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

1. 本试卷分为甲、乙两组，必须全部作答。

2. 不必抄题，惟须注明题目号数。

甲组

现代文

[70分]

读下面的文章，概述杨立接受奖励的经过。答案字数不可超过130字。文后须注明
确实的字数。

2006年夏天，在德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杨立从波恩港出发，沿着莱茵河开始了
他的自行车旅行。

一天，当他来到莱茵河沿岸的一座小镇投宿时，却被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拦住。

德国国内的治安相当不错，几名警察对他也很客气，在仔细询问了他从哪里来之

后，彬彬有礼地把他请到了警局。不明就里的杨立非常紧张向警察询问缘由，可是

对方对情况也并不清楚，说是受一个叫做克里斯托的小镇之托来寻找他。

来到警局不久，杨立就接到从克里斯托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小镇镇长掩饰

不住欣喜地告诉他，要他回克里斯托小镇领取500欧元的奖金和一枚荣誉市民奖
章——这是小镇历来对拾金不昧者的奖励。　

原来，两天前杨立路过克里斯托的时候，将捡到的一个装有几千元欧元现金

和几张信用卡的皮夹送到了市政厅，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悄悄离开了。这次镇长

希望他回去，他当然是想都没想就推辞了。镇长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施恩不图

报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自己如果接受那笔奖金和荣誉，反倒显得动机不纯。

镇长想了想，问杨立：“你知道我们是怎样找到你的吗？”

杨立说不知道。镇长告诉他，在他离开后，镇上的人们立即开始打探这个善良

的东方青年的下落。由于杨立在镇上只是稍作停留，镇上的人也只是听说他在沿

莱茵河旅行，连具体的方向都不清楚。小镇的警局只好把对杨立相貌的拼图电传

给上下游两岸的十多个城镇的警局，发动了百余名警力，这才把他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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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两天来克里斯托小镇如此劳师动众地寻找自己，杨立很是感动，也很不

理解：既然自己都已经离开，还有必要如此大费周折吗？如果不找的话，岂不是替

失主省下了这笔钱吗？

镇长听到他的话之后，用英语说了句“东方式思维”，然后严肃地回答：“施恩不图
报，并不是你们中国人眼中简单的个人问题。可以说，你拒绝我们的请求，已经相

当于在破坏我们的价值规则。那些奖励你可以不在乎，但你必须接受。因为那不

仅仅是对你个人的认可，也是整个社会对每个善举的尊重。对善举的尊重，是我们

每个公民的责任，也让我们有资格去劝勉更多的人施援向善。所以，我们才不能因

为你的无私而放弃履行自己的责任。”

这番话让旅居德国近一年的杨立第一次真正认识到“德意志智慧”。最后，他终于
答应回到了克里斯托。因为，他明白，自己实在辜负不起那份尊重。

（《施恩图报》· 德国的故事）

第2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25分]

我和老郭是邻居。他经营馄饨馆，我把持一家画斋。闲暇，我会到隔壁找他下象

棋。他常常来者不拒。老郭脾气好，馄饨馆的面积虽然说不上大，一天也未必见得

挣几个钱，但忙碌的老郭每天脸上都挂着笑。

他的妻子负责给他打下手，两人清闲时偶尔也会到我的画斋来。这幅画叹句高

超，那幅字赞句绝妙，有时看我交易金额居五位数以上，也会露出羡慕的神色，却

也只是咂咂嘴。

那天我到老郭的馄饨馆，发现靠墙的位置新摆了一张特制的小桌。我正想向他

们夫妻打探个究竟时，赶巧从门外闪进一位衣衫褴褛、双目失明的老人。老郭微

笑着把他请到那张小桌前。老人起始不解，后来听老郭耳语几句，满意地笑了。

正是中午吃饭高峰期，我发现有几位顾客看到这场景，下意识地摇头，等到把肚

子填饱了，复杂着一张脸结账，然后快速走人。如果我猜得没错，我相信他们不会

再光顾馄饨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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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郭夫妻似乎并不在意。虽然看得出他们也想找解释的机会。我悄悄拉过老郭

问他：“老人是不是乞丐？”老郭点头。我说：“你让他在这儿吃饭，还专腾一张饭桌
，不怕砸了你好端端的生意？”

