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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试以修齐中学校长林治名义,高吉隆坡卫生局局长陈永浩,
要求当局为该校进行消毒。

(二) 试以修齐中学有盖篮球场等建委员会主席林治平名义,
拟一则感谢公众支持义卖会的呜谢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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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TASSOALANTAMAT 

(一) 放手

(二) 最好的礼物

(三) 如何预防传染病

(四) 论“适当的压力是使人进步的推动力”

(五) 不怕慢,只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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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现代文

[65 分] 

第 1 题 

根据下面的文章，概述蒙迪让老师意识到自身错误的经过。答案宇数不可超过 130 字。 
文后须注明确实的字数。

比尔•克利亚是美国犹他州的一位中学老师，他对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总是一丝不苟，在学生

和同事之间口碑极佳。有一次，他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要求学生就自己的理想写一篇作文。

一个叫蒙迪•罗伯特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写开了，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写了满满七大张纸，描述

了自己的梦想。他梦想将来有一天拥有一个牧马场，并且描述得非常详尽，还画下了一幅占地 200
英亩的牧马场示意图，示意图中有马厩、跑道和种植园，此外还绘制了房屋建筑和室内设置平面图。

第二天，蒙迪兴冲冲地将这份作业递到老师手上，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带着未来牧马场

主人的骄傲。然而作业发下来的时候，却见第一页的右上角上被老师打了个大大的 “ F ”。 

下课后蒙迪去找老师：“我为什么只得了 F？” 

克利亚老师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毛头小伙，郑重地说：“蒙迪，我承认你这份作业做得很认真，

但是你的理想离现实太远，太不切实际了。要知道你父亲只是一个驯马师，连固定的家都没有，得

经常搬迁，根本没有什么资本。而要拥有一个牧马场，得要很多的钱，你能有那么多的钱吗？”克利

亚老师最后说，如果蒙迪愿意重新做这份作业，可以重新给他打分。

蒙迪拿回自己的作业，去问父亲。父亲摸摸儿子的头说：“孩子，你自己拿主意吧，不过，你

得慎重一些，这个决定对你来说很重要！”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蒙迪决定不重做作业。

此后的岁月中，蒙迪一直保存着那份作业，那份作业上很大很刺眼的“F”一直伴随着他，然而

正是这份作业激励着蒙迪，让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创业，坚持不懈地不断超越新的征程。多年后，

蒙迪•罗伯特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一天，克利亚老师应邀带着他现在的 30名学生踏上这个占地 20多英亩的以“蒙迪”命名的私人

牧马场，头上已经添了许多白发的克利亚老师流下了忏悔的泪水，激动地说：“蒙迪，现在我才意识

到，当年我就像一个偷梦的小偷，偷走了很多孩子的梦，但是你的坚韧和勇敢，使你一直没有放弃

自己的梦！” 

蒙迪大步走上前去，拥抱克利亚老师，并深情地说道；“老师，谢谢您！正是那次糟糕的成绩，

激励着我为实现梦想永不停息地奋斗。”克利亚老师缓缓地抬起头，面向在场的每一位学生，目光中

充满着希望。

是啊，梦就是期望，有期望才会有激情，才会努力拼搏。守住自己的梦，勇敢地走下去，你

就终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老师的忏悔》，有改动）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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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至 7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乡长被抓走的那天，陈大明正在乡长办公室里向乡长汇报高岭乡旅游度假村的建设情况。陈

大明清楚地记得，他刚刚汇报完第一件事，办公室的门就被撞开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公安走了进

来，其中一个人手里举着一张逮捕令，走到乡长面前高声说：“你被依法逮捕了！”另一个人就马上

拿出一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铐住了乡长的双手，然后不由分说地把乡长带下楼，塞进了楼下

的警车，警车就“呜呜呜”地开走了。 

乡长被抓走后，陈大明被县里任命为代理乡长，继续负责旅游度假村的建设。陈大明当上乡

长后，眼前老是晃动着那副锃亮的手铐，虽然他与原乡长的贪污案并无牵连，但原乡长被抓的那一

幕还是深深地刺激了他，他决心引以为戒。为防止自己意志不坚定，他还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到市场上买了一副仿真的手铐，挂在自己的卧室里，以警示自己。

