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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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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须注明题目号码。 

 

第一部分 

 现代文 

 [65分] 

第 1 题 

根据下面的文字，概述作者明白公德的重要的经过。答案字数不超过 

130。文后须注明确实的字数。 

     2000年，我迈进了美国的南加州法律大学。来美国之前，我的好朋

友艾伦送我一块手表，他的手上也戴了一块。一对分隔万里的手表，时间

却一起流动。在加州的日子，我常常看着手表上的时间，揣测艾伦这时候

在干什么。 

 

可是，这块手表却在一次晚餐时丢失了，我当时非常伤心，就像丢了

魂魄一般。我问遍了食堂所有的工作人员，可是没有一个人见过它。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在附近的几栋教学楼

白墙上最醒目的位置，贴了几张寻物启事。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就在

当天晚上，一位陌生的同学走进了我的宿舍，他的手中拿着一块手表。天

哪，正是我心爱的手表。我高兴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连忙对这位拾金不

昧的同学表示谢意。他只是微微耸肩一笑，还没等我从手表失而复得的喜

悦中反应过来，他就走了，连名字我都没来得及问。 

 

    第二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被请进了院长办公室。院长用一种让

人坐立不安的目光打量了我之后，走进休息室叫了一个人出来。我一看，

马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这不就是那位拾金不昧的同学吗？院长叫他确认

是不是我，他点了点头，院长就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抽出一张纸，递了过

来。 

 

天哪，是一张四十美元的罚单！上面赫然写着由于我在教学楼白净的

墙上贴了那几张寻物启事，弄脏了墙壁，有违校规，因此作出罚金如此之

高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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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递给我一本校规手册，并告诫我几句关于遵守校规的话。我顿时

明白了，告发我的就是那位把手表还给我的同学！我用一种极其困惑的眼

光看了他一眼，他给我的居然是一种遗憾的笑容，还笑着解释了一句：

“这是公德，这是规则！”他还笑得出来，真不仗义！ 

 

    我愤愤不平地去校园管理处缴纳罚金。收罚金的是一位鼻尖上挂着一

副小小的老花眼镜，显得分外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她看看我的罚单，问：

“你的手表对你很重要吗？是朋友送的？”我一听这话，忽然感到一股暖

流涌上心头，仿佛见到了我远隔重洋的奶奶。于是，我就把这件事原原本

本地讲给她听。 

 

她听完后，微笑着说：“祝贺你找回心爱的手表，很遗憾不能帮你减

免罚金，但那位学生可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师！” 

 

老太太的话让我顿然醒悟。这时，我才意识到那位同学因为公德，他

将手表送还给我；也因为公德，他又向校方举报我；因为我违背了公德，

他用这种迂回的方式，让我彻底明白了公德的重要！ 

 

      （张翔《出色的老师》，有改动） 

                                                 [20分] 

 

第 2 题至 7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三年前，也是冬天。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来到我家门前。  

她头发蓬乱，脸色苍黄，穿着一件空荡荡的破旧花棉袄，和一条褪

色的灰布裤子，手中提着一个白布口袋。她轻轻推开我家虚掩的大门，缩

缩瑟瑟地探进头来。我正站在窗口。  

“太太，我不是叫花子，我只是要点米，我的孩子饿得直哭！”她

没等我回答，就自我介绍下去：“我也是大学毕业的。哪，你看。”她抖

着手由内衣口袋中掏出身份证来，“这上面都写着的，这是我以前的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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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好奇，我接过她的身份证。那是一个富态的中年女子的照片：