老郭笑着说：“人都有难的时候。他又碍不着谁。”我轻轻捶他：“可你这做的是生
意啊！要靠它糊口，怎么能感情用事呢？”

老郭继续笑着说：“我知道。”

我对他依然表示不可理解。

那位老人吃完馄饨，从怀里掏出几枚硬币，掷地有声地拍在饭桌上。然后，老人

慢悠悠往外走，老郭在身后微笑着相送，同时以极快的速度把钱揣进兜里。我无心

再与他下棋，追问他到底怎么回事。老郭却什么都不说，继续招呼顾客，脸上还是

春风怡人。

隔天下午，我找了个空闲再去。我心情不错，因为刚出手两件仿制的山水画。我

问他：“老人是不是天天来？”

老郭说：“他好像特别爱吃馄饨。”

我说：“你这就是犯糊涂！”

老郭又摇头:“我好几年没回家乡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父亲。再说，吃一碗馄饨
怎么了？他又不是不给钱！他来很多次了。第一次来时，有人提过意见。可你猜

那老人怎么着？他把硬币很响地拍在桌上，说我不差钱！你看，这样待见他，可能

是伤到他的自尊了。”

我被老郭说笑了:“自尊，和一个乞丐谈自尊？”

老郭拧起眉毛说:“人怎么会没有自尊呢？每个人都有啊！那是做人的前提。”

他告诉我，那之后，他想出一个主意。就是从邻居那儿要来一张小方桌，只可供

一个人坐。平时桌上放些东西，老人来了专腾给他吃饭用。

我还是难以接受，但我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从那之后我倒留意起老人来。老人

每次来就只吃一碗馄饨。每次结账时，都把硬币拍得很响亮，似乎想证明自己真

的不差钱。老郭呢，依然好迎好送，收钱速度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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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有一天，会有更大的发现。我发现老人用的钱其实不全是硬币。

那天老郭很忙。他没来得及收起的硬币让我着实看了个真切。那些硬币不过是

游戏币而已，并且有几枚还是什么日本钱币和零角散币。我惊诧莫名，想着知道

真相的老郭是不是疯了？

老郭脸有些微红，说:“他不是乞讨嘛，他不是眼睛看不见嘛！也就是块儿八毛的
事，不碍事的。我这店小是小了点儿，可不会因为他每天吃一碗馄饨，就给吃空了

……”

我的震惊程度不小，回到自己的画斋，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我巡视墙壁上的

那些字画。良久，我对妻子说：“把那些仿画撤下来吧。现在就撤！”

妻子瞪大了眼睛，表情复杂。我没解释，抬脚又到隔壁找老郭下棋去了。

（田洪波《特殊顾客》有改动）

(一) 从哪一事项可看出老人是馄饨馆里的特殊顾客？ [3分]

（二）根据上面引文，顾客与妻子的“复杂”各反映了什么内心想法？ [6分]

（三）试分析老郭的人物形象。 [4分]

（四）老人这一角色在文中起了什么作用？ [4分]

（五）“我”为何突然改变心意要撤下那些仿画？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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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面的句子属于什么修辞手法？ [2分]

第3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25分]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既然太阳上也有黑点，人世间的事情就更不可能没有缺
憾。”是的，缺憾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正因为有不完美，人
们才会不断地弥补、完善。我们应该正视缺憾，追求完美。

身体的病残是一种缺憾。对待这种缺憾，有的人恨，恨它们破坏了本该有的完

美，恨它们破坏了本该有的幸福。可转念想想，如果霍金拥有十分健康的身体，如

果邰丽华能言善听，如果史铁生可以向着大海奔跑……完美，就真的存在了吗？
因疾病缠身的缺憾，霍金用超凡的意志在轮椅上，给现代物理科学添了完美的一

笔；因听说障碍的缺憾，邰丽华在舞蹈方面逐渐显露天赋，给舞台艺木添了完美的

一笔；因双腿瘫痪的缺憾，史铁生爱上了写作，他的《命若琴弦》《我与地坛》给文

学艺术添了完美的一笔。由此可见，身体病残的人也可以创造人生的完美。

人生的不如意也是一种缺憾。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向往美好，排斥缺憾，但

出现错误，遭受挫折和失败，往往是难以避免的事情。面对这些缺憾，有的人徘徊

不前，半途而废；有的人唉声叹气，急流而退；有的人甚至自暴自弃，悲观绝望。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进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西楚
霸王“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乌江自刎，是不是令人潸然？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不
会有谁认为项王渡江而逃有失颜面，不会有谁认为这是项王人生中的一个缺憾，

