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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入學考試 (中文) 

中文 

 2014/05/24  

考試時間：1.5 小時                                             

總分: 100   

 

1. 此份試卷共有六部份。  

 

2. 請將正確的答案填寫在本考試卷的答案紙上。  

 

3. 此份試卷共有     頁答案紙(包括本頁)。  

 

4. 如有疑問，請舉手向在場工作人員查詢。  

 

 

座位編號：  _____________ 

 

 

考生編號：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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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選擇題:12%@1% 

1. 以下哪個城市是澳大利亚的首都? 

(A) 悉尼  (B) 墨尔本  (C) 利物浦   (D) 堪培拉 

2. 李克强是國家______。 

(A) 國務院副總理  (B) 主席  (C) 國務院總理 (D) 副主席 

3.  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司長是______。 

(A) 譚伯源  (B)張裕  (C) 文綺華  (D) 陳麗敏 

4. 2014年 3月 1 日發生的昆明血案是由_____一手策劃。 

(A) 新疆分裂勢力 (B) 西藏分裂勢力 (C)台獨勢力 (D)黑手黨 

5. 澳門現有_____條夜間（通宵）巴士線路。 

(A) 0     (B) 2   (C) 3     (D) 4 

6．“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是《____》裡的名言。 

(A) 《孟子》   (B)《莊子》 (C)《 論語》  (D) 《墨子》 

7．北京時間 2014年 3月 8日 00:42，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77-200客機從馬來西亞吉隆玻飛往北京途中，與地面失去聯繫，

機上有 150多位____。 

(A) 美國人   (B) 中國人  (C) 馬來西亞人 (D) 新加坡人 

8. 2013年底，澳門的總人口已經突破＿＿萬。 

(A)60       (B)70      (C)50   (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E7%89%B9%E5%88%A5%E8%A1%8C%E6%94%BF%E5%8D%80%E7%A4%BE%E6%9C%83%E6%96%87%E5%8C%96%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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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澳門由____年起，大部份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 

(A)2011       (B) 2014        (C) 2013  (D)2012 

10. 澳門的熱帶氣旋警告最高級別是＿＿＿號。 

(A)9   (B) 12     (C) 10     (D)8 

11.  中國最大的第二大島嶼是＿＿＿。 

 (A)海南島      (B) 臺灣島       (C)澳門  (D)香港 

12. 由於天氣不好，飛機晚點了。 

(A)轉折關係 (B)因果關係 (C)讓步關係     (D)條件關係 

 

第二部份 填寫適當的量詞：10%@1% 例：一（位）老人 

一(13)歌曲  一(14) 商店  一(15) 鍋   一(16)陽光  一(17) 錶 

 

一(18) 大砲 一( 19) 電腦  一(20) 茶杯   一(21) 辭典  一(22) 針 

 

第三部分 請填寫一個合適的字﹐令它與其它的字都能成為詞語﹕

16%@2% 

例：（證）券、實、言、據、件、婚、明、人  

德（23）國、治、育、行、政 

美（24）女、人、餐、酒、景、色、名、聲、差、事 

是（25 ）非、的、否 

讓（26）座、位、步、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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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27）樸、約、省 

恭（28）祝、賀、謹、候、喜、迎、順、維、敬 

良（29）人、民、心、知、策、久、言、好、機、緣 

溫（30）柔、和、暖、水、順、室、潤、情、吞、習、馨 

 

第四部分 改正錯別字，請將正確的字填寫在答案紙上。10%@1% 

 險相環生(31) 篷首垢面 (32) 錯中複雜 (33) 張冠李帶(34)  

不了了知(35) 鉤心鬥角(36) 瓜田里下(37) 垂手可得(38)  

模陵兩可(39) 集非成是(40)  

 

第五部分 閱讀理解 22% 

燈籠紅   

①我們家鄉有一種香瓜叫作“燈籠紅”。這瓜熟透了以後，瓤兒紅得像點

亮的燈籠。我的曾祖母就像熟透了的燈籠紅。她面孔焦黑，佈滿老樹皮般的

皺紋，可是心靈卻如瓜瓤那麼又紅又甜。我的童年時期見過不少這樣的老人，

他們經歷了艱難的一生，最後在生命的內部釀出並積聚起雋永而仁慈的美好

性靈。 

②曾祖母至少活到八十歲以上，我四歲那年，她無疾而終。我跟她在一

盤大坑上挨著睡，她死的那天晚上，把我的被褥鋪好，像往常那樣，如打坐

的僧人，久久不動地盤腿坐在上面，為的是把被窩焐得暖暖和和的。我光身

子鑽進被窩，曾祖母隔著被子撫拍我好半天，直到入睡為止。那時正是嚴寒

的冬天。當我在溫暖的被窩裡做著夢的時候，曾祖母在我身邊平靜地向人生

告別了。 

③我睡得死，醒來時天大亮。平時曾祖母早已起床下地，坐在圈椅裡跟

祖母說話，今天為甚仍穩睡著？側臉一瞧，一雙繡花的新鞋露在曾祖母的被

頭外面，不是過大年，為甚穿新鞋？還有，她怎麼頭朝裡睡？我愣怔地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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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見姐姐立在門口嚶嚶地哭泣，屋裡有幾個大人靠躺櫃立著。我坐起來，

