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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B – Standard level – Paper 2 – Reading comprehension
Chinois B – Niveau moyen – Épreuve 2 – Compréhension écrite
Chino B – Nivel Medio – Prueba 2 – Comprensión de lectura

Text booklet – 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
 y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y Do not open this booklet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
 y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y This booklet accompanies paper 2 reading comprehension.

Livret de textes – 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
 y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y N’ouvrez pas ce livret avant d’y être autorisé(e).
 y Choisissez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y Ce livret accompagne la partie de l’épreuve 2 portant sur la compréhension écrite.

Cuadernillo de textos – 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 
 y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y No abra este cuadernillo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
 y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y Este cuadernillo acompaña a la parte de comprensión de lectura de la prueb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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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本 A

“时间银行”“时间银行”
亲爱的佳佳:

你好吗？昨天下了一场雪，到处都是白色的。记得咱俩小时候一到冬
天，就喜欢堆雪人，打雪仗。真想你。

对了，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去年我在杭州市政府的“时间银行”
网站上注册，成了一名中学生义工。

从那以后，我每星期六都到儿童中心给小学生上四个小时的数学课， 
免费教他们解数学题。我上一个小时的课，就可以得到一个时间币。我每 
个星期都往“时间银行”里存四个时间币。现在，我已经存了二百多个时 
间币了。

每当我需要时间币的时候，就去“时间银行”取。比如，我在学打网
球，每个星期三都用一个时间币换一次网球课。去年圣诞节，我还在爱心 
超市用时间币换了书、笔记本和画笔等，送给山区的孩子们。

我们小区里有几位独居老人。有的身体不好，又自己一个人住，在生 
活中有一些困难。“时间银行”的义工会每天和他们一起说话，还帮他们 
打扫卫生。

另外，我们小区还有义工辅学站，是由五名退休老师义务负责照看的。
小区里的孩子们每天放学后在那里看书，做作业，玩游戏，等父母下班后 
接他们回家。

现在“时间银行”已经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好了，该学习去了。记得给我回信！

祝 
学业进步！

	 小丽 
 2021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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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本 B

爱上阅读爱上阅读
大公报的“创新系列”记者到香港中学采访周校长。

记者：记者： 校长好。刚刚我看到礼堂旁，有一台自助贩卖机。 校长好。刚刚我看到礼堂旁，有一台自助贩卖机。 
学生们下课买点心很方便吧？学生们下课买点心很方便吧？

校长：校长：�哈哈！你大概没看清楚里面不是零食和饮品， 
而是一本本精美的图书。这部机器叫“智能自助 
借书机”。学生只需拍一拍借书证，然后按钮挑 
选图书，图书便自动滑下来，再扫描图书条码， 
借阅手续便完成。整个过程百分百自助。

记者：记者：[ – 22 – ]

校长：校长：�每逢早上、小息、放学时，借书机前总会排起长龙。学生可以借喜欢
的图书回家阅读。因为我发觉街上自助贩卖机好方便，于是把它引进
到学校。

记者：记者：[ – 23 – ]

校长：校长：�有的。可是由于图书馆有特定开放时间，自助借书机可以突破时间
限制，让学生随时享受阅读的乐趣。

记者：自助借书机好处多多，会不会取代传统的图书馆？记者：自助借书机好处多多，会不会取代传统的图书馆？

校长：校长：�当然不会。不仅不会取代，反而会积极鼓励学生到图书馆借书。因为
图书馆员会把推介的图书放进去。这些图书都是一个系列的，但图书
馆员只会放进其中几本。所以，学生如果想看完这个系列的书，就必 
须来图书馆找了。

记者：记者：[ – 24 – ]

校长：校长：�有些学生阅读兴趣不高，很少到图书馆借书。但因被这部新奇的借书
机吸引，总有一天会被其中一本图书迷住，爱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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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本 C

拾荒慢跑拾荒慢跑
初冬的成都街道，银杏树一片金黄。但比醉人的 

风景更吸引人的，是树下三五成群的年轻男女，只见 
他们戴着白手套，不时弯下身用镊子夹起道路缝隙中 
的烟头和废纸。因为行为太过显眼，他们吸引了这条 
路上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如果你也看到这样一群人，请不要感到奇怪。 
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方式——“拾 
荒慢跑”。这种集慢跑和捡垃圾于一身的公益环保 
运动，是	2016	年由一群瑞典的运动爱好者发起的。

90 后鲁利松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拾荒慢跑的环保健康理念，在不少国
家引发共鸣，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尤其在成都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中，自然
也少不了热爱“拾荒慢跑”的年轻人。

鲁利松说：“从	9 月份开始，除非下雨，我每星期五都会带领拾荒慢跑
活动。以自己经营的青年旅舍为根据地，号召年轻人参与到这项潮流且环保 
的运动中。”

喜欢旅游的男青年郑一清说：“这个队伍从起初的	8 个人到现在的	160  
个人。来参加的都是	20–30 岁左右，从事不同职业、性格迥异的年轻男女。大
家喜欢接触新鲜事物，也勇于去尝试。”

留学生李田田说：“大家在一起捡完垃圾后，来到青年旅舍观看关于环
保或者垃圾分类的宣传短片。能和志同道合的人讨论环保议题，特别有意
义。”

