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T 1 (CEMERLANG) 

 

现代文理解 

阅读下面的文字，然后回答问题。                                             

他听到水珠打在木瓜叶上的清脆声响，是雨落下来了。 

睡意愈见沉重，都压在他的眼皮上。看看书桌上摊开的信纸，才写了寥寥几个字，加上

字体歪斜难以辨认，他知道阿爷必然看不懂了，不禁气馁，掷下手中的钢笔。 

钢笔是阿爷离开家里之前，硬塞到他掌心的，他还郑重吩咐下来：“记得给阿爷写信。” 

他抬头，阿爷的脸拢得那么近，都让他脸上斑驳错落的褶痕和眼里一汪混浊的水变得一

览无遗。他微微吃惊，这张脸苍老得让人恶心。 

“阿爷什么时候回来呢？”他朝阿爷手上拎着的小旅行袋瞥了一眼，那里面大概装不了

几件衣服。 

阿爷伸手拭去溢出眼眶的浊流，枯木朽株般的手臂不断颤索。“等院里的木瓜树结瓜了，

你写信告诉阿爷，阿爷就回来尝一尝。” 

他向桌上的信笺瞥了一眼，纸上几个歪歪斜斜的华文字，陌生得像另一个星球上的语文。

阿爷只懂华文，但是他的父母都不喜欢阿爷教他认字，每每看见阿爷摊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

华文课本，总会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用一连串英语交换彼此的不满。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

母亲则是护士长，他们所说的流利英语都充斥了繁复的医药名词和消毒药水浓烈的气味。 

雨打木瓜叶的声音逐渐被淹没在一大片混淆的雨声里。他记得阿爷在庭院撒下木瓜籽的

时候，曾经对他说过曾祖父的一些生平。阿爷说曾祖父去世后留给他一大片橡胶林，后来就

在胶价降至最低谷时变卖了，换了一笔钱供父亲到外国深造。 

“现在只能留给你这棵孤苦伶仃的木瓜树了。”阿爷当时长叹一声，颓然蹲下身子。 

那天下午，他站在屋内，透过一扇玻璃门目送阿爷踽踽独行的背，父亲的汽车已等在那

儿了。阿爷进入车厢之前，曾经回过头朝院里张望，他一直不能肯定阿爷当时是想再看他一

眼，抑或阿爷在意的只是那一棵木瓜树。 

阿爷走后，他在阿爷那变成了储物室的卧房里找到一叠旧报纸。这些报纸都皱塌塌的，

是母亲在外面买菜回来，随手扔进垃圾桶里的包裹纸。阿爷都捡了回来，折叠整齐，小心翼

翼地珍藏在房里。前一阵子母亲说纸价暴涨，家里购买报纸杂志的开销太大了，取消了一份

华文日报。他还记得那天阿爷坐在门前的石阶上，望着派报人的摩哆远去，竟然忍不住放声

痛哭。哭声嘤嘤，让左邻右舍听得毛骨悚然。晚上，父亲用一贯的专业口吻对他说，阿爷终

于患上柏金逊症了。 

根据母亲的解释，柏金逊症就是老人痴呆症，以后会给家里带来许多麻烦。他并不怀疑

父母的专业知识，只是他始终没有发觉阿爷的行为有何不妥。阿爷还是每天早晨到公园里耍

太极，晚上教他认华文字。除了那一次不可自制的号啕以外，阿爷只不过染上了翻找垃圾桶

收集旧报纸的古怪癖好。  

纵使他百思莫解，父亲还是赞成了把阿爷送到老人院的建议。 



就在阿爷离开后的一个星期天，院里的木瓜树终于开花了。他站在树下仰望那一簇含苞

待放的浅绿色木瓜花，层层叠叠的木瓜叶撑开如伞，挡住灼人的艳阳。他忽然觉得一般酸痛

涌上鼻尖，迅速窜进眼球，泪水就从眼球沁出来了。在最感动的一刹那，他向自己许下承诺：

要守住这一棵木瓜树，等着阿爷回来。 

雨声喧哗，远雷轰隆，外头的木瓜树在暴雨狂风中摇摇欲坠。他收摄心神，把目光挪向

桌面上的信笺，上面有他竭尽所能的字迹，写着：“阿爷，爸爸说要把木瓜树砍了。” 

