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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本试卷分为三个部分，共 22题，必须全部作答。 

2. 不必抄题，惟须注明题目号数。 

第一部分 

现代文 

【65分】 

第 1 题 

根据下面的文字，概述赵高意图篡位的经过。答案字数不可超过 130。文后须

注明确实的字数。                         

赵高，是秦朝秦二世时权倾朝野的丞相。他本是赵国的宗室远亲，家族落

魄后流落到秦国，母亲犯罪之后被收容于隐宫，而赵高就是出生在这个专门收

容刑满释放罪犯的场所。  

秦始皇听闻他勤奋，便有意提携他，让他任中车府令。赵高本就善于察言

观色，很快就获得了秦始皇的信任，屡获升官。   

秦始皇死后，赵高与李斯伪造诏书，逼着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再拥立次

子胡亥为帝，即为秦二世，自己担任郎中令。他在任期间结党营私，徭役更加

繁重，行政更加苛暴。后来又设计害死李斯，成为秦国丞相，二世成为傀儡皇

帝。   

赵高野心勃勃，日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可朝中大臣有多少人能听他摆布，

有多少人反对他，他心中没底。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准备试一试自己的威

信，同时也可以摸清敢于反对他的人。  

一天上朝时，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满脸堆笑地对秦二世说：“陛下，我

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心想：这哪里是马，这分明是一只鹿嘛！便

笑着对赵高说：“丞相搞错了，这里一只鹿，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面不改

色心不跳地说：“请陛下看清楚，这的确是一匹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那只鹿，

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一转身，用手指着众大臣，

大声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  

赵高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两只眼睛骨碌碌轮流地盯着每个大臣。大臣都

被赵高的一派胡言搞得不知所措，后来赵高的一些亲信和一心想讨好赵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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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连声说：“是啊，丞相牵来的就是一匹马呀！”这话一开头，大臣都被逼表

态了。害怕得罪赵高的大臣，都昧着良心说那是一匹马。一些胆小又有正义感

的人都低下头，不敢说话，因为说假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又怕日后

被赵高所害。少数正直刚烈的大臣就直说那是一头鹿。眼看大部分的大臣都迎

合自己，赵高嚣张地发出一阵胜利的笑声。    

指鹿为马这件事，使赵高觉察到自己的赫赫权威，野心随之膨胀。事后，

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甚至满门抄斩。不

久之后，赵高发动政变，逼死了二世，意图篡位，后来登基时候遇到突发状况，

准备扶植秦宗室的子婴做皇帝。  

子婴在公子时期便听闻赵高的种种恶行，不愿意成为傀儡皇帝，他在登基

当天，与谋士商量之后将赵高斩于殿中。秦王朝不久也灭亡了。赵高独揽朝纲，

威风一时，到头来仍不免做了个刀下之鬼，一代权臣落个凄惨下场。   

（《指鹿为马》,有改动） 

 

第 2 至 7题 

阅读下面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年轻人的鞋坏了，去修。街口就有一个修鞋的，摊子不大，一个戴着单帽

的人在埋头干活儿。年轻人把鞋放下，修鞋人拿起鞋，看了看，说过半个小时

就可以来取。 

年轻人就离开了，往街上走。年轻人心里正烦，大学毕业有一阵子了，始

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人介绍一份，年轻人嫌工资太低，而且给一个连高中

都没有读过的老板打工，年轻人觉得有点那个。年轻人找了不下二十份工作，

都觉得不太满意，没有去做。他每天都注意看报纸上的用工信息，每天都去联

系，有时上门去毛遂自荐，结果，都没有谈成。年轻人自然心里不是滋味，别

的不用说，光鞋就走坏了两双。鞋走坏了可以修，往修鞋摊儿上一放就行了，

可工作始终没有影子，这让年轻人很是心焦。 

取鞋的时候，年轻人付了钱，正要走，写鞋人问：“还没有找到工作？”

年轻人一愣，说：“没有。”转身闷闷不乐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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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年轻人又去那儿修鞋，却先愣了一下。原来的修鞋摊儿不见了，被

一间干干净净的小屋取代了。修鞋人坐在屋里，正捧着一份杂志看。年轻人走

进屋里看了看，放下鞋说：“这小屋不错，你发财了。”街口这地段，金贵，

能有一间屋，是许多人眼馋的事。修鞋人说：“夏天省得风吹日晒，冬天省得

挨冻，享点福吧。”年轻人说：“你把一个小小的修鞋摊儿干大了，不简单。”

