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EMA PERMARKAHAN BAHASA CINA KERTAS 2
第1 题概述文章
1 字数必须重数。
2 字数多于题目所规定者，将被扣分。
3 字数少于题目所规定这，不扣分。
4 分数：内容 20 分。语法错误以扣 2 分为限。
5 完全没有内容者0 分。
6 全篇答非所问者0 分。
7 语法错误扣分准则：
 标点错误不扣分
 每个病句或语病画一条曲线；
 每两个错漏、颠倒、多余字等于一条曲线；
 每两条曲线扣 1 分。
字数
125 - 129
130 - 134
135 - 139
140 - 144
145 - 149
150 - 164
165 或以上

扣分
1
2
3
4
5
10
20

 深夜/寒夜/冬夜[1]，她抱着发高烧的女儿[1]去医院求医/就诊/看医
生[1]。
 在街口 [1]遇见三轮车夫和男子[1]谈着价钱/议价/讨价还价[1]。
 车夫得知她的困境/难处后[1]要先载她[2]，却遭男子阻拦[1]。
 车夫为了帮她[2]，坚持把车费从两块钱涨到 20 块钱/涨/抬高 10 倍[2]
也不理会男子的强烈不满/抗议/讨价还价[1]。
 女人为了救女儿[1]忍痛答应[1]。
 车夫快速载她们去医院[1]，还分文不收/不收钱/不收费[2]。
（注：只要文中提到车夫为了帮她，就可给分。不计顺序。）

2 第五段中，有人小声议论的内容，采用何种写作手法，作用何在？

[5 分]

插叙(2)，交待围观人们冷漠的原因/不肯伸出援手。/众人冷漠围观，更
加反村出父亲善良助人的品格。(3)
我看得真切，那是父亲的脸！粗糙的脸，此刻却光滑得如一面镜子，映照
了人的良心。

3 上述 句子中的“粗糙”和“光滑”的含义分别是什么？

[4 分]

“粗糙”是形容父亲的脸布满皱纹（外貌:饱经沧桑）(2 分)，
“光滑”指父亲关心他

人的心灵十分美好（内在:品格高尚）(2 分)。

4 试分析文中第 10 段“人群出奇地安静”的两个原因？

[4 分]

（i)为父亲拄着双拐还能去帮助老人的行为而震撼。/对父亲善良的举动充
满敬意。(2 分)
（ii)为自己的冷漠、麻木而感到羞愧。(2 分)

人群并没有散去，开始有人伸出手来，一双，两双，十双……枯藤开始
发出了新芽儿!

5 你如何理解上述句子？

[5 分]

父亲的善心感化了围观的路人原本冷漠的心(2 分),他们纷纷向父亲接过
广告单。 (3 分)
6 试分析文中父亲的形象。
[5 分]
勤劳，坚强，慈爱，有责任心，善良，乐于助人 [形象 2 分，例子 3 分]
*单写形象，若正确可得 2 分。
*没写形象,只写例子说明，0 分。
*形象与搭配错误 0 分。

一瞬间，呼啦啦地围上来一帮人，却没有一个去扶的。

7 写出上面复句的类型。[ 2 分]
转折复句
8.我最初对化妆的观点是什么?后来我为什么会对化妆的观点感到惭愧？
[6分]
我最初对化妆的观点是：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
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 （3 分）
我感到惭愧的原因是：化妆师的话充满了智慧，颠覆了我最初对化妆的看
法。（3 分）
9.文章最后一句中“可惜”，在表相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中“这
个道理”指什么？这句话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4 分]
这个道理指的是：改变表相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相下功夫，一定要从内
里改革。 （2 分）
表达作者的惋惜之情。

（2 分）

10. 文中说“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你认为应该怎样化妆生命? 试从
你的生活举例说明。

[4 分]

例子：参观画展、听讲座、多阅读有益书刊、信奉正信宗教、做义工。
11. 你认为作者讲的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4 分]
人不应该只在表面上下功夫（1 分），更应该注重内在气质的培养。（3
分）
12. 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
命的化妆。上面的句子采用什么修辞手法？[2 分]
层递（2 分）