滂沱大雨，一朵木瓜花瓢然坠下。                      （黎紫书《阿爷的木瓜树》） 

他还记得那天阿爷坐在门前的石阶上，望着派报人的摩哆远去，竟然忍不住放声

痛哭。哭声嘤嘤，让左邻右舍听得毛骨悚然。 

1. 根据以上文句，试说明阿爷放声痛哭的原因。                         [6分] 

2. 你认同父亲送阿爷去老人院吗？写出你的出理由。               [4分] 

3. 根据文章，试评价阿爷的为人。                                        [4 分] 

4. 文章的主旨是什么？                                                  [5 分] 

 

5  上面的句子是什么复句？  [2分] 

 

 

4. 上面的句子采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2分] 

 

文言文理解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然后用白话回答问题。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王，王不我

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 王大怒，如失左

右手。 

居一二日，何来谒王，王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

也，臣追亡者。” 王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 王复骂曰：“诸将亡者以

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①无双。王必欲长

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②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

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

耳。” 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 王曰：“以为大将。”

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 

  (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注释： ① 国士：国内杰出的人物   

       ② 顾：不过 

他收摄心神，把目光挪向桌面上的信笺，上面有他竭尽所能的字迹。 

他站在树下仰望那一簇含苞待放的浅绿色木瓜花，层层叠叠的木瓜叶撑开如

伞，挡住灼人的艳阳。 



 

1. 到达南郑时，为什么韩信和各路将领一起逃亡？                   [4 分] 

2. 为何汉王又怒又喜？                                                     [4分] 

3. 汉王为什么不相信萧何去追赶韩信？                                       [4分] 

4. 写出萧何重视韩信的原因。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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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 

 

古韵文理解  
阅读下面的诗歌，然后回答问题。                                       

 

        神龟虽寿，犹有竟①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②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龟虽寿》） 

    注释： 

①  竟  ：终结。        

②  盈缩：指人的寿命长短。盈，满，引申为长。 

       缩，亏，引申为短。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达了作者怎样的精神？  [3分] 

2. 根据作者说法，人们要怎样才能延年益寿？                            [3分]                                 

 

 

 

 

 

 

 

 

 

 

 

 



名句精华 
回答下面有关名句的问题。 

 

1. “_________________，俯首甘为孺子牛。” 

（a）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b）“俯首甘为孺子牛”所强调的是怎样的心态？ 

 

2. “____________________，在乎山水之间也。” 

（a）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b）上面名句中“在乎山水之间也”暗指什么心态？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3. 上面名句中的“玉壶”代指什么？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4. 写出上面名句的含义。 

 

5. “___________________，病树前头万木春。” 

(a) 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b) 上述名句说明作者有何人生观？ 

 
6. “穷则____________，达则____________。” 

（a）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b）作者认为当自己有能力时应该怎么做？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7. （a）“乾坤”在名句中指的是什么？ 

（b）上面名句歌颂怎样的情操？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8. “疾风”和“板荡”借喻了什么？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9. 写出上面名句的含义。 

 

10.高名令志惑，_____________________。 

（a）补全上面名句的全文。    

（b）作者基于什么理由劝人不要太过重视名利？      

 

 

 



现代文理解参考答案 

1 爷爷感到悲痛（2）因等不到派报人派来的报纸（1），原来媳妇认为开销

大（1）而取消了订阅华文报（1）导致他失去了看华文报的机会（1）。 

或 

爷爷感到悲痛（2）因没有能力反抗媳妇的决定（2），也没有得到老人家

应得到的尊重和照顾（2）。 

6 

2 不认同。阿爷变卖橡胶园供父亲出国读书，让他当上医生，家庭与事业有

成后却不念阿爷对他的恩情，也没有尽孝道。（4） 

 

认同。父母都忙于工作，无人照顾阿爷，担心阿爷会出意外，把阿爷送去

老人院可获得妥善地照顾（4）。 

4 

3 阿爷热爱华文（2），为了延续华文教育的根（1），寻找机会指导孙子学

习华文（1）。 

4 

负责任的父亲（2），为了供孩子读书（1）当上医生不惜变卖祖业（1）。 

4 通过父亲遗弃阿爷的故事，讽刺不孝子孙（3）/ 从妈妈取消华文报事件

中，道出华文教育慢慢被忽略/不受重视/没有地位（2）。 

5 

5 承接复句（2） 2 

6 比喻（2） 2 

 

