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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ust answer on the enclosed answer booklet.
You will need:

Answer booklet (enclosed)

Invigilators must refer to the Additional Materials List for instructions on the use of set texts in the
examination.
INSTRUCTIONS
●
Answer three questions in total in Chinese, each on a different text:
Answer at least one question from Section 1.
Answer at least one question from Section 2.
Answer one other question from either Section 1 or Section 2.
●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n the front cover of the answer booklet. If you need additional answer paper,
ask the invigilator for a continuation booklet.
●
Dictionaries are not allowed.
INFORMATION
●
The total mark for this paper is 75.
●
Each question is worth 25 marks.

说明
●
请用中文回答总共三个问题，每一题应该针对不同的文章回答问题:
从第一部分选择至少一个问题来答题。
从第二部分选择至少一个问题来答题。
从第一部分或者第二部分再另外任选一个问题来答题。
●
依照答题手册封面上的说明来进行答题。本说明同时也有中文版说明如下。如果你需要额外的
答题纸，请向监考人员索取续页。
●
不可以使用字典。
信息
●
这份试卷的总分是七十五分。
●
每一题的分值是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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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手册说明
请使用黑色或深蓝色的笔。你可以使用HB铅笔画任何图表或图像。
在本页上方的方框中填写你的姓名、中心号码和考生号码。请使用英语大写字母清楚地书写。
不要用可擦笔或者涂改液。
不要在任何条码上书写。
在本答题手册中写下你的回答。请使用纸张的两面作答。每道题与下一道题之间，请先空出两行再进行
下一道题的作答。
将你作答的每道题目的题号都标示在页边第一个空白处。
2
Question

Part

1

(a)(i)

1

(a)(ii)

如果你作答的题目还分列了几个部分的小题号，例如1(a), 请将分列的小题号(a) 写在页边第二个空白
处。
在本答题手册中，使用圆珠笔打草稿。
用圆珠笔划掉任何你不希望评分老师打分数的部分，但同时不得让你作答的其他内容无法识读。
不可以撕下或撕毁本答题手册的任何部分。
你必须提交你完成的所有作答内容，如果你使用了任何其他纸张作为答题手册的延续，
请将其插入本答题手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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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回答三个问题，每个问题必须针对不同的作品。你必须在第一部分中选择一个问题，在第二
部分中选择一个问题，然后再任选一个问题回答。
第一部分
1

艾青诗选
请从问题 (a) 或问题 (b) 中任选其一，用中文写一篇600到800字的文章加以回答。
(a)《煤的对话》

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万年的深山里
我住在万年的岩石里
你的年纪——
我的年纪比山的更大
比岩石的更大
你从什么时候沉默的？
……

(i)

这首诗歌为什么采用对答的形式？请举例分析。

(ii) 诗歌中，煤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

或者
(b) 艾青作为爱国诗人，常常在诗歌中表现出对祖国和人民苦难命运的关注。请举例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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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行健：《绝对信号》
请从问题 (a) 或问题 (b) 中任选其一，用中文写一篇600到800字的文章加以回答。
(a)

小号

你这块头儿换给我就成了。

黑子

咱卖了，换你那工作！

小号

（好心地）我给你凑点钱，黑子，做小买卖去吧，我有工资啦。

黑子

（自嘲）挤小脚老太太的生意，卖大碗茶去？再不，沾偷车的光，
到商店门口拦根绳子，找骑车的主儿讨钱？这都不要本。（不胜烦
恼，吹了声口哨）
〔车匪和同伙上。

车匪

（对同伙）就这趟车，六点二十分发车。货在守车前第三、第四位
两节车上，离守车太近。妈的，这小子怕湿鞋，得推他一把。我得
陪他遛一趟。传话叫曹家铺上人。
〔车匪的同伙下。车匪从暗中走出来。

车匪

（对小号）师傅，这车哪里去？（递上香烟）

小号

不抽。

黑子

来一支。（递上烟盒，自己用嘴叼上一支，掏出电子打火机，给小
号点烟）

(i)

车匪说对黑子“得推他一把”。请分析为什么。

(ii) 根据剧本全文，说说小号对工作有什么样看法。

或者
(b) 《绝对信号》写于八十年代，反映了当时哪些方面的社会现实？请用戏剧内容进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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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请从问题 (a) 或问题 (b) 中任选其一，用中文写一篇600到800字的文章加以回答。
(a)

“别哭了！”陈信烦躁地站了起来，“妈妈，我不要这房子，我不结婚。我
们插队落户的，能有回上海的一天，就满足了。”
妈妈哭得更伤心了。嫂嫂看了他一眼，哭声低了下去。
晚上，大家都睡了，大哥抽着烟走进“违章建筑”，说：“你别生你大嫂
气，她就是这么个脾气，心并不坏。当时我们结婚，我没有储蓄，只买了一只
床。她并没抱怨。这几年，我们省吃俭用，买了家具，装修了房间，她心满意
足，觉得苦了几年终于有了结果，自然要竭力保护。她心不坏，她也说，应该让
给弟弟半间，只是舍不得，我慢慢劝她……”
“大哥，别说了。”他猝然说道，“我刚才不是说气话，我不要这半间，我
发誓。你让她放心，只是不要分户口。妈妈要伤心的，老人家喜欢子孙团圆。”
大哥哭了，抱住他肩膀。他也想抱住大哥的，可结果却一把推开他，钻进了被
窝。在外十年，把他的感情也磨粗糙了。

(i)

为什么听了陈信的话，妈妈和嫂子哭声有不同的变化？请试着分析二人的心理。

(ii) 请举例分析大哥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

或者
(b) 陈信下乡后和回到上海后，他的生活目的有了什么样的变化？请举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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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4

张抗抗：《残忍》
请从问题 (a) 或问题 (b) 中任选其一，用中文写一篇600到800字的文章加以回答。
(a) 你认为马嵘为什么二十年后才再回到知青地点？

或者
(b) 请说说你认为小说中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5

韩少功：《归去来》
请从问题 (a) 或问题 (b) 中任选其一，用中文写一篇600到800字的文章加以回答。
(a) 小说中多次描写了黄治先想象的场景，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请举例分析。

或者
(b) 小说最后，“我”感到窒息，所以逃离了村子。请举例分析原因。
6

鲁迅：《故乡》
请从问题 (a) 或问题 (b) 中任选其一，用中文写一篇600到800字的文章加以回答。
(a) 请根据小说分析“我”心目中的故乡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
(b) 小说中的孩子们与成人相比，为什么会没有隔阂？请举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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