悦之情。 
14.把甲文段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2 分）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15. 甲文段中作者的情感经历了由“乐”到“忧”的变化，“乐”和“忧”的原

因分别是什么？请结合具体内容简要分析。（3 分） 

16.游记一般采用“移步换景”和“定点观察”的写法。请根据两个文段的内容完

成填空。（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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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文段以“定点观察”为主，作者立足小石潭，对潭中景物和____①____进行了

描绘。乙文段以“移步换景”为主，作者的游踪是：早上从林虑出发，____②____，

后来途经槐林，____③____，____④____，夜宿于连云阁。 

（二）阅读下面一首诗，完成 17～18 题。（共 4 分） 

雁门太守行 
李 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7.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将士们怎样的情感?（1 分） 
18.这首诗中的“秋色”应该理解为绚烂的景象还是肃杀的景象？请结合诗歌内

容谈谈你的看法。（3 分） 
四、作文（50 分） 

19.请从下面两个写作任务中任选一个．．．．，写一篇作文。（50 分） 

（1）生活中，声音无处不在。它可以是我们听到的万物之声，也可以是我们听到

或看到的各种信息。这些声音中，最令你难忘的声音是什么? 

请以“留在心底的声音”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①表达意图明确，内容具体充实。 

②600 字左右。 
③文中请回避与你有关的人名、校名、地名。 

（2）信息时代，人人都可以是“发声器”，我们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该如何

对待各种不同的声音？ 
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简单的议论文，表达你的思考。 
要求∶①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②600 字左右。 
③文中请回避与你有关的人名、校名、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