剛喊了聲“老娘娘”（家鄉對曾祖母這麼叫），就被一雙有力的手臂連被窩一

塊抱走，送到父母住的屋子裡。我哭著，我並不曉得曾祖母已死，喊著“老娘

娘……”這時我才聽見我的幾個姐妹也都哭喊著“老娘娘”。 

④我家的大門口平放著一扇廢棄的石磨，夏日黃昏，曾祖母常常坐在上

面。我從遠遠的街角一露面，她就可著嗓門喊我“漢子，漢子，快過來！”我

們家鄉女人把丈夫才叫“漢子”，曾祖母“漢子漢子”地叫我，引得過路的人狂笑

不止。這個細節我一直沒有忘記。我跑到她身邊，她牽著我的手走進大門。

一進大門，有一間堆放麥秸的沒門沒窗的房子。麥秸經過碌壓過以後很柔軟，

我們叫“麥滑”。當年的麥秸都有股濃馥的太陽味兒，我自小覺得凡太陽曬過

的東西都有一股暖暖的甜味兒。在收割季節的莊稼葉子上能聞到，地裡的土

坷垃上能聞到，熟透的“燈籠紅”香瓜散發出的太陽味兒最濃。 

⑤曾祖母叮嚀我：“你看著，不要讓人來。”我心裡全明白，假裝著懵懵

懂懂，隔著麥秸，我早聞到了誘人的燈籠紅的香味。曾祖母跪在麥秸上。雙

手往裡掏，掏得很深，半個身子幾乎埋進麥秸裡，麥秸裡沉聚的芬芳的太陽

味兒被揚了起來，刺得鼻孔直癢癢。她終於掏出三五個“燈籠紅”，逐個聞一

聞，挑出其中最熟的一個遞給我，把剩下那幾個又深深地寄在麥秸裡面。家

鄉話中的“寄”是藏匿的意思。甜瓜寄在麥秸裡兩三天，能把半熟的瓜釀得全

熟，濃濃的香味溢出了瓜皮。香味正如同燈放射出的光芒，只不過不像燈光

能看得見。其實跟看得見也差不多，一聞到香味就等於看見紅爍爍的瓜瓤了。

我們回到大門口磨盤上坐著，曾祖母眼瞅著我一口口地把瓜吃完。 

⑥我連曾祖母的姓和名字都不知道。她留給我的只有上面說的一些夢一

般的事蹟。隱約地記得她個子子很矮小，穿的襖肥而長，寬大的袖口卷起半

尺來高，裡面總寄放些小東西，她會從裡面給我掏出幾個醉棗或麥芽糖。對

曾祖母的手我還有記憶。她總用乾澀的手撫摸我的面孔，晚上當我鑽進被窩，

她的手伸進被窩久久地緩慢地撫摸著我，從胸口直撫摸到腳心，口裡念念有

辭：“長啊，長啊！”我現在仍能隱隱感觸到她的手微微顫動著，在我的生命

的裡裡外外……別的，關於她，我什麼也記不得了。她早已隱沒進了無法憶

念的像大地一般深厚的歷史的內腔之中了。 

⑦聽說曾祖母年輕時性子很剛烈，說一不二，村裡有個姓王的武舉人

（是全縣有名的摔跤場的評判），都怕她三分。到了晚年，她卻異常的溫厚，

像收完了莊稼的一塊田地，安靜地等著大雪深深地封蓋住它。她從人世間隱

沒了，回歸到了生養她的渾然無覺的大自然。大自然因他們（無以數計）生

命的靈秀和甜美而更加富有生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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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家鄉的女人把丈夫叫“漢子”，曾祖母卻這樣叫“我”，這是為什麼？ 

答： 曾祖母熱切盼望“我”成長為頂天立地漢子  (必須答出“熱切盼望”或

者意思相近的說法) 

 
 
42．閱讀第⑤段畫線的兩處細節描寫，辨析曾祖母心理上的差異。 

答：前一處體現了曾祖母的熱切心理。後一處顯示了她的滿足感。 

 
 
43．文章為什麼用“一些夢一般的事蹟”來概括曾祖母留給“我”的記憶? 

答：留下的印象時間已經久遠；都是不完整的、片斷性的；美好的。  

(答對任意兩點得分) 

 
44．第⑥段寫道：“我現在仍能隱隱感觸到她的手微微顫動著，在我的

生命的裡裡外外……”簡析這句話的含義。 

答：我深感曾祖母對自己的影響深遠。至今還能真切地感受到她生命的

存在。這影響有物質層面上的關心，更是有精神層面上的滋養。 

 
45．概括本文的語言風格，聯繫文章主要內容進行賞析。（3分） 

答：本文語言本色、平實。文章主要敘寫了“我”的童年回憶，塑造了曾

祖母這位慈愛、溫厚的鄉村老年婦女的形象，語言與人物形象特徵相吻合。 

 

 

第六部分 作文 ﹕《我拥有的》  30% （字數要求:5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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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紙 

1 D 2 C 3 B 4 A 5 D 

6 C 7 B 8 A 9 D 10 C 

11 A 12 B 13 首 14 家 15 口 

16 片/束 17 塊/只 18 門 19 台 20 只 

21 部 22 根  23 德 24 美 25 是 

26 讓 27 儉/簡 28 恭 29 良 30 溫 

31 象 32 蓬 33 綜 34 戴 35 知 

36 勾 37 李 38 唾 39 棱/稜 40 習 
 

4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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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我拥有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