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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第一部分

1

何其芳：《诗选》
(a) 《慨 叹》

（第一节）
我是丧失了多少清晨露珠的新鲜？
多少夜星空的静寂滴下绿阴的树间？
春与夏的笑语？花与叶的欢欣？
二十年华待唱出的青春的歌声？
(i)

作者在第一节用了5个疑问，请说说这样写的好处。

(ii) 在《慨叹》这首诗中，作者慨叹的是什么？
(iii) 作者在这首诗中都用了哪些想象来表达和抒发丰富情感的？请举例说明。

或者
(b) 何其芳的诗常常用色彩、图案和具体的事物来表达深沉的情感。请举例分析他的诗歌中

的这一特点及其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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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婷：《诗选》
(a)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第四节）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i)

“十亿分之一”和“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写出了我和祖国的关系，请用诗歌
中类似的诗句具体分析这是什么样的关系。

(ii) 诗中每节都用“祖国啊”结尾，请说说这四个“祖国啊”在表达思想感情上有什

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或者
(b) 请举例分析舒婷在诗歌中表达的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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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棋王》
(a)

大家听了，都很高兴，称赞脚卵路道粗，王一生却没说话。脚卵走后，
画家带了大家找到电工，开了礼堂后门，悄悄进去。电工说天凉了，问要不
要把幕布放下来垫盖着，大家都说好，就七手八脚爬上去摘下幕布铺在台
上。一个人走到台边，对着空空的座位一敬礼，尖着嗓子学报幕员，说：
“下一个节目——睡觉。现在开始。”大家悄悄地笑，纷纷钻进幕布躺下
了。
躺下许久，我发觉王一生还没有睡着，就说：“睡吧，明天要参加比赛
呢！”王一生在黑暗里说：“我不赛了，没意思。倪斌是好心，可我不想赛
了。”我说：“咳，管它！你能赛棋，脚卵能调上来，一副棋算什么？”王
一生说：“那是他父亲的棋呀！东西好坏不说，是个信物。我妈妈留给我的
那副无字棋，我一直性命一样存着，现在生活好了，妈的话，我也忘不了。
倪斌怎么就可以送人呢？”
(i)

大家都称赞脚卵，为什么王一生却没说话？

(ii) 小说中多次提到王一生母亲给他的“无字棋”，这有什么作用？
(iii) 请谈谈倪斌和王一生对下棋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或者
(b) 为什么作者主要写王一生吃饭和下棋？这两方面分别体现了王一生的什么形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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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第二部分

4

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a) 在小说中，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表现“傻子”的傻的？请结合文章的具体内容说明。

或者
(b) 有人说余华小说的主题是“人性本恶”。陈先生这个人物是否也体现了“人性恶”？

为什么？请举例说明。

5

曹禺：《日出》
(a) 《日出》的悲剧意义在于揭露了金钱物欲世界对人性的扭曲，请以作品中的人物为例

加以说明。
或者
(b) 《日出》是通过哪些戏剧冲突来控诉这个贫富不均的社会的？请举例分析。

6

鲁迅：《藤野先生》
(a) 鲁迅为什么去日本仙台学医，后来为什么又放弃医学？请用文章的具体内容来分析。

或者
(b) 请分析藤野先生的人物形象，并说说为什么鲁迅深深地怀念和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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