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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试卷分为三个部分，共有 22 题，必须全部作答。
2. 不必抄题，惟须注明题目号数。
第一部分
现代文
【65 分】
第1题
根据下面的文字，概述史密斯先生不送鞋子送袜子一事。答案字数不可超过 120。
文后须注明确实的字数。
【20 分】

圣诞节前夕，已经晚上 11 点多了，忙碌了一天的史密斯夫妇送走了最后一位来鞋
店里购物的顾客后，觉得该打烊了，史密斯夫人开始熟练地做着店内的清扫工作，史密
斯先生则走向门口，准备去搬早晨卸下的门板。他突然在一个盛放着各式鞋子的玻璃橱
前停了下来--透过玻璃，他发现了一双孩子的眼睛。
史密斯先生急忙走过去看个仔细：这是一个捡煤屑的穷小子，约莫八九岁光景，衣
衫褴褛且很单薄，冻得通红的脚上穿着一双极不合适的大鞋子，满是煤灰的鞋子上早已
千疮百孔。史密斯先生俯下身来和蔼地搭讪道：“圣诞快乐，我亲爱的孩子，请问我能
帮你什么忙吗？”男孩应道：“我在乞求上帝赐给我一双合适的鞋子，先生，您能帮我
把这个愿望转告给他吗？我会感谢您的！”
正在收拾东西的史密斯夫人这时也走了过来，她先是把这个孩子上下打量了一番，
然后把丈夫拉到一边说：”这孩子蛮可怜的，还是答应他的要求吧？”史密斯先生却摇
了摇头，不以为然地说：“不，他需要的不是一双鞋子，亲爱的，请你把橱子里最好的
棉袜拿来一双，然后再端来一盆温水，好吗？”史密斯夫人满脸疑惑地走开了。
史密斯先生很快回到孩子身边，告诉男孩说：“恭喜你，孩子，我已经把你的想法
告诉了上帝，马上就会有答案了。”孩子的脸上这时开始漾起兴奋的笑窝。水端来了，
史密斯先生搬了张小凳子示意孩子坐下，然后脱去男孩脚上那双布满尘垢的鞋子，他把
男孩冻得发紫的双脚放进温水里，揉搓着，并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真对不起，你
要一双鞋子的要求，上帝没有答应你，他讲，不能给你一双鞋子，而应当给你一双袜
子。”男孩脸上的笑容突然僵住了，失望的眼神充满不解。
史密斯先生急忙补充说：“别急，孩子，你听我把话说明白，我们每个人都会对心
中的上帝有所乞求，但是，他不可能给予我们现成的好事，我在小时候也曾企求上帝赐
予我一家鞋店，可上帝只给了我一套做鞋的工具，但我始终相信拿着这套工具并好好利
用它，就能获得一切。20 多年过去了，我做过擦鞋童、学徒、修鞋匠、皮鞋设计师。现
在，我不仅拥有了这条大街上最豪华的鞋店，而且拥有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幸福的家
庭。孩子，你也是一样，只要你拿着这双袜子去寻找你梦想的鞋子，义无反顾，永不放
弃，那么，肯定有一天，你也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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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洗好了，男孩若有所悟地从史密斯夫妇手中接过上帝赐予他的袜子，像是接住了
一份使命，迈出了店门。
一晃 30 多年过去了，又是一个圣诞节，年逾古稀的史密斯夫妇早晨一开门，就收到
了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写道：“尊敬的先生和夫人：还记得 30 多年前那个圣诞节前
夜，那个捡煤屑的小伙子吗？他当时乞求上帝赐予他一双鞋子，但是上帝没有给他鞋
子，而是别有用心地送了他一番比黄金还贵重的话和一双袜子。正是这样一双袜子激活
了他生命的自信与不屈！这样的帮助比任何同情的施舍都重要，给人一双袜子，让他自
己去寻找梦想的鞋子，他拿着你们给的袜子已经找到了对他而言最宝贵的鞋子，他当上
了美国的第一位共和党总统。我就是那个穷小子，衷心地感谢你们。”信末的署名是：
亚伯拉罕·林肯！
（李丹崖《你要一双鞋子，给你一双袜子》，有改动）
第2至6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瑞典当地时间 12 月 10 日下午 4 点 30 分，全世界的目光从这一刻开始“聚焦”在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当身着一袭紫色礼裙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研究员从瑞典国王卡尔十
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奖奖章和证书的时候，庄严的会场里掌声经久不息。
46 年的坚守，让这位 85 岁的老人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3 天前，屠呦呦在出
席卡罗琳医学院举办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演讲会时，新华社记者拍下了令人感
动的一幕：诺贝尔主题演讲会的主持人，卡罗琳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简安德森先生在屠
呦呦演讲过程中一直跪在地上，一只手从后面扶着这位 85 岁的老人，另一只手为她拿着
话筒，30 分钟里始终保持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
在诺奖得主演讲会上，提及 46 年前的那场“战役”，85 岁的屠呦呦仍然记忆犹
新：1969 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项目，她被指定为课题组组长，承
担抗疟中药的研发。接受任务后，屠呦呦开始搜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
医，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编写出以 640 种中草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屠呦呦
说：“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这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
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虽然有了这样一本“验方集”，但要从 640 种药物中筛选出对疟疾真正有效的药
物，其难度可想而知。屠呦呦和她的队友们曾一度陷入到研究的“泥淖”中，找不到理
想的出路。面对挫折，屠呦呦也曾苦闷。她后来回忆说：“我也怀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
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当她再次认真翻阅起曾出现抗疟苗头的几个药物的历代文献
时，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
之”的描述给了她新的启迪，也为青蒿素的成功提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然而，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大部分单
位的科研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根本就没有一个好的实验条件。屠呦呦当年的同事、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姜廷良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当时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
设施都没有，但任务时间又很紧迫，屠呦呦为了加速提纯速度，急需寻找能够容纳大量
溶剂和实验品的合适器皿。然而，紧张的经费却让她们一筹莫展。急中生智的屠呦呦，
想到了家中腌咸菜用的瓦缸，就把这样的瓦缸充当了提纯药物的器皿。最终，靠着这些
6351/2 Panitia Bahasa Cina SMKTD 2
3

