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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MA  UJIAN  DIAGNOSTIK  2  TINGKATAN 5 TAHUN 2021 
BAHASA  CINA  KERTAS  2 

 
第1题：概述 【20分】 

1  字数必须重数。 

2  分数：内容20分。 

3  完全没有内容者0分。 

4  全篇答非所问者0分。 

5  扣分准则： 

 字数多于规定者，根据右侧附表扣分。 

 标点错误不扣分 

 每个语病画一条曲线 

 每两个错漏、颠倒、多余字等于一个曲线 

 每两个曲线扣 1分。 

 扣分以 2分为限。 

 

题目要求：概述作者令拾荒母亲成名的始末。答案字数不可超过 140。 

答案： 

父亲病逝后，为了生计，母亲开始拾荒。作者曾以母亲的工作为耻，走

进母亲的拾荒生活后，才感受到母亲的不易，也感到自己心胸狭隘。

“中国人的一天”的活动让他想把母亲的故事说出来。为了表达感激之

情，他将“母亲的一天”拍成照片，上传到腾讯网。2010年，这组照片

编辑成公益短片，在大城市的地铁上播放，拾荒母亲出名了。  

      （130字） 

 

序 内容 得分 

1 父亲病逝后（1），为了生计（1），母亲开始拾荒。（1） 3 

2 作者曾以母亲的工作为耻，（2）走进母亲的拾荒生活后

（1），才感受到母亲的不易/ 受委屈（1），也感到自己

心胸狭隘。（1） 

5 

3 “中国人的一天”的活动（1）让他想把母亲的故事说出来

/ 想偷拍母亲的生活。（2） 

3 

4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2），他将“母亲的一天”拍成照片

（2），上传到腾讯网。（1） 

5 

5 2010年，这组照片编辑成公益短片（1），在大城市的地铁

上播放（2），拾荒母亲出名了。（1） 

4 

 

 

字数 扣分 

145–149 1 

150–154 2 

155–159 3 

160–164 4 

165–169 5 

170–179 10 

180或以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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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章第 1段说汤普生夫人“撒了一个谎”，为什么这样说？[3分] 

因为她告诉孩子们，将对他们一视同仁，可事实上她很不喜欢特

德。（3） 

因为她告诉孩子们，将对他们一视同仁。（2） 

 

3.  

当她读到这个孩子的评语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她为自己感

到羞愧 

为何汤普生夫人有如此反应？她又为何会感到羞愧？     [4分] 

汤普生夫人误解了特德。（1）她为自己不了解特德的真实情况而

对学生有偏见、成见以及缺乏给予他关爱而后悔 /自己不了解学

生，对学生心存偏见，缺少主动关心（3）。 

 

4.  

“看了学生档案后，汤普生夫人才意识到问题所在……” 

汤普生夫人意识到特德什么问题？                     [4分] 

由于家庭的变故，特德的成长受到很大的影响，由一个好学生变成

“问题”学生（4）。 /  

 

特德本是一位优秀的学生，只是母亲的去世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加

上父亲对他又不闻不问，以致他破罐子破摔。（4） 

 

5.  

自从汤普生夫人给了特德特别的关注以后，她一共收到特德五封

信。这些信件反映了什么？                            [4分] 

反映了特德自从得到汤普生夫人的鼓励和关爱后，找到了自信，获

得了新生，成为出类拔萃的学者，遇上了志同道合的爱人的过程。

（4）/  

 

特德重拾自信后在人生路上不断成长的过程。（4） 

 

反映了特德幸福美满的人生（2）。 

 

6.  

文中两次写到汤普生夫人戴手镯和喷香水，分别体现了人物怎么样

的内心情感?                                         [6分] 

第一次：给特德以心灵的安慰，同时提高他在同学心目的地位，恢

复他的信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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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表达了汤普生夫人愿意以母亲的身份参加特德的婚礼，表

达了汤普生夫人对特德的爱，流露出了自己和特德的母子之情。

（3） 

第一次：写出“鼓励”/“激励”（2） 

第一次：写出“心疼”/“安慰”（1） 

第二次：写出“像母亲一样”/“感激”（2） 

 

7.  