修鞋人放下杂志，开始干活儿。 

年轻人没有出去，拿起杂志一看，竟是一本文学杂志。年轻人问：“你喜

欢？”修鞋人说：“喜欢。”转眼就修好了。修鞋人问：“这么久了，应该找

到工作了吧？”年轻人有点不高兴，觉得修鞋人多嘴。但他不好跟一个修鞋人

发火。年轻人没有说话。修鞋人真是多嘴了，年轻人往外掏钱时，又说：“这

个小摊儿，我干了两年多，总算有一点模样了，我挺高兴的。”年轻人觉得修

鞋人说的话是给自己听的，有挖苦人的味道，放钱时就把不满表现出来了，他

没有放，而是扔。修鞋人似乎看出来了，淡淡地笑了一下。 

年轻人再次来修鞋时，修鞋人放下杂志，请他先坐下，还倒了一杯水。年

轻人颇觉迷惑，不知道修鞋人为什么这么客气。修鞋人说：“我们是校友。”

年请人一惊，认真地看修鞋人，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个人。修鞋人说：

“你大学没毕业的时候，有一年寒假你到我这儿来修鞋，我见你戴着校徽，知

道咱两是一个大学的校友。”年轻人吃惊了，目不转睛地看着修鞋人。修鞋人

说：“我毕业已经两年了。我高你两界，算是师兄了，我叫钉子。”年轻人似

乎一下想起了什么，说：“钉子？对了，是钉子。我在校报上见过这个名字。

钉子就是你呀？你好像写了几首诗，发表在校报上。”修鞋人说：“没错，钉

子就是我。我挺喜欢文学的，觉得生活中如果有文学相伴，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也不能啥都不干啊，就干起了这个。我父亲是

鞋厂的技师，摆弄鞋有一套，我学来了。” 

年轻人不解地看着修鞋人，心里觉得一个大学毕业生修鞋，怎么想都有点

那个。修鞋人开始干活儿。年轻人翻着杂志，竟看到了钉子的名字，杂志上登

了他的一篇小说。年轻人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写的就是修鞋的事。“修完

了。”修鞋人说：“鞋穿在脚上，所以鞋听脚的。我只会修鞋，不会告诉脚怎

么走路。所以我和你说过的话，你可以不听，或者只当没有听见。” 

年轻人拿出钱。修鞋人说：“这次不要钱了。”“为什么？”年轻人问。

“不为什么。”修鞋人答。年轻人看了修鞋人一眼，似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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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走出小屋，在门外站了好一阵，才慢慢离去。 

（阎耀明《鞋》，有改动） 

而且给一个连高中都没有读过的老板打工，年轻人觉得有点那个。 

2. “有点那个”说的是年轻人怎样的心理？他为什么会有此想法？ 【5分】 

 

心里觉得一个大学毕业生修鞋，怎么想都有点那个。 

3. 年轻人怎么看待修鞋人？        【4分】 

 

4. 年轻人曾经三次修鞋，三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试简要说明这三次的心理反应。       【3分】 

 

5. 究竟修鞋人如何影响了年轻人？       【6分】 

 

6. 文中的修鞋人有正面的形象，试举出两种。     【3分】 

 

 

你可以不听，或者只当没有听见。 

7. 上面句子属于什么复句？        【2分】 

 

第 8 至 12题 

阅读下面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不知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在记忆中留下一段对黑暗很深的、

难以忘怀的感触，我把这种感触叫做“荒野无灯”。小时候怕黑，怕一个人呆

在家里，怕窗外那些与神怪故事相连的响动。这种恐惧不是对黑暗本身，而是

对藏在黑夜里的鬼怪的敬畏。长大了，常走夜路，在乡间，在大山里，一次又

一次地强化了我对黑暗的印象。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

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憧憧，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阴，黑暗在你

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这时候，我

往往疾走如飞，目光朝着前方茫然地摸索，直至一盏灯像萤飞进心田，猛地点

燃温暖全身的火——一种热爱和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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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旅，总会经常穿行于荒野无灯的境界，如火车会钻进漆黑的隧洞。