参加过无数次马拉松比赛的高山说：“就在前一天晚上的活动中，第一
次迎来了小朋友的参与。本来每次都是我捡的垃圾最多，但这次真的输给他
们了。”

听到这里，鲁利松忍不住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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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本 A

「時間銀行」「時間銀行」
親愛的佳佳:

你好嗎？昨天下了一場雪，到處都是白色的。記得咱倆小時候一到冬
天，就喜歡堆雪人，打雪仗。真想你。

對了，告訴你一個「小秘密」。去年我在杭州市政府的「時間銀行」
網站上註冊，成了一名中學生義工。

從那以後，我每星期六都到兒童中心給小學生上四個小時的數學課， 
免費教他們解數學題。我上一個小時的課，就可以得到一個時間幣。我每 
個星期都往「時間銀行」裏存四個時間幣。現在，我已經存了二百多個時 
間幣了。

每當我需要時間幣的時候，就去「時間銀行」取。比如，我在學打網
球，每個星期三都用一個時間幣換一次網球課。去年聖誕節，我還在愛心 
超市用時間幣換了書、筆記本和畫筆等，送給山區的孩子們。

我們小區裏有幾位獨居老人。有的身體不好，又自己一個人住，在生 
活中有一些困難。「時間銀行」的義工會每天和他們一起説話，還幫他們 
打掃衛生。

另外，我們小區還有義工輔學站，是由五名退休老師義務負責照看的。
小區裏的孩子們每天放學後在那裏看書，做作業，玩遊戲，等父母下班後 
接他們回家。

現在「時間銀行」已經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了。

好了，該學習去了。記得給我回信！

祝 
學業進步！

	 小麗 
 2021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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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本 B

愛上閱讀愛上閱讀
大公報的「創新系列」記者到香港中學採訪周校長。

記者：記者： 校長好。剛剛我看到禮堂旁，有一台自助販賣機。 校長好。剛剛我看到禮堂旁，有一台自助販賣機。 
學生們下課買點心很方便吧？學生們下課買點心很方便吧？

校長：校長：�哈哈！你大概沒看清楚裏面不是零食和飲品， 
而是一本本精美的圖書。這部機器叫「智能自助 
借書機」。學生只需拍一拍借書證，然後按鈕挑 
選圖書，圖書便自動滑下來，再掃描圖書條碼， 
借閱手續便完成。整個過程百分百自助。

記者：記者：[ – 22 – ]

校長：校長：�每逢早上、小息、放學時，借書機前總會排起長龍。學生可以借喜歡
的圖書回家閱讀。因為我發覺街上自助販賣機好方便，於是把它引進
到學校。

記者：記者：[ – 23 – ]

校長：�校長：�有的。可是由於圖書館有特定開放時間，自助借書機可以突破時間
限制，讓學生隨時享受閱讀的樂趣。

記者：自助借書機好處多多，會不會取代傳統的圖書館？記者：自助借書機好處多多，會不會取代傳統的圖書館？

校長：校長：�當然不會。不僅不會取代，反而會積極鼓勵學生到圖書館借書。因為
圖書館員會把推介的圖書放進去。這些圖書都是一個系列的，但圖書
館員只會放進其中幾本。所以，學生如果想看完這個系列的書，就必
須來圖書館找了。

記者：記者：[ – 24 – ]

校長：校長：�有些學生閱讀興趣不高，很少到圖書館借書。但因被這部新奇的借書
機吸引，總有一天會被其中一本圖書迷住，愛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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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本 C

拾荒慢跑拾荒慢跑
初冬的成都街道，銀杏樹一片金黃。但比醉人的 

風景更吸引人的，是樹下三五成群的年輕男女，只見 
他們戴著白手套，不時彎下身用鑷子夾起道路縫隙中 
的煙頭和廢紙。因為行為太過顯眼，他們吸引了這條 
路上幾乎所有人的目光。

如果你也看到這樣一群人，請不要感到奇怪。 
他們正在進行的是一項風靡全球的健身方式——「拾 
荒慢跑」。這種集慢跑和撿垃圾於一身的公益環保 
運動，是	2016 年由一群瑞典的運動愛好者發起的。

90 後魯利松是這個活動的組織者。拾荒慢跑的環保健康理念，在不少國
家引發共鳴，中國當然也不例外，尤其在成都這座充滿活力的城市中，自然
也少不了熱愛「拾荒慢跑」的年輕人。

魯利松説：「從	9 月份開始，除非下雨，我每星期五都會帶領拾荒慢跑
活動。以自己經營的青年旅舍為根據地，號召年輕人參與到這項潮流且環保
的運動中。」

喜歡旅遊的男青年鄭一清説：「這個隊伍從起初的	8 個人到現在的	160  
個人。來參加的都是	20–30 歲左右，從事不同職業、性格迥異的年輕男女。大
家喜歡接觸新鮮事物，也勇於去嘗試。」

留學生李田田説：「大家在一起撿完垃圾後，來到青年旅舍觀看關於環
保或者垃圾分類的宣傳短片。能和志同道合的人討論環保議題，特別有意
義。」

參加過無數次馬拉松比賽的高山説：「就在前一天晚上的活動中，第一
次迎來了小朋友的參與。本來每次都是我撿的垃圾最多，但這次真的輸給他
們了。」

聽到這裏，魯利松忍不住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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