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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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切默吉尔赢取马拉松比赛冠军的始末。答案字数不
可超过 125。文后须注明确实的字数。 

    27 岁的切默吉尔是肯尼亚的一名农妇，她与家人住在山区，丈夫是个
老实的庄稼汉，除了种庄稼，别无所长。切默吉尔为无法供四个孩子上学
而暗自伤心。丈夫安慰她：“谁叫孩子生在咱穷人家，认命吧！” 

    如果孩子们不上学，只能继续穷人的命。难道只能认命？她不甘心。 

    当地盛行长跑运动，若取得好名次，奖金不菲。她还是少女时，曾被教
练相中，但因种种原因未成事。突然，她脑中灵光一闪：不如练习马拉
松！她已 27 岁，没有足够的营养供给，从未受过专业训练，凭什么取
胜？冷静之后，她有些胆怯，可是她别无选择。如果连做梦的勇气都没
有，那永无改变的可能。 

    第二天凌晨，天还黑着，她就跑上崎岖的山路。只跑了几百米，她的双
腿就像灌了铅一般。停下喘口气后，她接着再跑。与其说是用腿在跑，不
如说是用意志在跑。跑了几天，脚上磨出了无数水泡。她想打退堂鼓，可
回家一看到孩子，她又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她告诉自己不能退缩！因
为她和清醒地知道，这是唯一的希望！ 

    训练难度逐渐加强，但她的营养远远跟不上。有一天，日上三竿，她仍
然没有回家，丈夫出门寻找，终于在山路上发现了昏倒的妻子。他把妻子
背回家里，孩子全部围了上来，大儿子哭着说：“妈妈，您不要再跑了，
我不上学了！”她握着儿子的小手，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涌出，一言不发。
次日一早，她又独自一人在寂静的山路上跑。 

    终于，切默吉尔迎来了内罗毕国际马拉松比赛。为了筹集路费，她甚至
把家里仅有的几头牲口卖了。这可是家里的全部财产！ 



    比赛当天，发令的枪声一响，切默吉尔便一马当先，跑在队伍前头。这
是异常危险的举动，因为时间一长，可能会体力不支，但为了孩子，为了
家庭，她豁出去了。 

    或许上帝也被她的真诚所感动，她一路跑来，如有神助。2 小时 39 分
09 秒之后，她第一个跃过终点线。 

    赛后，有记者问她，是什么力量让她战胜众多职业高手，夺得冠军，她
说：“因为我非常渴望那 7000 英镑的奖金。有了这笔奖金，我的 4 个孩
子就有钱上学了。我要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她一说完，台下响起雷
鸣般的掌声，那是人们对冠军最衷心的祝贺，也是对母亲最诚挚的祝福。 

                            （姜致远《奔跑的母亲》，有改动》） 

  [20 分] 

 

 

 

第 2-7 题 

阅 读 下 面 的 文 字， 然 后 回 答 问 题。 

 

我们家那时很穷，兄妹 3 人的学费每学期都要拖欠。 

我和妹妹在村里上小学，大哥在距家 20 多公里的县城上中学。每周

六大哥坐公交车回家，车票是 2 角钱。全家人一周团圆一次，母亲总是要

弄点好吃的，一家人虽然清苦，却过得亲热快乐。星期天是我们最盼望的

时光，大哥会带着我和妹妹到村头小溪玩上大半天，疯疯癫癫地乐。所以

一到周六的下午，我和妹妹都要站在家门口等大哥回来. 

一次周六吃晚饭时，父亲犹犹豫豫地对大哥说：“大强，学校离家

远，往后就不要每个星期回来了，放大假的时候再回来吧。”我们都明白，

父亲说这话的意思，是为了节约大哥每周往返的那 4 角钱车费。 

这以后，大哥几周没回家。又一个星期六，我们已吃过晚饭，屋外

下着雨刮着风，大哥突然回家了，头发和衣服湿淋淋的。见到大哥，我们

又惊又喜。父亲爱怜地看着大哥，脸上却有些不悦。大哥见父亲生气，气

喘吁吁地说：“爸，我没坐车，是走路回来的。”父亲紧锁眉头，一言不

发地烘着大哥的衣服，湿润的眼睛在火光映照下闪着晶亮的光。母亲赶忙



为大哥热了一大碗汤饭和几个蒸红薯，大哥大口大口地吃着，咀嚼得那么

香甜，吞咽得那么畅快。 

从此以后，大哥不坐车了，每周都走路回家，一家人星期天又过得

团团圆。 

又是一个星期六，母亲在晚饭后迟疑了很久，对大哥说：“大强，

不是妈不想你回家，你的鞋比以前费多了，你还是一个月回一次家吧。”

