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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ertas soalan ini mengandungi 21 soalan. Jawab semua soalan.

2.

Jawapan anda hendaklah ditulis dalam kertas yang disediakan.

注意：
1. 本试卷分为二个部分共有 21 题，必须全部作答。
2. 不必抄题，惟须注明题目号数。

Nama: （中）........................................（英）..........................................................
Kela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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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现代文
【70 分】
第1题
根据下面的文章，概述伊尔雅特重拾书本苦读的经过。答案字数不可超过 130。文后须注
明确实的字数。
（20 分）
日前，阿根廷全国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了同一消息：41 岁的男子伊尔雅特虽然连
小学都没毕业，却在 35 岁时重拾书本苦读 5 年后取得了律师执业资格证书。
当记者问及伊尔雅特，是什么力量支撑他有如此坚强的毅力和意志时，他回答说：
“是一句话的力量，让我重新燃起了学习和生活的希望。”
伊尔雅特 3 岁时，父母因感情不和而离婚，他被判给母亲抚养。看着常年有病的母
亲异常艰难，懂事的伊尔雅特在 8 岁那年决定辍学，他要以自己的能力养活母亲。
从此，人们每天都会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身材弱小的男孩，挎着硕大的报袋子
大声吆喝着“卖报，卖报”，同时，他还卖一些糖果及小商品。当年龄稍微大了些时，
他又开始卖扫帚。这样的日子一直伴随着伊尔雅特到 35 岁，那时他已成了一名的士司机，
收入虽然不是很高，起码有了保障。
命运的转机在一天突然降临。2004 年夏的一天，上来一位叫劳拉的中年女乘客，她
听着伊尔雅特风趣幽默的语言，也禁不住大笑。于是她对伊尔雅特说：“看得出，你是
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人，你应该继续去读书，然后考取律师！”那一刻，伊尔雅特呆住了，
对劳拉嗫嚅道：“我这样大的年龄，行吗？”劳拉鼓励他：“你没有去尝试，怎么就知
道自己不行呢？记住一句话，‘要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伊尔雅特接受了劳拉的
建议，于第二天报名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律系准备考取律师学位。
由于底子薄，伊尔雅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每天 4 点钟起床，去赶 7 点
钟的课，学习一小时后再去上班；一天工作结束后，顾不得休息，匆匆吃点饭又去学校
听课，他在回忆那段学习生活时说：“第一次走进课堂时，我才发现自己几乎不会读和
写，这让我十分难堪，但我记住了劳拉女士的那句话，‘要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
在接下来的 5 年里，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全用来学习。
劳拉女士的那句话，时刻激励着伊尔雅特不断奋进。辛苦的付出获得了丰厚回报，
经过 5 年刻苦学习，他终于在 2009 年 12 月取得了律师资格，迎来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伊尔雅特的励志故事传遍了阿根廷的大街小巷，他就读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还将他的名字刻在学校最醒目的墙上以激励其他学生。
伊尔雅特对媒体说：“我永远会记住劳拉女士那句‘要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那
句话，虽然我从此再没有见到她，但这句话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她的鼓励，
