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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1

老舍 :《茶馆》
(a) 松二爷：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
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
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 ( 要动手 )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请介绍一下常四爷和松二爷对二德子的不同态度。

		

(i)

		

(ii) 后来，马五爷的一句话为什么制服了二德子？

		

(iii) 从常四爷、松二爷与二德子冲突的场面可以了解到当时北京的什么情况？

或者

(b) “老舍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表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请
选择话剧里的几个例子来说明这句话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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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志摩 :《诗选》
(a)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在第一节，诗人为什么连用三个“轻轻的”？

		

(i)

		

(ii) 说明一下徐志摩在第二节和第四节用的暗语。

		

(iii) 请简单地说说这首诗的节奏和韵式。

		

(iv) 你认为徐志摩住在剑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影响他写的诗？为什么？

或者

(b) 请说明和比较《我有一个恋爱》和《为要寻一个明星》这两首诗的比喻。天上的星
对诗人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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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a) 陈信笑了，弯下腰握住孩子的手：“儿子？”他问袁小昕。
“是我妹妹的。”她脸红了，赶忙解释，“我还没结婚呢。要结了婚，哪能回来。”
“啊！”陈信不由有点吃惊，他知道袁小昕是同大哥一届的，有三十三、四岁了吧，
“回来了，怎么还不抓紧解决？”
“怎么说呢，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陈信沉默了。
她抚摸着孩子毛茸茸的脑袋，轻声说：“有时候，我觉得为了回上海，付出的代价
有点不合算了。”
“不要这么说，能回来终究是好的。”陈信安慰她。
“大阿姨，电影要迟到了。”孩子大声提醒道。
“噢，我们走了。”她抬起头对着陈信笑了，“对不起，扫了你的兴。你和我不一
样，你是男的，又年轻，来日方长……会幸福的。”
陈信望着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心情不由有点沉重。
“真是死蟹一只。”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是弟弟在说。
“什么死蟹一只？”他诧异地回头问。
“三十几岁还没有朋友，死蟹一只，僵掉了。”弟弟解释着。
“袁小昕并不是找不到，她是有想法的，你没听她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懂吧？”

袁小昕是谁？

		

(i)

		

(ii) 她说“有时候，我觉得为了回上海，付出的代价有点不合算了”是什么意思？

		

(iii) 弟弟有什么看法？他为什么不懂？

		

(iv) 跟袁小昕谈完了以后，陈信的心情为什么“有点沉重”？

或者

(b) “《本次列车终点》通过知青陈信从农村返回上海后的一系列遭遇，反映了知识青
年回城之后的痛苦。”你同意这句话吗？请举例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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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4

韩少功：《归去来》
(a) “当一个姓马的也不坏。”当一个姓马的对讲述者有什么后果？请举例来说明。
或者
(b) 你个人认为小说的内容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请举例来说明你自己的看法。

5

茅盾：《林家铺子》
(a) “作品对林先生是既有同情也有批判的。”你同意吗？请用小说里的例子来说明。
或者
(b) 从历史上讲，读了《林家铺子》以后，可以了解到当时中国小市镇的什么情况？

6

鲁迅：《祝福》
(a) 请举例说明讲述者这个角色在小说里的作用。
或者
(b) “祥林嫂怎么这样了？倒不如那时不留她。”四婶为什么有时当着祥林嫂的面就这
样说？请用小说里的例子来详细说明这句话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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