你认为汤普生夫人是“最好的老师”吗？评述你的看法。  [4分] 

从“反思自己教学行为”、“重新（或深化）理解教师职业的内

涵”、“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改变学生、体现自己价值”等（4）。 

“一视同仁”、“鼓励”、“给孩子特别关注”、“用不同方法对

待孩子”等（3）。 

 

**从老师的善于自省和对学生的教育与爱评价老师，表达自己的感

想。 

8.  

妈妈的死给他很大打击，虽然他试着尽最大努力，但他的父亲对这

些毫不在意。 

上面的句子是什么复句？                      [2分] 

转折复句（2） 

 

9.  作者初见担着花的女人为什么要“惊呼”？   [4分] 

一个女人以一根扁担，担着两筐子花（2），满满两大筐水晶一般

硬挺而透明的春花。（2）/     

 

一个女人担着两筐子花，（2），花朵非常漂亮。（2）  

 （解答需提到花很漂亮） 

 

10.  作者在文中使用了大量的问句，这些文句有什么作用？ [4分] 

抒发强烈的情感；（2），引起孩子的思考。（2） 

 

11.  诗诗，生命的红酒永远榨自破碎的葡萄，生命的花朵永远来自黑暗

的土壤。 

你如何理解上面的文字？      [5分] 

美好的事物来自于磨练和辛苦的付出，（3）这里表现出作者期望

孩子坚强努力至最终换得美好的收获。（3）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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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诗诗，当你的脚趾初履大地的那一天，荆棘和碎石便在前路上埋伏

着了。 

试写出上面句子的修辞手法，并从相关修辞手法的角度说明作者对

孩子表达的情感。          [5分] 

比拟（拟人）。（2）。句子形象地表现了人生路上必然会出现困

难挫折（1），表现了作者关爱孩子（1），希望孩子今后能正确面

对困难，并征服困难。（1） 

 

13.  作者想通过这篇文章向她的孩子述说什么道理？  [5分] 

我们经历的痛苦、磨难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3），我们承担

的责任让我们的生命更美丽、更有价值。（3）  

（3）+（3）=（5） 

 

14.  

晋平公为什么想要处死晏子？     [5分] 

因为士大夫们都驾车去救火（2），但晏子却去道贺（2），所以晋

平公勃然大怒（1），想要处死晏子。 

 

15.  

为什么晏子要祝贺晋平公？      [5分] 

因为百姓才是君主最珍贵的资源（1），但是他们却穿不暖、吃不

饱，而且还得应付庞大的赋税徭役（1），就为了满足晋平公收藏

宝贝的欲望（1），君王迟早会遭殃（1）。仓库烧了等于祸根终止

了（1），所以晏子赶紧来祝贺。/ 

 

为了满足晋平公收藏宝贝的欲望（1），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1），这么下去，晋平公迟早会被诛杀或被人耻笑（1）。如今仓

库烧了等于祸根终止了（2），所以晏子赶紧来祝贺。 

 

16.  你认为晋平公是一个怎样的人？试解释你的说法。  [5分] 

我认为他是个知错能改的人（2）。当他听了晏子的说明，意识到

自己为了私利而忽略了国民的生活后，马上决定将来会把“财富藏

在百姓之中”。（3）/ 

 

我认为他是个无能的君王。（2）身为领导，他对于自己的国民一

无所知，甚至任由官员不断向人民征收赋税徭役，而自己则沉迷在

物欲之中。（3） 

 

（只要答案言之有理，符合题旨即可得满分。答案部分正确者，酌

量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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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将下面的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     [3分] 

藏宝之台烧，士大夫闻者，皆驱车驰马救火，三日三夜乃胜之 

(藏) 宝之(台) (烧),士大夫(闻者)，(皆)驱车驰马救火，三日三

夜 (乃) (胜 之) 