除了他自己。他因为这所谓的缺憾迷失了方向，因为这所谓的缺憾放弃了梦想。因

为这所谓的缺憾，给本可以完美的明天画上了休止符。

项王拒绝缺憾，放弃梦想，将自己的人生结束在缺憾中，他永远跨不到那个叫

“完美”的殿堂。其实在人生这场戏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只要能正视人生
的不如意，就可能将缺憾转变为完美。

1868年，美国3M公司发明了—种胶水，却不是很成功。这种胶水看上去很粘，
可就是粘不牢东西。这一缺憾一直困扰着工程师福莱。直到1974年，福莱参加礼拜
翻开歌本时，书签掉了下来，他突然想起那次不成功的发明，于是灵机一动：把这

种胶水粘在书签上，书签不就掉不下来了吗？通过实验，—种带粘性的书签涎生
了，无论把这种书签粘貼到哪儿，它都会乖乖地呆在那儿，不需要时把书签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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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对书有任何损伤，而且往上写字也非常方便，这就是不干胶便利贴的前

身。便利贴一经问世，便十分畅销，至今仍是3M公司的不败商品，并持续演化出其
它无痕挂钩等明星产品。一次失败未必永远失败，工程师福莱就是一个人生的智

者，他将生活的缺憾智慧地转变成了完美。

面对缺憾，我们无须听从命运的安排，要以坦然的心态逆势起飞，不被缺憾羁

绊，勇敢地走出阴影；面对缺憾，我们要用坚强的毅力将缺憾化作一种动力，凭借

坚韧不拔的努力营造完美；面对缺憾，我们还应有智慧的思考、创新的意识，改变

缺憾带来的不利因素，最终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追求完美，但不能苛求人生十全十美。完美
并不意味着缺憾的完全消失，只要能将缺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尽力使缺憾最小

化，也就能更加接近完美。

（选自《《道是缺憾却完美》文道》有改动）

（1） 文章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3分]

（2） 根据本文第二段，作者认为身体病残的人也可以创造人生的完美，何以见

得？ [4分]

（3） 你如何诠释上文中的“艺术家”？ [3分]

（4） 第⑥段作者运用了举例论证手法，试说明其作用。 [3分]

（5） 针对上述的观点，你有何看法？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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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了上面的例子，从你的生活中举出另一个例子，证明“一次失败未必永远
失败”。 [5分]

（七） 写出上面句子中一个有采用修辞手法的部分，并注明有关的修辞手法。
[3分]

乙组

古诗文

[30分]

第四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然后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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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郗雍有什么本领？ [4分]

（二）赵文子对晋侯重用郗雍一事提出什么看法？ [4分]

（三）文子认为怎样才能消灭盗贼？ [6分]

（四）试将下列的文字翻译为现代汉语。 [4分]

俄而群盗谋曰：“吾所穷者郗雍也。”遂共盗而残之。

第5题
阅读下面的诗歌，然后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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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人在《从军行.其一》中借用哪些意象寄托孤独落寞之情？ [3分]

（2） 上面诗句说明了当时战事怎样的情况？ [4分]

（3） 述两句诗句表达的情感有何不同？ [5分]

参考答案：

杨立路过克里斯托镇，捡到皮夹①，送到市政厅①，没留名就离开①。镇长托人①

找他回去领奖①。他告知镇长施恩不图报①是中国传统①。镇长说拒绝奖励①是

破坏德国人的价值规则①。奖励①是对个人的认可①，也是社会①对每个善举的

尊重①。尊重善举①，是公民的责任①，也劝勉①更多人施援向善①。他辜负不起

①那份尊重①，答应领奖①。

（122字）

(一) 从哪一事项可看出老人是馄饨馆里的特殊顾客？ [3分]

·老人虽然衣衫褴褛，双目失明，老郭依然真诚地招待他，不在意其他顾客的
感受。/

·老郭对老人的待遇特殊，为他设了一个专属座位。/

·老人响亮地付钱后，老郭总是快速收起老人给的钱币。③ （任选一项）

9



（二）根据上面引文，顾客与妻子的“复杂”各反映了什么内心想法？ [6分]