 

文言文理解参考答案 

1 到达南郑时，韩信揣测（1）萧何等人已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1）， 但汉王

不任用他（2），于是，便和各路将领一起逃亡。 

4 

2 汉王以为萧何逃跑了而生气（2）；汉王因过了一两天，萧何又来拜见他/失踪

的萧何又出现了而高兴（2）。 

4 

3 因为有十几个将领逃跑了（2），但萧何却没有去追一个（2）。 4 

4 萧何认为韩信是杰出的人才/奇才（1），可以与汉王计议大事，帮助汉王，争

夺天下（2）。 

3 

5   何闻  信   亡，    不及  以       闻，        自  追 之。 

萧何听说韩信逃跑了，来不及把这件事 传达给汉王，亲自追赶他。 

 

6√ = 3分 

5-4√ = 2分 

3-2√ = 1分 

   
 

3 

 《史记·淮阴侯列传》译文： 

 

    韩信多次跟萧何谈话（韩信与萧何交谈过几次），萧何认为他是位奇才

 



（很有军事才能）。到达南郑，各路将领在半路上逃跑的有几十人。韩信揣测

萧何等人已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汉王不任用，也就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逃

跑了，来不及把这件事向汉王报告，亲自追赶他。有人报告汉王说：“丞相萧

何逃跑了。”汉王大怒，如同失去了左右手。 

 

过了一两天，萧何来拜见汉王，汉王又是恼怒又是高兴，骂萧何道：

“你为什么逃跑呢？”萧何说：“我不敢逃跑，我去追赶逃跑的人。”汉王

说：“你追赶的人是谁呢？” 萧何回答说：“是韩信。”汉王又骂道：“各

路将领（军官）逃跑了十几人，你没去追一个；却去追韩信，是骗人（撒谎）

的。”萧何说：“那些将领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物，是国内独一无

二的杰出人才。大王如果只想长期在汉中称王，可以不任用韩信；如果要争夺

天下，除了韩信就再也没有可以和您计议大事的人了。不过就要看大王的策略

怎样才能决定。” 汉王说：“我是要向东发展啊，怎么能够内心苦闷地长期

呆在这里呢？”萧何说：“大王谋划要向东发展，能够重用韩信，韩信就会留

下来，不能重用，韩信终究要逃跑的。”汉王说：“我为了你的缘由，让他做

个将军。”萧何说：“即使是做将军，韩信一定不肯留下。”汉王说：“任命

他做大将军。”萧何说：“太好了。”于是汉王就想把韩信召来并授予他大将

军的官职。 

 

 

古韵文理解参考答案 

1 表达老当益壮 /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 3） 

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 3） 

表达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积极进取精神（ 3） 

3 

2 懂得养生之道 / 调养好身心 （3） 3 

 古诗翻译 

神龟的寿命即使十分长久，但也还有生命终结的时候。 

螣蛇尽管能乘雾飞行，终究也会死亡化为土灰。 

年老的千里马躺在马棚里，它的雄心壮志仍然是能够驰骋千里。 

有远大抱负的人士到了晚年，奋发思进的雄心不会止息。 

人的寿命长短，不只是由上天所决定的。 

只要自己调养好身心，也可以益寿延年。 

我非常庆幸，就用这首诗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志向。 

 

 

 

 

 

 

 

 

 

 

 



名句精华参考答案 

1   (a）横眉冷对千夫指  

  (b) 一心一意为后辈的利益而鞠躬尽瘁的心态   

2 （a）醉翁之意不在酒  

（b）别有用心/另有企图 

3 品德纯洁无暇 

4 坚持不懈、有恒心的人才能取得成功。 

5 （a）沉舟侧畔千帆过  

（b）以豁达的襟怀面对世事变迁。 

6 （a）独善其身；兼善天下  

 (b) 要使德泽惠及众人 

7 （a）天地  

 (b)不迎合世俗的清高节操。 

8 严峻的考验或挑战 

9 告诉人们要客观看待问题。 

10 （a）重利使心忧 

（b）以免善良的本心被蒙蔽而迷失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