(储藏) 财宝的 (仓库) (发生火灾) ，士大夫们（听到消息）

（都） 急忙驱车策马赶去救火，一直忙了三天三夜（才）（把火

扑灭）。 

 

2-3√ （1分） 4-5√（2分） 6-7√ (3分) 

 

18.  《山野歌》这首诗中的老农面对什么困境？   [4分] 

《山野歌》这首诗中的老农在山中仅靠耕种三四亩贫瘠的山田来维

持生活(1)，但因为赋税多（1），稀少的农作在缴税后所剩无几，

无法维持生计(1)，只好叫儿子上山去拾橡子充饥(1)。 

 

19.  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根据上面四句诗，诗人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什么现象？  [3分] 

诗中以“老农”的贫穷和“西江贾客”的富足奢靡作对比，（2）

揭示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2)。 

 

2+2=3 

 

20.  《山野歌》与《海人谣》这两首诗里的劳动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点。 

试举例说明。        [5分] 

两首诗里的劳动人民皆遭受统治阶级的任意欺压，生活被税务压得

苦不堪言(2)。 

 

举例： 

《山野歌》的农民负担重却“不得食”，而官府仓库的粮食却多得

腐烂变质，化为泥土(2)； 

 

《海人谣》的潜海人年复一年地辛苦劳作，毫无安闲之时，而官家

的库府中却填满了奇珠异宝(2)。 

 

后面的例子(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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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译文： 

 

《韩诗外传.烧宝而贺》译文 

晋平公的时候，有一次贮藏财宝的仓库发生火灾，官员们闻讯急忙驱车策马

赶去救火，直忙了三天三夜才把火扑灭。公子晏子却抱着一匹丝绸作礼物来

祝贺说：“很好啊！”晋平公勃然大怒，说：“珠宝之所以收藏，是因为是

国家的珍宝啊。但是天降大火，士大夫们都驾车去救火，你怎么却来道贺

呢？如果你能说出个所以来的话就让你活，说不出理由就是死罪！”晏子回

答：“怎么敢没有说法呢？臣听说王上的宝藏在天下，诸侯的宝藏在百姓

中，商人的宝藏在箱子里。如今百姓在外面，粗布制成的短衣不能遮住身

体，糟糠都不能吃饱，赋税徭役无休无止，大王您收藏很多宝贝藏在台阁，

因此天降大火烧之。况且臣听说以前残暴的夏桀危害海内，无节制征收赋

税，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成汤把他诛灭了，桀被天下人耻笑。上苍在藏宝台

降天火，是大王您的福气啊，如果没有自知之明来悟通这个道理，也恐怕会

被别国所耻笑了”晋文公说：“好！从现在开始，请让我将财富藏在百姓之

中。” 

 

 

古韵文译文 

 

《山野歌》译文： 

老翁家贫住在山中，靠耕种三四亩贫瘠的山田来维持生活。田亩少，赋税

多，没有吃的；粮食送进官府的仓库，最后腐烂变质，化为泥土。老农在残

酷的剥削之下，一年到头，家中只剩下锄头、犁耙靠在空房子里面，为了生

存，只好叫儿子上山去拾橡子充饥。从长江西面来的富商的船中，成百上千

的珠宝用斛来计量，就连船上养的狗都天天吃肉。 

 

《海人谣》译文： 

潜海人的家就是时喜时怒的狂涛之源——大海。在汹波恶浪中好不容易得来

的珍珠，还要用大象驮着翻山越岭送到官府交纳贡赋。而官家的库府中却填

满了奇珠异宝。 

 

又 

 

海人没有家，天天在海船中居住。他们每天都要出海去采撷珍珠，杀象取牙

来缴纳赋税（有些版本“役象”为杀象）。险恶的波浪翻涌连天，道路全被

高山阻隔。皇宫中的珍珠、象牙常常堆满的府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