当列车在长长的隧洞中穿行时，虽然身处险境，但作为乘车人，我们处之泰然，

泰然是因为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是的，我们处于这个闹哄哄的世界，常常身

处黑暗而不惊，有时来自一种盲目依赖和盲目信任。我读高中时正值“文革”，

深夜值班站岗，四周万籁俱寂，心头还是害怕的，但回头看一眼同伴的眼睛，

便相信这两个小时不会出事。现在回想起来，因为无知，反而坦然。 

孤绝是一种人生境界，它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独行夜路所给

我们的刺激。有时我身处闹市，四周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两旁是红红绿绿的彩

灯，而我却如处荒野，心里刮着凄冷的风。谁都可能产生这种体验，你明明被

这个世界紧紧搂着，然而内心却感到自己是无人理睬的弃儿。不仅在闹市里，

甚至在熟悉的人群中，也会有这种孤绝感。那些熟悉的脸一下子变得陌生了，

没有一张嘴向你说真话，没有一双眼睛使你感到温暖，无靠无助的感觉紧紧攫

住你的心，从环境到心境，都真是：荒野无灯。沉沦往往从这一刻开始，酗酒

是常用的方式，借以逃出这片荒野。乞助和寻求怜悯是常被人采取的解脱方法，

可惜这种解脱是以出卖或出让尊严与自信为代价的。 

人生之旅常常有一段难以摆脱的黑暗，它对每个人都同样严酷。这种黑暗

也许是一个大时代的国家民族的浩劫，个人只分担了其中的一份。这种黑暗也

许只是个人命运中的小插曲，诸如失恋、被诬、疾病等等，对其他人而言是微

不足道的琐事。然而每个人在通过这段黑暗时所产生的心境是不同的，解脱的

方式也会各异。 

说到这里，我可以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因为我们平素看不到的内心世界，

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显影，会左右我们的言行。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应该是

孤绝心境的最美描绘。“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在此绝灭之境，能心

平气和地垂钓，是一境界。能够不与人为伍的独钓又是一境界，而能在绝灭孤

独之中钓寒江之雪，乃是最高境界。以前老师讲课总说这是诗人失意心态的写

照。 

其实，人难免不失意，失意时不失人格，不失风骨，不失高洁，才可独居

寒冷的江峡中，成为高天银雪世界的惟一自持者。假如你在蓑笠翁的位置，会

如何呢？我曾问自己。我说，我不如他，我不会怕冷，却会怕这荒野没有一盏

唤我归去的灯…… 

（叶延滨《灯火的温情》，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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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作者在文章开头详细叙述了自己走乡间夜路的经历， 他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4分】 

 

9. 文章第一和第三段出现了“荒野无灯”，请分别指出它们在文中的具体含义。

            【4分】 

 

10. 作者最后说：“我不会怕冷，却会怕这荒野没有一盏唤我归去的灯……”

你怎样理解作者这句话在文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4分】 

 

11. 作者说人在孤绝的环境中，旺旺容易采取乞助和寻求怜悯方式来解脱自己。

假如你处于这种环境，你会采取上述的方式来解脱自己？为什么？ 【5分】 

 

12. 写出本文的中心思想。        【5分】 

 

 

第二部分 

古代诗文 

【25分】 

第 13 至 16 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然后回答问题。 

赵惠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事偃①兵十馀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

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

有其实。今蔺、离石②入秦，而王缟素布总③；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

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

今有人于此，无礼慢易而求敬，阿党不公而求令，烦号数变而求静，暴戾贪得

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 

（《吕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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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偃(yān):停止，消除。 

② 蔺、离石：地名、赵国土地。 

③ 布总：用麻布束发。 

 

13. 公孙龙认为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兼爱天下？    【4分】 

 

14. 面对“秦得地”、“齐亡地”二事，赵惠王心态如何？  【4分】 

 

15. 根据本文，黄帝面对什么情况也会束手无策？    【4分】 

 

寡人事偃兵十馀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 

16. 将上面的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      【3分】 

 

第 17 至 19 题 

阅读下面的诗歌。然后回答问题。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浣溪沙》) 

青山不识我姓字，我亦不识青山名。  

飞来白鸟似相识，对我对山三两声。 

(叶茵《山行》) 

17. 诗人晏殊在见到“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飞鸟时，流露出什么情感？ 

            【4分】 

 

18. 《山行》中远远飞来的白鸟为什么会对山鸡叫，对人欢歌呢？ 【3分】 

 

19. 《山行》中的主人公和《浣溪沙》中的主人公一样是故地重游吗？为什么？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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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至 22 题 

回答下面有关名句的问题。 

20. “是非成败转头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2分】 

(b) 根据上面名句，作者对“得失成败”有什么看法？  【2分】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21. 上述两个名句中“丹青”分别代表是什么？    【3分】 

 

22. 写出下面名句的含义。（任选一题）     【3分】 

(a) 桃李虽艳，何如松苍柏翠之坚贞？ 

(b)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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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MA JAWAPAN BC K2 

第 1题 

 

 

2-7题 

2. 他觉得丢脸（3）。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给比自己学历低的人打工（2）。2 