光亮细碎的发鬈，整整齐齐地贴在头上，淡淡的双眉，弯在那一双满足的

眼睛之上，衣襟上还盘着一个蝴蝶花扣。  

我端详着那照片的时候，她就一个人絮絮叨叨地讲了下去：“我先

生坐了牢，我就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饱一天，饿一天。我替人洗衣服，

付了房钱，喝稀饭都不够！孩子们饿得抱着我哭，我只有厚着脸皮出来讨

点米。我只要米，不要钱，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凭一双手吃饭的人！太太！

唉！我真不好意思，我开不了口，我走了好几家，都说不出口，又退出来

了！我怎么到了这一天！”她撩起衣角来拭眼泪。  

我将她的口袋装满一袋米。她抖动着两片龟裂的嘴唇说道：“这怎

么好意思? 您给我这么多！这怎么好意思！谢谢，太太，我不晓得怎么说

才好，我——我直想哭！”她淌着泪背着一袋米走了。  

三年后的今天，我又看见了那个女人。她正站在巷口一家人家门前， 

我打那儿经过。她皱缩得更干更小了！佝偻着背，靠在门框上，脸上已经

没有三年前那种羞怯的神情了，咧着一嘴黄牙，阴森森地笑着，用一种熟

练的讨乞声调高声叫道：“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太太，做做好事，

赏一点吧！”只听得门内当啷一响，是金属落地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吆喝：

“一角钱拿去！走，走，谁叫你进来的？你这个女人，原来还自己洗洗衣

服赚钱，现在连衣服也不洗了，还是讨来的方便！”  

那女人笑嘻嘻的：“再赏一点吧，太太，一角钱买个烧饼都不够！”

“咦，哪有讨饭的还讨价还价的? 走，走，在这里哼哼唧唧的，成什么样

子?”那女人的嘴笑得更开了：“再给我一点就走，免得我把您地方站脏

了，再多给一点！”  

呯地一声，大门被踢上了。那女人回过头来，冷笑了一声，然后漠

然望了我一眼，她已经不认得我了！  

（聂华苓《人，又少了一个》） 

2. 女人第一次向人乞讨时，有两次流泪，原因分别是什么？ [5分] 

 

 



4 
 

三年后的今天，我又看见了那个女人。她正站在巷口一家

人家门前， 我打那儿经过。她皱缩得更干更小了！佝偻

着背，靠在门框上，脸上已经没有三年前那种羞怯的神情

了，咧着一嘴黄牙，阴森森地笑着，用一种熟练的讨乞声

调高声叫道：“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太太，做做

好事，赏一点吧！” 

 

3.你认为那女人为何有如此的改变？     [4分] 

 

4.假设你是作者，三年后的今天，你会对那女人说些什么？ [5分] 

 

5.作者在文章里对那女人做了细腻的外部描写，用意何在？ [4分] 

 

6.这女人还活着，文章标题为什么是“人，又少了一个”？试写出你的看  

  法。          [5分]  

 

 那女人回过头来，冷笑了一声，然后漠然望了我一眼。 

 

7.上面的句子是什么复句？       [2分] 

 

第 8 至 12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清凉的秋雨送走了一个燥热的苦夏，燥热的心总算静默下来了。在这

秋虫唧唧的黑色的秋夜里，我骤然从昏睡中惊醒。远方的钟楼上，响起了

悠长的钟声。又一列火车隆隆驰过——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是生命的暗示吗? 

 

我在想，秋虫因何要昼夜而鸣？是因为它强烈的生命意识吗？是因为

它深谙生命的短暂，而必然离密度地显示自己的存在么？是因为它那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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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价值，都隐含在这截弱却令人感泣的生命绝响里么？那么人呢？仅

仅因为生命比秋虫千百倍的绵长，就可以以生理需求为由，将千百个最美

丽最令人激动的黎明慷慨地遗弃么？ 

 

这是一个荒诞的联想。 

 

惟有钟声，以其绝对接近精确的殊荣，当之无愧地充当了生命的量

尺。它那周而复始的切切呼唤里，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提醒，然而昏睡了的

那些人是不知道的，在混混沌沌之间，生命就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

了。 

 

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丧失。 

 

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当它最充分地展示黑暗、

龌龊、卑鄙、虚伪一面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快乐的享

受，当它展示出光明、纯洁、崇高、真诚一面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在

这样两极之间交错延伸的，在它延伸的每一个区段里，似乎总是喜剧与悲

剧同生，苦难与幸福共存。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渺小的存在，当

物欲、情欲、贪欲在蝼蚁般的人群中横行肆虐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

生命是一种伟大的结晶，当它在强暴、苦难、灾害中显示出牺牲的悲壮的

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渺小和伟大的“混血儿”，由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

产生绝对的崇拜和蔑视，再伟大的巨人也有他渺小的瞬间，再渺小的凡人

也有他伟大的片刻。 

 

