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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本试卷分为三个部分，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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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下面的文章，概述淳于髡以隐语劝齐威王振作的经过。答案字数不可超过

125。文后须注明确实的字数。 

 

 

战国时代，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オ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

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主，使君王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 

当时齐国的齐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智的君主，但是，在他即位以后，却

沉迷于酒色，不管国家大事，每日只知饮酒作乐，而把一切正事都交给大臣去办

理，自己则不闻不问。因此，政治不上轨道，官吏们贪污失职，再加上各国的诸

侯也都趁机来侵犯，使得齐国濒临灭亡的边缘。虽然，齐国的一些爱国之人都很

担心，但是，却都因为畏惧齐威王，所以没有人敢出来劝谏。 

其实齐威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很喜欢说些隐语，来表现自己的智慧，虽

然他不喜欢听别人的劝告，但如果劝告得法的话，他还是会接受的。淳于髡知道

这点后，便想了一个计策，准备找个机会来劝告齐威王。 

有一天，淳于髡见到了齐威王，就对他说:“大王，为臣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

一猜：齐国有只大鸟，住在大王的宫廷中，已经整整三年了，可是它既不振翅飞

翔，也不发生鸣叫，只是毫无目的蜷伏着，大王您猜，这是一只什么鸟呢?”齐

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一听就知道淳于髡是在讽刺自己，像那只大鸟一样，身为

一国之尊，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而他实在也不是一个昏庸的君王，于是沉

吟了一会儿之后，便毅然地决定要改过，振作起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因此

他对淳于髡说:“嗯，这一只大鸟，你不知道，它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到天上去，

它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你慢慢等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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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齐威王不再沉迷于饮酒作乐，而开始整顿国政。首先他召见全国的官

吏，尽忠负责的，就给予奖励；而那些腐败无能的，则加以惩罚。结果全国上下，

很快就振作起来，到处充满蓬勃的朝气。 

另一方面，他也着手整顿军事，强大武力，奠定国家的威望。各国诸侯听到

这个消息以后，感到很震惊，不但不敢再来侵犯，甚至还把原先侵占的土地，都

归还给齐国。 

齐威王的这一番作为，真可谓“一鸣惊人”呀! 

(摘自《成语故事大全·一鸣惊人》)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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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至 7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公司对面新餐馆开张，热热闹闹地放鞭炮。在办公室里看过去，是一家规模

中等的家常菜馆。中午约了几个同事一起过去吃饭。 

一进门，女孩笑盈盈地迎上前来，领我们入座。把菜单递过来，我们凑在一

起随意地翻看，有同事问:“小妹，有什么好吃的，推荐一下。” 

女孩抿抿唇，报了三两样特色菜，然后说:“我们店的蘸汁豆腐不错的，豆腐

嫩，味道纯，又有营养，女孩子吃了可以美容，还不长胖……点一份吧。”不像

介绍其他菜品，一份蘸汁豆腐，她用了好多词来形容，口气，也有点迫不及待。 

“是招牌菜吗？”我抬头问她。她的脸忽然有点红了，摇头，小声说:“不是

的，不过……”声音又急促起来，“不骗大家，真的很好吃，可以尝一尝啊。” 

我们都笑起来，菜单上，一份蘸汁豆腐不过 6 块钱，实在不是太值得去推荐，

就要了一份。 

菜陆续上来，包括那盘蘸汁豆腐，尝了一口，味道的确不错，不似市场上卖

的豆腐那样水，颜色好看，味道也纯，像小时候吃过的农民挑去城里卖的那种豆

腐;蘸的调味汁是韭花，也像自己家里做的，味道正正的。这道蘸汁豆腐虽不是招

牌菜，但的确可口。 

以后，几个同事常常来这家饭馆吃午餐，也常常会接受那个女孩的服务。她

已认得我们，不再刻意推荐了，但总要试探着问上一句，还要蘸汁豆腐吗？问完

了，脸依然会微微泛红。偶尔会拒绝，但大多时候，会要上一份。这样一道菜，

花不了几个钱，又如她所说，女孩子吃了可以美容，还不长胖。清爽的味道，每

天吃，也不会厌烦。 

也常常听到她对新顾客介绍这道菜，用词越发丰富，说起来越发流畅，只是

不知缘故。 

那天有同事过生日，过去吃饭，要了个小单间，没想服务的还是她。她说有

个负责包间的女孩请假了，她来顶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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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热闹事，我们破例要了些贵一些的菜。直到点完，她也记完，忽然抬