顾客对老人的（嫌弃/鄙夷）/顾客对老板让老人在店内吃饭深感不满。③

妻子对“我”要撤下有巨大利润的仿画深感不解。③

（三）试分析老郭的人物形象。 [4分]

形象：善良/有爱心/真诚②

例子：他专腾了一张饭桌放在靠前的位置以方便老人用餐。/

明知老人所给的硬币只是游戏币或是日本钱币与零角散币，并不足

以付还馄饨的价格，但老郭并不说破，依然欢迎老人用餐，并且快速

将钱币收走。②

形象② + 例子②

（四）老人这一角色在文中起了什么作用？ [4分]

·以老人这一角色来（提醒/警示/教育/引导/启发）我们②，（再穷之人也必须
获得他人的尊重/再穷之人也需要维护自尊。）② /

·由老人引出“我”和老郭对金钱的看法和做生意原则的不同②，为“我”的改变
做铺垫②。/

·通过老郭对待老人善意、真诚的态度②，（揭示本文主题/告诉我们生意人
应该心怀善意，以真诚为本，正确对待金钱。）②

（任选其中一个答案，其他答案合理即可给分）

（五）“我”为何突然改变心意要撤下那些仿画？ [6分]

老郭对待老人的态度引起“我”的反思/使我羞愧②：与老郭的善心相比/对比
②，“我”才觉得卖仿画是不道德的行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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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面的句子属于什么修辞手法？ [2分]

设问修辞②

（7） 文章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3分]

我们应正视缺憾，追求完美。③

（8） 根据本文第二段，作者认为身体病残的人也可以创造人生的完美，何以见

得？ [4分]

作者以身体有缺陷的霍金、邰丽华和史铁生为例②，说明他们虽然身体有缺

陷，仍能凭借着他们那坚韧不拔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营造出完美的人生。②

（9） 你如何诠释上文中的“艺术家”？ [3分]

他能勇于面对生活中任何挑战和不顺遂，并积极创造梦想，能追求并实现完

美人生。③

#答案要求：             +                  +  +

（10） 第⑥段作者运用了举例论证手法，试说明其作用。 [3分]

这更具体有力论证了工程师虽然面对缺憾，但却有智慧将缺憾转变为完美

这一观点，使论证更充分，更有说服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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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针对上述的观点，你有何看法？                        [4分]

人生本来就不完美，所以在追求完美时也要有度，不是所有的缺憾都能被

转变为完美，只要尽力了，人生就不会有缺憾。④

（12） 除了上面的例子，从你的生活中举出另一个例子，证明“一次失败未必永远
失败”。 [5分]

例子 ：  我月考不及格，因此我痛定思痛，决定积极多做习题，不懂的就请教
同学或老师，终于在年终考试中，我考获60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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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写出上面句子中一个有采用修辞手法的部分，并注明有关的修辞手法。
[3分]

（任写下列其中一个答案，即得3分）

● 设问。“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进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何。”西楚霸王“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乌江自自刎，是不是令人潸然？其实，胜
败乃兵家常事，不会有谁认为项王渡江而逃有失颜面，不会有谁认为这是项

王人生中的一个缺憾，除了他自己。 ③

或

● 引用。 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不会有谁认为项王渡江而逃有失颜面。③/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进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③/

西楚霸王“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乌江自自刎，是不是令人潸然？(引用）③

或

● 层递。他因为这所谓的缺憾迷失了方向，因为这所谓的缺憾放弃了梦想。因

为这所谓的缺憾，给本可以完美的明天画上了休止符。③

（一）郗雍有什么本领？ [4分]
他能看出盗贼的相貌，从他们的眉毛和眼神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是贼。

（二）赵文子对晋侯重用郗雍一事提出什么看法？ [4分]

他认为依靠郗雍窥伺观察而抓到盗贼，盗贼不但清除不尽，而且郗雍一定会死于

非命/被盗贼杀死。

（三）文子认为怎样才能消灭盗贼？ [6分]
最好的办法是推举贤明的人担任官吏，对上让统治者开明/严明，对下使百姓
受感化，只要老百姓有羞耻的心，就不会去做盗贼。

（四）试将下列的文字翻译为现代汉语。 [4分]
俄而群盗谋曰：“吾所穷者郗雍也。”遂共盗而残之。

俄而 群盗 谋 曰：“吾 所 穷 者 郗雍 也 。”遂 共 盗而 残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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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一群盗贼[商量/计划]√说：“[我们]√[走投无路/处境困窘]√的原因，就[是]√这
个郗雍。”[于是]√[共同]√抓获并[残杀/杀害]√了[他]√。