我们都清楚，买一双胶鞋要花 1 元多钱，我的鞋是大哥穿后母亲补了的，

妹妹还要接着穿。等到过春节，母亲才给我们每个人买一双新鞋。 

大哥两周没有回家。又到了一个周末，天已经很黑了，屋外下着小

雪。我们刚吃完晚饭，大哥突然推门回来了，他赤着脚，脸冻得通红，头

上冒着热气，手上紧攥着一双鞋。父母都惊呆了。大哥傻傻地望着母亲说：

“我没有穿鞋，是光着脚一路跑回来的。”母亲一下把大哥揽在怀里，紧

紧地握住他那双冻红的手，大颗大颗的泪水滚落下来。父亲转过身去，拼

命地抽着旱烟，半天没说话。 

后来，大哥成了一名威武的武警警官，我和妹妹也参加了工作，兄

妹 3 个都在城里买了房子安了家。家里的日子富足了，父母仍住在老家。

每到周末，我和妹妹都要带着家人回到父母身边，共享天伦之乐。大哥却

很少回家，他所在的警营年年被评为标兵单位。大哥回不了家的时候，就

叫大嫂侄儿回家，还给父母买好吃的。大嫂总说，这些东西是大哥亲手买

的。 

父母知道大哥很忙，没时间回家，总要说起他在冰天雪地里光着脚

大老远跑回家的事。提起那段经历，父亲声音涩涩的，母亲泪花闪闪的。 

今天夏天，大哥率领官兵参加抗洪抢险时被垮塌的房屋砸成重伤。

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大哥苏醒过来，嘴唇嚅动着想说什么。战友们握住他

的手，俯身听到大哥用微弱的声音说：“别送我去医院，我要回家，看我

爸妈......” 

大哥再回家时，是部队用专车送他回来的。他被簇拥在洁白,芬芳的

花瓣里，身躯化作一缕国旗的鲜红，音容化作一曲爱民的乐章。 

大哥回家了，他将永远守候着他的亲人，永远...... 



 

(林君《大哥回家》) 

 

 

2 全文以什么为线索展开故事？ [3分] 

   

3 作者的父母为何都劝他大哥少回家? 其中隐藏了怎样的情怀？ [6分] 

   

4 第七段中，作者的父母对大哥在冬天时赤脚回家的反应（画线的句子）表明

了什么？ 

 

[5分] 

   

5 根据上文，作者大哥给人怎样的形象？ [4分] 

   

6 何以见得作者大哥非常牵挂父母？ [5分] 

   

7 “大哥回家了，他将永远守候着他的亲人，永远......” 

写出上面句子所采用的一种修辞手法。 

 

 

 

 

 

 

 

 

 

 

 

 

[2分] 



 

 

 

第 8 至 12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通过各种物质形式保存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形
式就是文字。因而，在我们日常的精神活动中，读书便占据着很大的比重。
一般而言，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关注精神生活的人会对书籍毫无兴趣。“我扑
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高尔基说的这句话，非常贴切
地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古今中外的书不计其数，该读哪些书呢?从精神生活的角度出发，
我们也许可以极粗略地把天下的书分为三大类。一是完全不可读的书，这种
书只是外表像书罢了，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印刷垃圾，不能提供任何精神的
启示、艺术的欣赏或有用的知识。在今日的市场上，这种以书的面目出现的
假冒伪劣产品比比皆是。二是可读可不读的书，这种书读了也许不无益处，
但不读却肯定不会造成重大损失和遗憾。世上的书大多属于此类。我把那些
专业书籍也列入此类，因为它们对有关专业人员可能是必读书，对于其他人
却是不必读的书，至多是可读可不读的书。三是必读的书。这类书每一个关
心人类精神历程和自身生命意义的人都应该读，不读便会是一种欠缺和遗
撼。    

    应该说，这第三类书在书籍的总量中只占极少数，但绝对量仍然非常大。
它们实际上是指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那些不朽之作，即所谓经典名著。这些伟
大作品不可按学科归类，不论它们是文学作品还是理论著作，都必定表现了
人类精神某些永恒的内涵，因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我称它们为
永恒的书。要确定这类书的范围是一件难事，事实上不同的人就此开出的书
单一定有相当的出入。不过只要开书单的人确实有眼光，就必定都会选中一
些最基本的好书。例如，他们绝不会遗漏掉《论语》、《史记》、《红楼
梦》这样的书，柏拉图、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类作家的著作。 