钟声是生命长度的量尺，却不是生命价值的量尺。生命的价值只有在

历史的天平上才能清晰地显示出它本来的刻度。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一

代又一代的人去了，他们的生命价值何在？ 有的人有一个轰轰烈烈的

生，却留下一个默默无闻的死；有的人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生，却有一个轰

轰烈烈的死。有的人显赫一时，却只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有的人潦倒

终生，却成为历史灿烂星空的泰斗。这一切绝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生

命价值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使不绝于耳的喧嚣显得极其微不足道。 

 

一时一事的得失，似乎永远困扰着我们，永远是生命的烦恼之泉。倘

若能真正将其置之度外，烦恼就真正超脱了。其实，真正值得烦恼的命题

在于：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作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

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

出最完美的答案。人其实是最难认识自己的，也就更难找到自己生命的转

化方式，这正是一些人拥有一个失败的人生之根源。更悲惨的结局则在



6 
 

于，自以为找到了答案而其实完全是南辕北辙。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能最

早最充分地认识自己的价值，从而以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由瞬间到永

恒的有效转化。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命，然而相当多的人直到濒临死亡也没有弄清

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正是人类的悲剧所在。 

 

生命，这神秘而美丽，不可捉捧而异常珍贵的存在，你究竟隐逸着多

少暗示? 

 

  而哲人的终生存在，就是捕捉这样一些暗示么? 

 

                               （ 欧阳斌《生命的暗示》，有改动） 

 
 

8.   在第三段里，作者因秋虫鸣叫而提出了多个问题，他认为那是荒诞的

联想。你认同吗？写出你的理由。      [4分] 
 

9. 作者在第五段里写“钟声”的目的何在？    [4分] 

 

10.第七段的内容大意是什么？                  [4分] 

 

 

   

 

 

  

11.你如何理解上面这句话？       [4分]  

  

 

 

  

 

12. a） 写出上面句子所用的其中一种修辞手法。       [2分]  

    b)  “泰斗”指的是什么样的人？                       [2分] 

 

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历史的天平上才能清晰地显示出它本来

的刻度。 

有的人显赫一时，却只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有的人潦倒

终生，却成为历史灿烂星空的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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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古代诗文 

 [25分] 

 

第 13 至 16 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然后回答问题。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养一狗，甚爱怜之，行止与俱。后，生

饮酒醉，行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方冬月①燎原，风势极盛。狗乃

周章②号唤，生醉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还。以身洒生左右

草上。如此数次，周旋跬步③，草皆沾湿。火至，免焚。生醒，方见

之。 

 

尔后，生因暗行，堕于空井中，狗呻吟彻晓。有人经过，怪此

狗向井号，往视，见生。生曰：“君可出我，当有厚报。”人曰：“以

此狗见与，便当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死，不得相与。余即无

惜。”人曰：“若尔，便不相出。”狗因下头目井。生知其意，乃

语路人云：“以狗相与。”人即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狗夜

走归。 

   

                                  （陶潜《搜神后记 ·杨生

狗》）  

注释： 

      ①冬月       ：农历十一月。 

      ②周章         ：惊惧的样子。 

      ③跬( kuǐ)步  ：动词，迈出一两步。 

 

 

13.为什么大火烧不到杨生躺着的地方？                    [5

分]                    

14.根据文章，过路人的为人如何？     [3

分] 

 

15.为什么杨生最后肯把狗送给过路人？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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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将下面的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     [3分] 

 

尔后，生因暗行，堕于空井中，狗呻吟彻晓。 

 

第17至19题 

 

阅读下面的诗歌，然后回答问题。 

   

    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①。 

    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 

                                                             ( 陆游《读 书》)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 王禹傅《清 明》)  

 

注释：  

     ①  元元：人民、百姓。 

 

17.陆游和王禹傅在读书时各有何困扰？     [4分] 

 

18.两位诗人有何共同点？       [3分] 

 

 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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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从上面两句诗中，可看出诗人是怎样的人？    [4分] 

 

第三部分 

  名句 

 [10 分] 

第 20至 22题 

回答下面有关名句的问题。 

20. “人情同于怀土兮，______________________ 。” 

  （a）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2分] 

  （b）名句中的“人情同于怀土兮”写出了诗人对什么事有所感触？  

                                                         [2分]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21.上面名句所歌颂的是什么价值观？             [3分] 

22.写出下面名句的含义。（任选一题）     [3分] 

   (a)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b）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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