果然，自从他当上乡长后，前来拜访的人便络绎不绝，有送名烟名酒的，有直接送现金的，

还有假借妻子的名义送金银首饰的，他都一一回绝。其实他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妻子常年下岗在

家，孩子今年又刚刚上大学，农村老家还有一个经常患病的母亲。事事都得花钱，可是他一个月的

工资才一千多块，因此，他几乎月月都出现“财政赤字”。有一次，他感到自己实在顶不住了，很想

赌一把，他已经把那个建筑商送来的一万元塞进了抽屉，但就在那一瞬间，他立刻想起了悬挂在床

前的那副手铐，就赶紧又将钱退回去。

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老同学到他家来玩，看到了那副手铐。那个老同学就问他：“你这是从

哪买来的？”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同学，是从一个地下的工艺品商店买来的。老同学就又将那副手铐把

玩了很长时间，然后很认真地说：“没错，就是它，就是它！”陈大明一下子迷惑了，老同学就告诉

他，其实这副手铐有着一段传奇的经历，它曾是一位海外华侨的传家之宝；它也不是普通的钢铁制

造的，而是用一种稀有金属制成的，至于那位华侨为什么要把手铐作为传家之宝，那就不得而知

了。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这副手铐值钱，最起码值五万元钱！

陈大明对老同学的话将信将疑，就带着手铐到市里一家最有名的古玩店里做鉴定。结果很快

就出来了，老同学的话是真的，这副手铐真的很值钱！陈大明兴奋不已，马上将手铐以四万八千元

的高价卖给了古玩店。毕竟，他太需要钱了！

有了这笔巨款，陈大明就可以从容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了，他把老母亲从农村接到自己身边，

还请了一个保姆；他抽出两万元给妻子开了一家油米店，还给儿子买了一台电脑。他的生活压力没

有了，他感到无比的畅快，也体会到了有钱的幸福。他从内心里深深感谢那个同学。

从那以后，老同学就成了他家的常客。老同学是个“能人”，陈大明对他是信得过的，很快就

安排他承包了一项建筑工程。再后来，陈大明又发现了不少“能人”，一一让他们参与到旅游度假村

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旅游度假村很快建好了，开业的那一天，陈大明喝了很多很多酒。回家后又做了一个奇怪的

梦：他梦到了那副手铐！第二天，他决定去把它赎回来，不论花多少钱！钱对他来说已并不成问题

了。他找到了那家古玩店，但古玩店的老板告诉他，那副手铐他是代人收购的，早就被一位客商以

五万元的价格买走了。不过幸好老板记下了那位客商在市里的地址，陈大明决定按图索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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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明很快找到了那座豪宅，一个管家模样的人把他领到一个池塘边，并告诉他，主人就在

那边钓鱼。他匆匆地赶过去，发现他的同学正在笑吟吟地等着他。他一下子愣住了，但嘴里却问

道：“我的手铐呢？”老同学恰好此时钓起了一条大鱼，他一边收线一边拍着钓竿说：“那东西有什么

好，我早已将它改成了钓竿。看，这钓竿多结实，五万块呢！”陈大明一下子明白过来，恨不得马上

离开这地方，但他分明听到了老同学在喊他：“别走啊，陈乡长，中午咱们喝鱼汤啊！……” 

在此以后的好多天里，陈大明限前总是没来由地晃动看一副锃亮的手拷。

（汪海潮《手纣》，有改动）

2 为何作者在第三段拈叙陈大明的家庭情况？ [3 分] 

3 作者塑造陈大明一个怎样的形象？请举例证明。 [5 分] 

老同学恰好此时钓起了一条大鱼，他一边收线一边拍着钓竿说：“那东西有什么

好，我早已将它改成了钓竿。看，这钓竿多结实，五万块呢！”陈大明一下子明

白过来，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地方，但他分明听到了老同学在喊他：“别走啊，陈

乡长，中午咱们喝鱼汤啊！……” 