1-2√ ：1分 3-4√ ：2分 5-6√ ：3分 7-9√ ：4分

译文

晋国苦于盗贼太多。有一个叫郗雍的人，能看出盗贼的相貌，看他们的眉目之间，

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是盗贼。晋侯叫他去查看盗贼，千百人中不会遗漏一个。晋

侯大为高兴。告诉赵文子说：“我得到一个人，全国的盗贼都没有了，何必用那么多
人呢？”文子说：“您依仗窥伺观察而抓到盗贼，盗贼不但清除不尽，而且郗雍一定
会死于非命。”不久一群盗贼商量说：“我们走投无路的原因，就是这个郗雍。”于是
共同抓获并残杀了他。

晋侯听说后大为惊骇，立刻召见文子，告诉他说：“果然像你所说的那样，郗雍死
了。但收拾盗贼用什么方法呢？”文子说：“周时有俗话说：‘眼睛能看到深渊中游鱼
的人不吉祥，心灵能估料到隐藏着的东西的人有灾殃。’况且您要想没有盗贼，最好
的办法是选拔贤能的人并重用他们，统治者开明，百姓受感化，老百姓有羞耻之心

，那还有谁去做盗贼呢？”于是（晋王）任用随会主持政事，而所有的盗贼都跑到秦
国去了。

（4） 诗人在《从军行.其一》中借用哪些意象寄托孤独落寞之情？ [3分]
百尺楼，秋风、黄昏、羌笛、关山月③。

[答对三项即得满分]

（5） 上面诗句说明了当时战事怎样的情况？ [4分]
战士们在条件恶劣的边塞战场（a），经历频繁的战事/身经百战/战争时间之
长（b），身上的金甲都磨穿了/战斗之艰苦（c）。
[a,b,c 中选答两项即可得满分]

（6） 述两句诗句表达的情感有何不同？ [5分]
第一句主要写戍边将士的思乡怀亲之情③；第二句则抒发了誓死报国的壮

烈情怀③。

[3+3=5]
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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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诗主要写戍边将士浓郁的思乡怀亲之情。前两句叙事兼写景，但情含

其中。“百尺楼”突兀于沙漠戈壁中，四顾无垠，再兼秋日“黄昏独上”，“海风”凛冽，
已有空寂孤独，悲风袭人之感。第三句再以闻“羌笛”吹奏述征戍之苦的《关山月》名
曲，以声写情，句首冠一“更”字，使主人公的思乡之情倍增不堪，故逼出最后一句：
“无那金闺万里愁。”此结语之妙，不仅不着痕迹地由景入情，而且宕开一笔，反以
妻子思“万里”外亲人之语，衬出自己之愁情，两面俱到，更显二人心心相印之深
情。此诗虽写愁绪，但融景于情，境界壮阔。在诗人笔下，“百尺”高楼、迢迢“海
风”、“万里”“关山”，无不尽染愁绪，充分体现了主人公悲塞天地的巨大张力和强烈
的感染力。

第四首诗通过对塞外辽阔的战场景象和激烈征战生活的描写，抒发了誓死

报国的壮烈情怀。前两句以“青海”“长云”“雪山”“玉门关”等塞外相距遥远的地名和
壮阔意象，勾画出气势恢宏的边塞场景。其中再以“暗”“孤城”“遥望”等词语，点出苍
茫荒寒的塞外地理特征，使人不难体会到一股悲慨之气已扑面而来。第三句以“黄
沙百战穿金甲”写征战，语言极为精练、刚健。大漠风沙的恶劣环境，身经“百战”的
惨烈经历，“金甲”磨穿的艰苦卓绝，不仅未使主人公斗志颓丧，而是历练得更为坚
强，斗志更加高昂，故第四句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誓言作结，就显得水到渠
成，满篇生辉。此诗以战场的苦寒、征战的艰险反衬豪壮的英雄本色，对比鲜明，

形象生动；以塞外博大壮阔之景驱昂扬豪迈之情，珠联壁合，情景照人，不愧为“盛
唐气象”的杰出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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