瓦缸成功提纯了 100 克青蒿素结晶。而屠呦呦却因为长期接触这样的环境患上了中毒性
肝炎，其他成员也出现了不同的中毒症状。”
但这些没有动摇屠呦呦的决心，病情一好转，她就急忙跑回实验室继续科研。为了
能尽快让青蒿素用到临床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她和科研团队成员自己服用
有效部位提取物；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她们尝试改用单体胶囊……
回忆起屠呦呦研究团队当年的实验情景，姜廷良不无感慨地说：“她的身上有着超
越常人的执着精神。这是科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姜廷良透露，在青蒿之前，屠呦呦还
筛选过很多种物质，“比如胡椒，实验室的抗疟成绩相当漂亮，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 90%
多，但是临床却没效果。青蒿提取物在开始的实验中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高也只不过
68%，最低才百分之十几，远远不及胡椒，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坚持和执着，青蒿素的研究
很难取得成功。”
“执着”是记者在采访屠呦呦的同事时，听到他们用来评价她最多的一个词汇。靠
着这份执着，屠呦呦从古代医书中找到青蒿，用这株看似普通的小草，拯救了世界上无
数的生命。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报告，全球有 9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 亿人口仍在遭遇
疟疾的威胁，其中 12 亿人口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 1/1000。统
计数据表明，2013 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 1 亿 9 千 8 百万，死亡人数约为 58 万人。正如诺
奖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青蒿素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
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疟疾患者的生命”。
获奖后的屠呦呦虽然一直保持着贯有的低调，面对公众和媒体言辞甚少，但在瑞典
的媒体见面会上，针对大湄公河地区和非洲少数地区出现的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素的抗药
性，她却大声疾呼：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
屠呦呦说，自己和疟原虫“斗”了一辈子，发现了青蒿素。她说：“青蒿素是个全
新的化学结构，关于它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完成。在科学上，青蒿素作用的机理，尚未完
全阐明，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如今面对新一轮的耐药性挑战，她依旧信心
满满。在她看来，新出现的耐药性问题，让青蒿素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行多远，方为执着？思多久，方为远见？46 年的坚守让屠呦呦认准一个道理：在
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只要目标明确，坚守信念是成功的前提。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屠呦呦:四十六年坚守，赢得了世界喝彩》）

诺贝尔主题演讲会的主持人，卡罗琳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简安德森先生在
屠呦呦演讲过程中一直跪在地上，一只手从后面扶着这位 85 岁的老人，
另一只手为她拿着话筒，30 分钟里始终保持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
2.上面句子说明了什么？

【3 分】

3. 为什么“一直保持着贯有的低调”的屠呦呦在瑞典的媒体见面会上大声疾呼：
“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
【5 分】

4. 请概括、分析屠呦呦的一个形象特点。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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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5.请联系现实生活，举出一例来说明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6 分】

当她再次认真翻阅起曾出现抗疟苗头的几个药物的历代文献时，东晋葛洪所著
《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描述给
了她新的启迪，也为青蒿素的成功提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6.上面的句子是什么复句？