起头小声问:“今天不要蘸汁豆腐了吗？” 

我们先愣了一下，然后都笑起来，成心要逗逗她，我问:“为什么总介绍那道

蘸汁豆腐？是不是卖多了，你有佣金拿啊？” 

她的脸顿时红起来，不是以往那种羞涩的红，而是因为着急涨红了，急急摆

手:“不，不是的，不是那样的……” 

“那为什么呢？”同事说，“你要是不说原因，以后我们再也不吃蘸汁豆腐

了。” 

女孩的唇又抿起来，低着头，沉吟一小会儿，小声说:“我说了，你们不许说

出去。” 

得到我们的保证后，她才说:“这些豆腐是我爸做的，韭花是我妈做的。我来

城里打工，他们不放心，也来了，在城里租了个小房子做我们家乡的豆腐和韭花。

我来了这个饭店，爸就决定把做好的豆腐送到这里来，这样，每天他们都能来看

看我。开始老板不想要，爸说了很多好听的话，老板才答应卖一段时间看看。如

果卖得好，就一直要，不好就算了……老板不知道我是他的女儿……” 

窄小的空间，所有的声音都静止下来，只有女孩细细的声音，在慢慢描述一

个关于爱和生存的温暖画面。一个沧桑的男人，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和自己的妻

子一起每天泡豆子、磨豆腐、做韭花，然后大清早骑着三轮车赶到这家餐馆。而

他们心爱的女儿不管睡得多晚，也总会早早起来，装作无意碰到，帮他们把豆腐

抬到后厨…… 

女孩不再说话，怯怯地看着我们。好半天，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最后是过

生日的小何打破沉默，说:“今天我生日，请大家每人吃一份蘸汁豆腐。” 

女孩诧异地看着她，慌忙摆手:“别别……姐姐，豆腐吃多了会膩的。” 

“小妹，我们爱吃。”小何说，“真的爱吃。”我们跟着附和，然后催她，写

上一人一份。 

女孩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拿起笔去写，眼泪却忽然就掉了下来。她边擦边

不好意思地笑，擦完眼泪，拿着单子跑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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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女孩说出的实情之后，好半天，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 

 

不管见到见不到女孩, 我们都会主动地首先点一份蘸汁豆腐。 

 

从那以后，每次去吃饭，不管见到见不到女孩，我们都会主动地先点一份蘸

汁豆腐，并告诉所有相熟的人，如果去我们公司对面的家常菜馆吃饭，请一定要

点一份蘸汁豆腐。因为那盘豆腐里，装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夏夏《有一种豆腐是用亲情做的》，有改动） 

 

2. 为何女孩用了许多形容词及急促地介绍蘸汁豆腐？      [4 分] 

 

 

 

3.  你认为作者和同事在想什么？            [4 分] 

 

 

4. 文章标题是“有一种豆腐是用亲情做的”，综合全文的信息，写出豆腐与亲情

有关联的两件事。               [4 分] 

 

 

5. 在女孩说出实情之前和之后，作者与同事点蘸汁豆腐的原因有何不同？  

                     [4 分] 

 

6. 女孩有必要告诉老板她是卖豆腐夫妇的女儿吗？       [5 分] 

 

 

 

7. 写出上面复句的类型。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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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至 12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我们知道，人类的大脑是可塑的，当人类生活方式改变时，大脑也可能发生

变化。从远古人类首次发现如何使用工具开始，人类的大脑就受到迅速而明显的

影响。数字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我们每天离不开网络、

离不开手机时，我们的大脑是否也被改变了？ 

科学家认为，对网络科技的深度依赖，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这在阅读时

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书籍的深阅读与在网页上那种为了获取信息而进行的浅阅读

是不一样的。美国技术专家尼古拉斯•卡尔在《网络也有黑暗一面》一书中写道:

