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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1

老舍：《茶馆》
(a) 唐铁嘴： 王掌柜，我来给你道喜！

王利发： (还生着气）哟！唐先生？我可不再白送茶喝！（打量，有了笑容）你混的
不错呀！穿上绸子啦！
唐铁嘴： 比从前好了一点！我感谢这个年月！
王利发： 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
唐铁嘴： 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着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
命，相相面呢？你说对不对？
王利发： Yes，也有这么一说！
唐铁嘴： 听说后面改了公寓，租给我一间屋子，好不好？
王利发： 唐先生，你那点嗜好，在我这儿恐怕… …
(i)

这段对话中几次提到“这个年月”。“这个年月”是什么年月？请简单介绍当时
的情况。

(ii)

为什么唐铁嘴说“这年月，谁活着谁死都碰运气”？

(iii)

王利发为什么爱把屋子租给学生们住而不愿意租给像唐铁嘴这样的人住？

或者
(b) 抗战胜利后，人们的生活有没有变得好起来？为什么？请以王利发和秦仲义的遭遇举

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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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诗选》
(a) (第二节）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第三节）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i)

请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内容。

(ii)

你如何理解诗中的“她”？

(iii)

作者在诗中反复使用了“不”、 “飞扬”和“消溶”，这对诗歌结构和表达感情
有什么作用？

或者
(b) 请谈谈《偶然》的内容，并比较它和《再别康桥》在语言和形式方面有什么相似的地

方。请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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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a)

他不知出了什么事，掉转身子追着汽车跑去。大哥一把抓住他的手，什么话也说
不出来，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就象十年前，陈信坐在火车上，哥哥跟着火车跑的时候
那神情一样。他心里一酸。大嫂也伸手抓住他：“阿信，你可别想不开！”她又哭
了。
“你们想到哪儿去了？！”陈信笑了，眼泪却也滚了出来。
“回家吧！”哥哥说。
“好的，回家。”回家，家毕竟是家，就因为太贫困了，才会有这些不和。亲人，苦
了你们了。他忽然感到羞愧，为自己把十年的艰辛当作王牌随时甩出去而感到羞愧。
妈妈、哥哥、弟弟、嫂嫂，都有十年的艰辛。当然，人生中，还不仅是这些。还有很
多很多的欢乐，真的，欢乐！比如，林荫道、小树林、甜水井，天真无邪的学生、月
牙儿般的眼睛……可全被他忽略了。好在，还有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今后的日
子还很长很长。该怎么过下去，真该好好想一想。
(i)

“陈信笑了，眼泪却也滚了出来。”请谈谈陈信为什么笑了，又哭了。

(ii)

人生中有艰辛，也有快乐；被陈信忽略的快乐有哪些？

(iii)

在小说的结尾，陈信对生活有了什么样的新的认识？

或者
(b) 陈信是一个有着十年艰辛的上海知青。你认为文中表现了他什么样的性格特点？请举

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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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4

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a) 名字对文中的“我”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我”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心里一跳？为什

么最后又放弃了自己的名字？请举例说明。
或者
(b) 作者是如何以黄狗和许阿三对来发态度的不同来揭示人性的？请举例说明。

5

茅盾：《春蚕》
(a) 请举例说明老通宝和多多头两个人物形象的不同的地方。

或者
(b) 春蚕丰收却又让老通宝欠了新债，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用文章的例子说

明。

6

鲁迅：《孔乙己》
(a) 咸亨酒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店伙计“我”在小说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请用小

说里的例子来说明。
或者
(b) 鲁迅小说的目的在于批判社会，“揭示病苦”；请举例分析这篇小说批判和揭示了当

时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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