【2 分】

第 7 至 12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西游记》记录了孙悟空从出生、成长、奋斗，直到成为“斗战圣佛”的曲折过程，
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成人不自在。
孙悟空的出生，和普通人大不一样，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摆脱了人与生俱有的
社会关系。用小说的话，就是“不服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约束”。那
么，作为一个原生态的人，他是不是就获得了真正的“自在”呢？这还不行。他发现自
己生活的环境太狭隘了，来来回回就在花果山上，交往的就是些猴兄猴弟。他想要拥有
更大的空间和世界，所以去寻仙问道，有了种种法力。一个筋斗云翻出十万八千里，生
活空间如此之大，可以为所欲为，来去自如。有了这么广阔的生存空间，就获得真正的
“自在”了吗？还是不行。孙悟空有一天突然悲叹起来，他看到老猴死去，想到自己迟
早也要死去，于是到阎罗殿去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符中勾掉，从而拥有了绝对意义上的
“自在”。
但是对社会人来说，这却触犯了规范，社会不允许没有经过任何修炼就得到这种绝对
自由。孙悟空扰乱了正常的秩序，这必定要受到惩罚。社会要么剿灭他，要么改造他。
小说采用了寓意性的写法，用“如来佛的掌心”代表一种无所不能的社会规范，个人有
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个体人”一旦步入社会，就不可能再有绝对的
自由自在了。
孙悟空遇到唐僧，投身西天取经的事业，这是偶然的事情吗？不完全是。小说有一个
寓意性的写法——“金箍儿”。金箍儿是有形的东西，但却有无形的含义。孙悟空头上
的金箍儿是怎么戴上的？是他自己戴上的。他看到藏着金箍儿的花帽子漂亮，就自己给
自己戴上了。这说明孙悟空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社会规范，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金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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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定心真言”。只有把孙悟空的心“定”住，他才能真正地
长大成人。
于是，西天取经，是孙悟空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过程，更是他收心敛性的过程。西天
取经赋予孙悟空的任务，就是保护唐僧一步一步走到西天去，跋山涉水，不能偷懒。这
是一种人生的命题，人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
程。西天取经的八十一难，并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那些周而复始、形形色色的险阻与
妖魔，都不过是孙悟空修心过程中所遇障碍的象征。
任何社会中的人都面临着“自在”和“成人”的两难处境。你生活在社会当中，一方
面希望有更多自由，另一方面又发现面临着种种约束。这是两难的，人的一生就是在这
种两难处境当中找到最佳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孙悟空是成功的。
（郭英德《成人不自在》）
7.请简要分析本文的论述层次。

【4 分】

8.文中“如来佛的掌心”和“紧箍咒”分别象征什么？

【4 分】

“个体人”一旦步入社会，就不可能再有绝对的自由自在了。
9.你是否认同上面这句话？试加以说明。
【5 分】
在这个意义上，孙悟空是成功的。
10.本文第四段中，哪一句支持了“孙悟空是成功的”这个结论？

【3 分】

11.请结合文章内容，分析“西天取经”的寓意。

【6 分】

12.第二及第四段中同时采用了哪个修辞手法？写出其中一句。

【3 分】

第二部分
古代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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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分】
第 13 至 17 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然后回答问题。
戴渊 少时游侠①,不治行检②,尝在江、淮间攻掠③商旅。陆机 赴假还洛, 辎重④

甚盛, 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⑤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⑥,虽处鄙
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 “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
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
《世说新语·自新》
注释：
① 侠:指重义轻死的人。

②行检:品行。

③攻掠:攻击,抢劫。

④辎重:行李。

⑤指麾:同“指挥”。

⑥峰颖:挺拔突出。

13. 戴渊年轻时的处事和行为是怎样的?

【4 分】

14. 戴渊对陆机做了什么事情?

【3 分】

15. 陆机欣赏戴渊的哪一些才能?

【5 分】

16. 戴渊为什么能由一个坏少年变成一个好人?
从戴渊的故事中你悟出什么样的道理?

【4 分】

17. 将下面的文字翻译为现代汉语。

【3 分】

a) 机弥重之，定交。
b) 过江，仕至征西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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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至 19 题
阅读下面的词,然后回答问题。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①。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注释：
①短松冈：苏轼葬妻之地。

18. 为什么诗人觉得即使他跟亡妻再度相逢，亡妻也不会认得他？

【3 分】

19. 诗中“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一句描绘了一幅怎样的情景？

【3 分】

第三部分
名句
【10 分】
第 20 - 22 题
回答下面有关名句的问题。

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使我不得开心颜？”
(a) 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2 分】

(b) 作者想要赞颂怎样的人？

【3 分】

21.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上面名句中的“孺子牛”是用来借代哪些人？

22. 写出下面名句的含义。（任选一题）

【2 分】

【3 分】

(a)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b)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KERTAS SOALAN TA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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