4 上文中的陈大明明白了什么事情？ [5 分] 

5 这篇文章以“手拷” 为题，有什么作用？ [5 分] 

6 作者要通过这篇文章告诉读者什么道理？ [5 分] 

事事都得花钱，可是他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多块，

因此，他几乎月月都出现“财政赤字”。 

7 上面的句子采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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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至 12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扇子，是北京人度炎夏爱不释手的宝物。伏天里，虽说人人手中都摇着一把扇子，但由于性

别、年龄、职业和文化修养的不同，所用的扇子亦各有别。

用蒲葵叶稍事加工即成的芭蕉扇以及用竹篾、麦秆编制的普通扇子，物美价廉，颇受大众欢

迎；但就其历史和艺术价值而论，则不如羽扇、团扇和折叠扇。

羽扇的历史最为悠久。据晋人崔豹《古今注》一书所载，远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就已有用鸟

头羽毛制成的扇子。唐代以前宫闱中所用的扇子，皆由羽毛制成；诸葛武侯与宣王司马懿在渭滨交

战时，武侯就是手持白羽扇，指挥三军。羽扇出风缓软，不入肌理，对人体有益。北京的老人或

僧、道、尼等各教弟子，深知古人“避风如避箭”这一养生之道的奥秘，故而于盛夏皆喜用羽扇取

凉。

团扇为圆形短柄的扇子，古代宫中常用，又叫宫扇，为古代年轻女子一种不可少的装饰品。

其作用主要是用以遮盖，手执一扇不但可以增添主人无限娴雅文静的仪态，有时还能体现少女活泼

天真的个性。

正因为团扇带有装饰性，所以扇面大都选用丝绢绫罗一类的织品，以便在上面点染绘画，增

加装饰美。故而梁朝的大文学家江淹有“纨扇如团月，出自机中素”之句。 

昔日北京豪门中的太太、小姐以及梨园界的坤伶多喜用团扇。北京崇文门外花市的绢花作

坊，每年夏季必集中人力、物力大批制作团扇，以供市场需求。其所制团扇，分素扇、字扇、画扇

三种。字扇与画扇，是将成批的普通素扇“过行”给画匠或写字匠，雇佣他们在扇面上书写唐诗、宋

词，彩绘花鸟虫鱼。至于素扇，上面虽无字画，却都是工精料细的上等品。扇柄以象牙或沉香木为

之，柄端系有小巧玲珑的翡翠或玛瑙雕成的“扇坠儿”，价格昂贵，专门卖予有钱人。 

北京人喜用的折叠扇，又称聚骨扇或紧头扇，本是外国的贡品。苏东坡记载说：“高丽白松

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二指许。”由此可知折扇至少在北宋时已由朝鲜传入我国。明代张东海亦以

为折扇贡于东夷，永乐间始盛行于中国。据说传入宫中时为太监所见，觉得此物展开即用，收拢易

藏，非常方便，于是纷纷仿制，后逐渐传入民间。

折叠扇的扇骨、扇面有非常考究的。韵古斋所售之扇骨，有紫檀、象牙、乌木、棕竹、湘妃

竹、毛竹、梅鹿竹、广漆、菠萝漆、嵌金银丝、嵌螺钿等精雅的上品，并时而出售从宫中溢出民间

的雕有正龙、侧龙、百龙、百鹿、百鸟等极为罕见的老扇骨子，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皆为清宫造

办处所制，所刻鱼龙鸟兽及蝇头细楷，刀法清晰，不失规矩笔意。荣宝斋出售的`扇面，有重金、红

金、洒全、块金、发笺、白面、黑面、珊瑚面等。这些质地精良的扇面，价值并不昂贵，但一经配

上张大千、溥心畲、齐白石等著名书画家的水墨丹青，便成了稀世之珍。

（邓云乡《扇子的学问》，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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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 文中写了哪三种扇子？ [3 分] 
(b) 这三种扇子分别有什么实用价值？ [5 分] 