    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倒不在于你读了多少名著，古今中外的名著是否全
读了，而在于要有一个信念，那便是非最好的书不读。有了这样的信念，即
使你读了许多并非最好的书，你仍然会逐渐找到那些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最好
的书，并且成为它们的知音。事实上，对于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追求的人来
说，他的必读书的书单绝非照抄别人的，而是在他自己阅读的过程中形成
的，这个书单本身也体现着他的个性。正像罗曼·罗兰在谈到他所喜欢的音乐
大师时说的：“现在我有我的贝多芬了，犹如已经有了我的莫扎特一样。一
个人对他所喜爱的历史人物都应该这样做。” 

 

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至少就精神食物而言，这句话是对
的。从一个人的读物大致可以判断他的精神品位。一个在阅读和深思中与古



今哲人文豪倾心交谈的人，与一个只读明星轶闻和凶杀故事的人，他们当然
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心世界。天下好书之多，一辈子也读不完，我们岂能把只
有一次的生命浪费在读无聊的东西上。 

                                       （周国平《读永恒的书》） 

 

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8 作者引用高尔基的这句话是为了论证什么？        [4 分] 
 
9 作者认为什么样的书才是永恒的书？               [5 分] 
 
10 作者认为我们不该把只有一次的生命浪费在读无聊的东西上， 
   你认同吗？说明你的理由。                      [5 分] 
 
11 请写出你读过 的一本好 书， 并谈谈你从中 获得的思 想启迪。                                             
[5 分] 
 

即使你读了许多并非最好的书，你仍然会逐渐找到那些
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最好的书，并且成为它们的知音。 

12 将上面的句子改写成转折复句。                 [3 分] 

 

 

 

 

 

 

 

 

 

 

 

 

 



 

 

 

 

第二部分 
古代诗文 
[25 分] 

 
 
第 13-17 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然后回答问题。 
 
 

詹鼎，字国器，台宁海人也。其家素贱，父鬻饼市中，而舍

①县之大家②。大家惟吴氏最豪贵，舍其家，生鼎。鼎生六七

年，不与市中儿嬉敖，独喜游学馆，听人读书，归，辄能言诸生

所诵。吴氏爱之，谓其父令儿读书。鼎欣然，其父独不肯，骂

曰：“吾故市人③家，生子而能业，吾业不废足矣，奈何从儒生

游也？”然鼎每自课习，夜坐饼灶下，诵不休。其父见其志不可

夺，遣之读书。逾年，尽通其师所能，师辞之。时吴氏家延师

儒，鼎就学，吴氏亦子育之，使学。未数年，吴氏子无能与鼎谈

者。其师去，鼎遂为吴氏诸子师。 

                                （方孝孺《詹鼎传》） 

注释：   

① 舍  ：租住。 
② 家  ：有钱人家。 
③ 市人：商人。 

 

 

 

13 小时候的詹鼎和其他孩童有什么不同之处？           [4 分] 



 

14 父亲为何拒绝让詹鼎读书？                         [3 分] 

 

15 作者如何描写詹鼎的刻苦学习？                     [5 分] 

 

16 从文中举出一个例子证明吴氏对詹鼎的喜爱。          [4 分] 

 

17 将下面的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                      [3 分] 

   (a) 其家素贱，父鬻饼市中。 

(b) 逾年，尽通其师所能，师辞之。 

 

 

 

第 18 至 19 题 

阅读下面的诗歌，然后回答问题。 

 

 

一灯如萤雨潺潺，老夫读书蓬户间。 

但与古人对生面，那恨镜里凋朱颜。 

功名本来我辈事，人自蹭蹬①天何悭？ 

君看病骥瘦露骨，不思仗下②思天山③。 

（陆游《雨夜读书》） 

注释： 

① 蹭蹬：比喻失意潦倒。   

② 仗下：借指朝堂。  

③ 天山：借指边塞。 

 

 

 

18 诗中哪两句感叹青春凋零，人生迟暮？                  [3 分] 



 

19 作者把自己比喻为什么？作者用这个比喻来寄托什么渴望？  [5 分] 

 

 

 

第三部分 
名句 

[10 分] 

 

阅读下面的古诗，然后用白话回答问题 。 

20. “金风玉露一相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2 分] 

b) “金风玉露”指的是哪一个华人传统节日？               [2 分] 

 

21.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上面名句中的“孺子牛”是用来借代哪些人？             [3 分] 

  
22 写出下面名句的含义。     （任选一题）                   [3 分] 

(a)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b)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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