3. 他认为修鞋人简直是大材小用（4）。 

4. 第一次觉得闷闷不乐（1）；第二次他觉得自己被挖苦而感到不满（1）；第 

   三次他似乎有所领悟（1）。 

5. 修鞋人凭着自己的本事将修鞋摊变成修鞋屋（1），在业余还在文学杂志发 

   表小说（1），积极追求自己的梦想（2）。他能够面对现实，在生活中找到 

   自己的位置（2）。 

6. 他脚踏实地（2），也有自己的人生追求（2）。（1 个 2%，2个 3%） 

7. 选择复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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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题 

8. 从自己的生活经历谈起（2），为下文谈人生的孤绝境界铺垫（2）。 

9. 第一段的“荒野无灯”是指记忆中对野外黑暗环境有深且难以忘怀的感    

  （2）。第三段的“荒野无灯”是指身居闹市与朋友之中，心境却犹如处于无 

   灯的荒野般，感到无靠无助和有孤绝感（2）。 

10.在作者看来，人生道路上的孤绝、困难和艰苦环境并不可怕（1），可怕的 

   是感受不到真情和温暖（1）。这表达了作者对时间真情和温暖的渴望与追 

   求（2）。（接受任何适合的答案） 

11. 当我在孤绝的环境中，我不会采取乞助和寻求怜悯等方式来解脱自己，因 

    为这种解脱方式的代价很大，让人失去尊严与自信。此外，如果自己不去 

    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一味地寻求别人的帮助以及同情，也只能暂时脱离 

    困境，而问题却依然存在。只有保护自我，勇于进取，才能走出孤绝的环 

    境。（5）（接受任何适合的答案） 

12. 当处在孤绝的环境中，要保持平和心态，并在这逆境中，在心中点一盏温 

    情的灯，保持自我、不失风格、不是风骨、勇于进取。（5） 

 

13-16题 

《吕氏春秋》参考译文 

赵惠王对公孙龙说：“我致力于消除战争有十多年了，可是却没有成功，战争

不可以消除吗？”公孙龙回答说：“消除战争的想法，是兼爱天下人的思想。

兼爱天下人，不可以靠虚名来实现，一定要有实际行动。现在蔺、离石二县归

厲了秦国，您就穿上丧国之服；向东攻打齐国夺取丁城邑，您就安排酒筵、加

筲、摆酒庆贺。秦国得到土地您就穿上丧服，齐国丧失土地您就加餐庆贺，这

都不符合兼爱天下人的思想。这就是消除战争不能成功的原因啊。”现在布这 

样一个人，傲慢无礼却想得到尊敬，结党营私处事不公却想得到好名声，号令

烦难屡次变更却想得到平静，乖戾残暴贪得无厌却想得到安定，即使是黄帝也 

会束手无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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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靠虚名来实现（2），而是要有实际的行动（2）。 

14. 秦国得到土地，赵王穿上丧国之服（2），齐国丧失土地，赵王却加餐 

   （1）、摆酒（1）以示庆贺。 

15. 傲慢无礼的人想得到尊敬（1）；结党营私、处事不公的想得到好名声 

   （1）；号令烦难屡次变更的想得到平静（1）；乖戾残暴贪得无厌却想得到 

    安定（1）。 

16. [我][致力]于消除战争十[多]年[了]，[可是]却没有成功，战争 

    不可以消除[吗]？  【1=0,2-3=1,4=2,5-6=3】 

 

 

17-19题 

晏殊《浣溪沙》参考译文 

在旧亭台上饮了一杯酒,边写下一曲新词，想起去年也在这里,也是这样的天

气，我坐着，看那夕阳西下，突然感叹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已一去不返，只是此

问的人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无奈地者着那花在风中飘荡、落在地上，燕子归来的样子也是似曾相识，时

问飞逝，物是人非，我站在花园里飘着落花香味的小路上，啡有一个人独徘徊，

不胜感慨。 

叶茵《山行》参考译文 

青山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靑山叫什么名。 

飞过来的白鸟似曾相识，对着我和山鸣叫几声。 

17. 物是人非的无奈（2）以及怀旧伤感之情（2）。 

18. 宣泄深山空谷中无拘无束地痛快酣畅（2），同时向跋涉而至的诗人表达由 

    衷的欢迎（2）。 （1个 2%，2个 3%） 

19. 不是（1），诗中的“不识”（1）证实了主人物是初次来到（1）这座山。 

 



13 
SULIT 6351/2 

6351/2  [Lihat halaman sebelah 

SULIT 

20-22题 

20. (a)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2） (b) 不必斤斤计较（2） 

21. 史册/史籍（2） 绘画（2）  （1个 2%，2个 3%） 

22. (a)比喻有品德的人经得起各种严峻的考验，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3） 

    (b)比喻事情不会持续到永远，终有停止的时候。（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