唐代以前宫闱中所用的扇子，皆由羽毛制成；诸葛武侯与宣王司马懿在渭滨交战

时，武侯就是手持白羽扇，指挥三军。

9 作者引用上述例子的目的何在？ [4 分] 

• 据晋人崔豹《古今注》一书所载，远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就已有用鸟头羽

毛制成的扇子。

• 据说传入宫中时为太监所见，觉得此物展开即用，收拢易藏，非常方便，

于是纷纷仿制，后逐渐传入民间。

10 上文中的“据”和“据说”在作用上有何不同？ [4 分] 

这些质地精良的扇面，价值并不昂贵，但一经配上张大千、溥心畲、齐白石等著

名书画家的水墨丹青，便成了稀世之珍。

11 荣宝斋出售的扇子成为稀世之珍的事例给了你什么启示？ [4 分] 

至于素扇，上面虽无字画，却都是工精料细的上等品。

12 写出上面复句的类型。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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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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普，字则平，幽州蓟人。普少习吏事，寡学术①，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

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②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决短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

则《论语》二十篇也。

有臣当迁官③，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

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

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宋史·赵普传》，有改动） 

释注: 
① 学术 ：学问。

② 箧(qiè) ：箱子，指书箱。

③ 迁官 ：升官

13 为什么宋太祖劝赵普要多读书？ 读书给赵普带来什么好处？ [5 分] 

14 赵普如何劝谏宋太祖让官员升迁？ [5 分] 

15 赵普在举荐人才一事中，表现出怎样的性格？ [3 分] 

16 将下面的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

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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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至 19 题 

阅读下面的诗歌， 然后回答问题。

把酒留君听琴，难堪岁暮离心。

霜叶无风自落， 秋云不雨空阴。

人愁荒村路细，马怯寒溪水深。

望断青山独立，更知何处相寻。

（唐代·卢纶《送万巨》） 

17 作者为何“难堪” ? [3 分] 

18 作者如何通过环境的描写来衬托其心情？ [3 分] 

19 诗歌中的“愁”和“望断” 体现了诗人的哪两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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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则独善其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2 分] 
(b) “穷则独善其身” 说明不得志者应如何自处？ [2 分] 

•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21 上面的名句都在劝人如何提升自己？ [3 分] 

22 写出下面名句的含义。（任选一题） [3 分] 
(a)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b)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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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篇文章的题目，应该简要鲜明的点出文章主要内容。请你为这篇选文加一个标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克利亚老师为什么给蒙迪的作业打“F 等级？你怎样看待老师的这个评价？请说明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蒙迪的父亲对他说：“你得慎重一些。”父亲为什么要蒙迪“慎重一些”呢？ 

仔细阅读父亲说的全部话，反复品味其中的含义，你就会理解父亲的用心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许多年以后，蒙迪是否完全实现了他在作业中的构想？你对这一事实有什么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读过这篇文章，你从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人生道理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1．老师的忏悔、蒙迪的梦想、一份“差等”作业、一份打“F”的作业。

（所拟标题文字简洁，内容鲜明，紧扣主旨皆可）

2．是因为蒙迪的理想离现实太远。（第二问是开放性题目，只要言之成理皆可肯定。 
3．蒙迪对自己理想的描述不只是一份作业，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他必须对自己

的“决定”负责，因此，父亲要求他以慎重态度对待这件事。（意思正确即可） 
4．这是一道开放性题目。说他未能完全实现作业中的构想，可举他的牧马场只有 20 多英亩，距

他设想的 200 英亩所差甚远为据；说他实现了自己的构想，可以他有了自己的牧马场为据。

评价方面，既可肯定他对自己的话负责，用自己的奋斗占实践它；也可肯定定老师有责任

心，他提醒蒙迪把理想建立在现实基础上是完全必要的。

5．这是一个开放性题目。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从老师、父亲、蒙迪上都可以悟到许多人

生道理。学生能从一个角度言之成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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