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我的成功说明，一句话的力量非常巨大，它可以让处于迷惘中的
人豁然清醒，让遇到困难的人增添勇气。不管以后怎样，我都要把成功看做是提高自己
的一个方式，像劳拉女士那样，在关键时刻，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说一句鼓励的话，和
大家共同努力，为填补城市精英与穷人之间的那道鸿沟尽自己一份力！”
(《一句话的力量》，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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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 7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那节课她正在讲《地震中的父与子》，一个美国父亲在所有的人都绝望了的情况
下，用双手从地震的废墟里，救出埋了 38 个小时的儿子和他的 14 个同学……
突然，房子剧烈地摇晃起来，大地疯了一样地颤抖。
“快，蹲下！躲进角落里！”坐在前排的几个同学从座位上跳起来，向她跑来，
她伸手扶了一把跑在最后的一个，房子就塌了。轰隆隆墙壁倾倒、噼噼啪砖瓦飞溅之
后，一切都归于黑暗和沉寂。
许久，一个声音怯怯地响起来：“老师，老师。”
她的头被撞破了，流了很多血。人也昏迷过去。她费力地睁开眼睛。除了断壁残
垣，什么也看不见。她闭上眼睛，又昏了过去。
“老师，老师。”声音又响起来，她猛地清醒过来，答应着：“我在，老师
在。”
她睁开眼睛，过了一会儿。适应了黑暗的环境：她的身边，有三个女生和两个男
生，每个人都有些轻微的擦伤，正是这个角落，救了他们的命。
“还有人吗?”她大声地喊。四个墙角，都有人回答。她想动，腿却被什么压着，
动不了。
“老师，我们害怕。”一个女生突然哭了，废墟下，也有哭声传过来。
“我给你们接着讲课文吧，讲讲地震中寻找儿子的阿曼达。”这篇文章她早就背
熟了，清了清嗓子，她给同学们念课文。当念到“第 38 个小时，他突然听见底下传出孩
子的声音：‘爸爸，是你吗?’”的时候，一个急切的声音问：“老师，他找到儿子了
吗?”
“是的，他找到了。他儿子还活着，还有他的 l4 个同学。”她激动地说。
课文念完了，她也累了。静下来的废墟，像是突然变成了冰窟，大家感到全身发
冷，有一个男生的牙齿打起了冷颤，得得地响。
好半天，也没有人说话。她摸索腿边，她每天上课时必带的水杯恰好也翻滚到那
里，她拾起来，拧开，刚放到嘴边，又拧紧，递给身边的一个女生。女生打开抿了一小
口，又传给别人，再次传到她手里的时候，她掂了掂，分量并没少多少。
“告诉我，阿曼达为什么会去救自己的儿子?”她问。
“因为他对儿子说过，无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一个男生回答。
“还有呢?”没有人回答。她的学生上课抢答一向很踊跃，可是，现在，他们没有
那么积极了！是啊，他们又怕又饿，又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声响。
过了不知道多久，又有声音在喊：“老师。”她激灵一下醒了。不管她有多困，
只要有人喊老师她就会醒来。好像那称呼是根绳子，使劲地拽着她的心。
“阿曼达一定会去救儿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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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因为他对儿子有承诺！”
“可是我爸爸和我没有这样的承诺。”废墟里，又陷入一片可怕的寂静。
“有的。也许表达方式不一样。其实，这篇课文不只是想说一个实践诺言的故
事，还想说，孩子们要相信亲情，相信成人社会。”
一瓶水，反复在几个人手中传着，每次她都掂一掂，越来越轻了，她的心在收
紧。她轻声地叮嘱大家少说话，靠紧些，用手碰着手，腿碰着腿，感知其他人的存在和
温暖。
“阿曼达会来吗?”她平时最喜欢的一个女生声音颤抖地问。
“会来的。就像老师会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听到有人说话的时候，男女生全哭了起来。几小时以后，佩戴着“绵阳消防”标
记的救援人员扒开了压住他们的墙壁，告诉他们：这已是震后 40 个小时。救援人员在想
办法弄掉她腿上的重物，那个最喜欢的女生趴在她耳边，哽咽着说：“阿曼达，他来
了！”
（哑樵《废墟下的课堂》）
2. 文中多次提到“阿曼达”，“阿曼达”原本指什么？“阿曼达”在文中还象征什么？
（4 分）
一瓶水，反复在几个人手中传着，每次她都掂一掂，越来越轻了，她的心在收紧。
3. 为什么她的心在收紧？