13 为什么当时的儒者们把杨震誉为“关西孔子”？[ 4 分]
因为他生活贫苦,但爱好学习（2 分），精通欧阳《尚书》/知识渊博（2
分）。
14 当杨震前往东莱郡上任时，发生了什么事？[4 分]
路过昌邑县（1 分），原先他所推荐的秀才王密，这时当/任昌邑县令（1
分），夜里怀中揣 着十斤金子来赠送给杨震。（2 分）
15 写出杨震的一个优点，并举例说明。[4 分]
为人奉公廉洁，他不接受王密赠送的十斤金子。
刻苦好学，知识渊博，有关西孔子的美誉。

[优点和例子各 2 分]

16 将下面的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3 分]

(a)

故

因此/所以
17

1
2-3
4

 0分
 1分
 2分

5-6

 3分

旧长者
老朋友中

或
有人

欲 令为

开产业。

想 让 他为子孙购买/购置/置办/产业。

文中孤儿为何挨饿受冻？

[3 分]

因他的母亲已去世（1 分），后母又讨厌他（1 分），没有给他吃得饱
穿得暖（1 分）/因后母虐待他 （2 分）
18

文中哪两句描述孤儿因难掩思母之情而哀号？

[3 分]

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3 分）
19

作者“传告后代人”什么信息？
作者劝诫世人不要虐待孤儿/要善待孤儿。（4 分）

[4 分]

译文《资治通鉴·杨震夜暮却金》
杨震从小没了父亲，生活贫苦但爱好学习，精通欧阳《尚书》，眼光透
彻，知识渊博，儒者们为他编了这么句话：“关西孔子杨伯起。”他教了二
十多年的书，州郡长官聘请他去做官，他都没有应允。人们都说他年纪老了，
想出来做官也迟了，而杨震却更安心他的教书生活。邓骘听说后就召请他做
官，那时杨震已经五十多岁了。屡次升迁，升到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往东
莱郡上任时，路过昌邑县，原先他所推荐的秀才王密，这时做昌邑县令，夜
里怀中揣着十斤金子来赠送给杨震。杨震说：“作为老朋友，我是了解你的，
你不了解我，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密说：“夜里没有人知道这事。”杨震
说：“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说没人知道！”王密惭愧地
出门走了。后来调任涿郡太守。为人奉公廉洁，子孙常常吃素菜，出门步行。
老朋友中有人想让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不肯，说：“让后代人说他们是
清官的子孙，把这个‘产业’留给他们，不也是很丰厚的吗？”
古诗译文
我驾车从城郭北门出来时，我的马止步不肯向前走。走下车来，双脚沉
重，迟疑不前。抬头伸手无力地摘折枯杨枝。回头听见树林中有人发出悲伤
的啼哭声。我正打听是谁在哭时，那人便从树林中走出来了。我问道：“你
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他说：“我的亲生母亲舍弃我离开人间以后，后
母讨厌我。我饥饿时她不给饭吃，寒冷时她不给我衣穿，还动不动用鞭子木
棍打我。我骨消肉损，身体痩弱得好像枯树皮一样。后母还把我藏在一间空
房子里，这样父亲便不会发现我的情况。我思念亡母，来看她的坟墓，感到
自己和她一存一亡，已经永远分离两处。我再也见不到亲生母亲了。泪如泉
涌，哭得我声音嘶吸。母亲把我舍弃在这个人间，我贫穷困苦，还有什么财
富呢？ ”我要传告后代的人，把孤儿的遭遇当作教训。
《驾出北郭门行》

20

“安而不忘危，___________________,治而不忘乱。”
(a)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2 分]
存而不忘亡（2 分）
(b)名句中的“治”是什么意思？[2 分]
太平（2 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1 上面名句说明好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3 分]
以人民利益为先（2 分）
22 写出下面名句的含义。（任选一题）[3 分]
(a)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比喻在走投无路时，突然出现一线生机。（3 分）
(b)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感叹知己难求的忧思和苦闷（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