“过去几年中，我一直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某些人或某些东西正在改变我

的大脑，我目前的思考方式与过去相比已经截然不同，当我阅读时，能最为强烈

地感觉到这一点。持久地阅读一本书或一篇长文，曾经易如反掌，我曾耗费数个

小时徜徉在长长的文字里，我的大脑能够抓住叙述的演进或论点的转折，从而进

行思考。但如今不再如此，往往阅读两三页后我的注意力就开始漂移了，我感觉

我一直在试图将自己任性的大脑抱回到书本。”过去曾经甜美如蜜的阅读已变成

一场战斗。 

对书籍的深阅读需要耐心，而数字阅读堪称“耐心杀手”。以微博为例，浏

览一个微博页面只要几分钟，眼睛在每条微博上停留的时间只有几秒。不断地扫

视、浏览、搜寻感兴趣的关键词、点击阅读——这个过程因为信息的丰富、多样

而足以锻炼耐心。一本优秀的图书通常是有内在的逻辑框架的，只有进入这一逻

辑框架，才能说是阅读。而网络内容特别是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每一条都互不关

联，跳跃性的阅读当然谈不上逻辑了。互联网在给人们提供信息盛宴的同时，也

使我们的思维“碎片化”。 

数字时代，人类的大脑结构也被改变了。由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已经渗入到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触摸屏幕情有独钟。一些人因为在智能手机上面频繁敲敲打

打而被戏称为“拇指族”。但是，就是这样一种看似简单的重复运动却在不断重

塑着人们的大脑。在一项实验中，瑞士苏黎世大学神经科学家邀请 37 位手机重

度用户参与实验，其中 26 人用智能触屏手机，11 人用普通按键手机。他们将电

极连接在这些参与者头部，测试他们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在使用手机时，大脑皮

层的反应。科学家记录下这些参与者 10 天的活动。结果显示，大脑皮层中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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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的思考方式与过去相比已经截然不同，当我阅读时，

能最为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 

 

数字时代，人们更加善于利用社交网络与人交往，但在现实生活中

与人交往的能力却越来越弱。 

 

控制相关区域活跃度更高的是用触屏手机的人，而使用按键手机的则没有明显变

化。使用触屏手机的次数越多，大脑皮层相应区域更加活跃。在数字时代长大的

“数字原住民”，因长时间用拇指上网和操控智能手机，从而改变了大脑形成神

经通路的方式，更适应碎片化信息，也更善于利用网络资源，但结交线下朋友的

能力却越来越弱。 

数字时代，人们更加善于利用社交网络与人交往，但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

的能力却越来越弱。多动症、自闭症、抑郁症、躁狂症和多任务癖好等现代疾病，

与过度上网和玩视频游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晓辉《数字时代，我们的大脑被改变了》，有改动） 

8. 数字时代给大脑带来了哪些改变？           [5 分] 

 

 

 

9. 写出句子中 “截然不同”之处。           [5 分] 

 

 

10.  你如何理解思维“碎片化”？            [4 分] 

 

 

11.  瑞士苏黎世大学神经科学家的实验是为了证明什么？     [3 分] 

 

 

 

 

12.  你认同作者上述的看法吗？试举例说明。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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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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君子和小人结交朋党的条件有什么不同？        [4 分] 

 

14. 为何小人没有永久和真诚的朋友？          [5 分] 

 

15. 为了天下太平，作者给君王什么建议？         [3 分] 

 

16. 将下面的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           [3 分]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

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小人所

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

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

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

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

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

治矣！ 

（欧阳修《朋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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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第 17－19 题 

阅读下面的诗歌，然后回答问题。 

 

 

 

 

 

 

 

 

 

 

 

 

17. 写出词中梅花的遭遇。              [3 分] 

 

 

 

18. 上述句子显示出词人有何崇高品德？          [4 分] 

 

 

19. 词中最后一句的“香”意指什么？          [3 分] 

 

驿①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②。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③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 ） 

注释： 

①驿  ：古代大路上的交通站。  

②无主 ：没有人过问。   

③著  ：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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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第三部分 

名句 

[10 分] 

第 20 至 22 题 

回答下面有关名句的问题。 

 

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a) 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2 分] 

   (b) 名句中的“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衬托出什么情绪？    [2 分]  

 

 

 

21. 根据上面的名句，身为领袖者，应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做好更大更重要的事？

                     [3 分] 

                                  

22．写出下面名句的含义。（任选一题）          [3 分] 

    (a)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b)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KERTAS SOALAN TAM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