（3 分）

4. 文中多次提及“阿曼达”在 38 小时候救了 14 位同学。作者有必要强调 38 小时吗？为
什么？

（5 分）

静下来的废墟，像是突然变成了冰窟，大家感到全身发冷，有一个男生的牙齿打
起了冷颤，得得地响。
5. 上述句子运用了什么描写手法？作者这样描写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5 分）

6. 试写下你从这篇文章中获得的启示。

（5 分）

“阿曼达会来吗?”她平时最喜欢的一个女生声音颤抖地问。
7. 上面的句子采用了怎样的修辞手法？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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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 14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我曾经有过许多灰暗的日子，事后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这些灰暗。许多年后，我
明白了一个道理：步入灰暗的日子，并非步入灾难。摆脱这些日子，值得庆幸，但我在
摆脱了灰暗的时候，也浪费了大好时光。
这时我才觉得可惜，然而晚了。
我所说的灰暗日子，是指青少年时期的百无聊赖。在“文革”中，孩子们绝不会
拥有今天的丰富多彩。想造反么？我们的年龄不够造反的资格。除了大字报和传单，看
不到其他可以阅读的东西。学校早就不上课了，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充裕的光阴，对
我来说是一条浩远而无力泅渡的大河。多余的时光是一块块飞掷而来的石块，把人压得
透不过气。
后来才懂得，无聊是一种深刻的折磨。无聊不仅仅是没有事做。寺中高僧闭目静
思，并不是无聊，河畔白鹤阔步闲行，也不是无聊。无聊如同被扯掉触须到处乱爬的蚂
蚁，是断了线被挂在树梢的风筝，是找不到波段嗡嗡乱响的半导体。我们对于死亡的恐
惧，对于生命结束的恐惧，都不如我们害怕生活的无意义和微不足道来得深。
许多人度过这样的日子，都会想到难捱。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企盼，即明媚有趣的
生活只存在于未来。所以，我们不惜以抛弃今天的代价，去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存在于
未来美好的一天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那是一份没有数额的存折，是一个没有日期的
承诺，然而人们还是满怀信心地期盼着。
在生活哲学中，期盼明天和怀念旧日是一块金币的两个面。它们是一回事，只是
图案不同。也许青年人更企盼明日，老年人更怀念昨天。人就是这么有意思，有时拿着
时间这块金币，却不知翻转过来，把两面的图案都看一看。
从去年开始，股票给国人以深刻的警示。这种刺激在于，今天你买了某种股票，
不如说价值 6 元，过了几年之后，6 元变成了 60 元，财富迅速升值。这个金融界的现象
给人的启示成为一个命题：当年买这张股票重要，还是它现在的升值更重要？简明的答
案在于：当年不买这张股票，就不会有今天的增值。买了股票，不一定都会有今天的升
值；但不买那张股票，肯定永远不升值。
透过这个例子，我想说的话在于，今天最重要，今天就是原始股。
今天就是你搬来的一块砖，虽然朴素不足道，却垫起了你明天的一段高度。今天
是一件披在身上的棉袄，虽然不够阔气，却能挡住寒气，使你明天不会感冒。今天是拧
开水龙头冲出的清水，可以濯足，可以洗衣，可以变为香茶一杯。
我现在后悔了，为许许多多的今天而后悔。在灰暗的日子中，灰暗的是人而不是
日子。因为在那些日子中，曾有过别人的辉煌。我曾拥有时间，却不知怎样支配时间，
今天我想粗读一遍《明史》，我想了解一些植物学的知识，我想把古今皇帝与朝代的年
表背下来，但我没有时间。我深悔过去没有在某一个“今天”中完成这件事。
然而我悟出，生活的内容，既不能寄托于未来，也不可埋怨于旧日。我们所有的
生活，只发生于“今天”。因而，今天永远是最美好的一天，也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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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如果没有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即使是一个沮丧的日子，譬如阴雨连绵，
诸事不遂，也是可庆幸的一天。因为这是你的“今天”；如果今天是好日子，更可加倍
珍惜。原因在于它由无数个“今天”累积而来。
今天划下你生命的一道刻痕，所以最好。
(鲍尔吉·原野《今天最好》，有改动)
8.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3 分）

9. 根据作者的说法，什么是无聊？

（2 分）

10.与“没有数额的存折”和“没有日期的承诺”比较，“今天”好在哪里？

（5 分）

11.为什么青少年更期盼明日，老年人更怀念昨天？

（4 分）

我现在后悔了，为许许多多的今天而后悔。
12.对于“今天”，我们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才不会后悔？

（5 分）

13.作者在第七段使用了什么说明手法，有什么作用？

（5 分）

如果没有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14.上面的句子是什么复句？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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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古代诗文
【30 分】
第 15 - 18 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然后回答问题。
吉安州富豪娶妇，有盗乘人冗①杂，入妇室，潜伏床下，伺夜行窃。不意明烛达
旦者三夕，饥甚奔出，执以闻官，盗曰：“吾非盗也，医也，妇有癖疾，令我相随，常
为用药耳。”宰诘问再三，盗言妇家事甚详，盖潜伏时所闻枕席语也。宰信之，逮妇供
证，富家恳免，不从。
谋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妇初归，不论胜负，辱莫大焉。盗潜入突出，必不识
妇，若以他妇出对，盗若执之，可见其诬矣。”宰曰：“善。”选一妓，盛服舆②至，
盗呼曰：“汝邀我治病，乃执我为盗耶？”宰大笑，盗遂伏罪。
（冯梦龙《吉安某老吏》）
【注释】：
① 冗：繁忙；嘈杂
② 舆 yú：泛指车，这里是指乘着轿车。

15.窃贼为什么无法实现自己跑进妇女房间的目的？

（6 分）

16.县官审问时,窃贼如何为自己辩解？

（4 分）

17.老吏献上怎样的计策，帮助县官破案？

（6 分）

18.试将下列的文字翻译为现代汉语。

（4 分）

(a) 盗言妇家事甚详，盖潜伏时所闻枕席语也。
(b) 宰大笑，盗遂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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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 21 题
阅读下面的诗歌，然后回答问题。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①梗犹泛，故园芜已平②。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李商隐《蝉》）
【注释】：
① 薄宦：卑微的官职,小官
② 芜已平：荒芜到了没(mò)胫地步。

19.栖息在高高树上的蝉遭遇了什么困难?

（4 分）

20.诗人借“蝉”来表达自己怎样的情怀?

（3 分）

21.诗人认为自己与“蝉”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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