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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针对提供的两道启发题加以分析：

1. 

想和老师说再见

乡村的晨来得很慢。
霞早就知道老师要调走了。
霞不敢主动和老师去说再见。一想到自己专门到学校去和老师说再见，她的脸就 

红了。
霞自己对自己说，脸有什么好红的，不就是和老师说句话吗？但这样她的脸反而更

红了。
老师走的那天，霞起得比以前还要早。她穿了那件只有过年才穿的衣服，拿出放

在柜子里的口红，开始往嘴唇上涂。那口红还是在城里的嫂子回家来住时给她留下的，
只有出门的时候，她才悄悄地涂涂。涂着涂着，她又都用布子擦了。她觉得涂完后自己
变得不像样子了。涂涂擦擦，口红快用完了。

霞早早地在星星的陪伴下朝着村子东面的另一个村子走。晨时的寒气让她的身子凉
凉的。霞不知道是晨真的凉，还是自己出的汗让风吹凉了。

天快亮了，霞开始从那个村子往回走。霞只是想让老师知道，她是从另一个村子
回来，正好遇到老师的。霞还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我是从我姥姥家返回来的，我真的
是从我姥姥家返回来的。好像怕谁不相信似的。

霞走得很慢，她的眼睛一直看着前面。她好几次好像看到前面有个人影，其实只是
路旁的一棵树。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早晨总是看错了什么。

我一定要和老师说再见的。霞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
不就是说个再见吗？有什么大不了的。霞很自信地对自己说。
再见，李老师。霞大声说。霞说完以后，吓了一跳，霞想这是自己的声音吗？霞的

心跳得咚咚的。霞就四周看看，然后伸伸舌头。
老师终于出现了。真的是老师出现了。
霞揉了揉眼睛，霞怕再看错，就使了劲地揉，但这一次没错。那就是那个每天早晨

早早地起来跑步的李老师，那就是那个边跑边朝霞笑、还说“你好啊！”、“你早啊！”
的李老师。

霞心跳得更厉害了，离老师越近霞越想朝另一个路走。但霞硬着头皮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和老师说再见，一定要。
霞一直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刚从我姥姥家回来的，正好就碰到了老师。
霞又想有谁这么早就从姥姥家回来的。霞又想我就是这么早从姥姥家回来的， 

怎么啦？
霞想着这些，霞和老师的距离越来越近。霞听到了老师的脚步声，霞好像还听到

了老师出气的声音。霞的步子急急的。霞知道老师看着自己，但霞不敢抬起头来。那些
个早晨总是这样的，霞每天都起得很早，她的母亲瘫了好几年了，霞每天早晨要早早起
来给出工的父亲和上学的弟弟妹妹做饭，还要做猪食。霞早早地从街外边的柴禾堆上抱
柴回来，正好碰到老师跑步回来，老师总是看着霞说：你好。霞总是头低低的，步子急
急地抱着柴回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有好多次，霞都要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在老师说完“你好”以后，或者干脆在老师
还没有说出话来的时候，但霞一直没有说出来。有好几次老师说霞你为什么不上学啊，
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霞其实是很想上学的，但霞没和老师说。老师给了霞好多书，
有小学课本，还有故事书，老师在村里呆的时间长了，就知道霞不上学是因为家里穷，
老师就给了霞好多书，还让霞不懂的时候来找老师。霞就常看老师给她的书，不懂了就
问上小学的孩子们，但她一次也没敢去问老师。每次路上碰到老师，她总能看到老师目
光里对她的惋惜，但同时也有鼓励。霞总是想老师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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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给了霞好多书，霞一直想感谢老师。霞在许多个晚上把话都想好了，但到了
早晨，要说的话都忘了。看着老师从那条路上跑远，霞就一直在心里埋怨自己。霞的话
一直没有说出来，老师却要调走了。所以霞就告诉自己说啥也要和老师说再见的。

老师的脚步声更近了。霞感觉自己的嘴皮子都开始颤了。
“你好，你总是早早的。”霞听了老师的声音。
霞说：我—我—我—
霞把自己想跟老师说的话忘了。霞急急地像从前一样从老师的身边飘过去。
霞由不了自己，霞的腿让霞急急地就从老师的身边飘过去了。
飘了好长时间，霞才清醒了许多，霞又想起了她想做的事，她要和老师说再见。
可是老师已经走远了。
霞生气地骂着自己，然后扭过头来，可是霞已经看不见老师了。老师已经走下了很

远很远的那个土坡。
看着老师走下的那个坡，霞突然就大声地喊：老师，再见—
霞真的喊出来了。真切地听着自己的声音，霞的脸上已满是泪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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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山西大同市作协副主席侯建臣先生同意选用该作品。

(一)	分析讨论作者如何通过对霞这个人物的性格的刻画以及对其经历的披露来表达作品的
思想内容。

(二)	分析讨论作者如何运用文学手法与修辞技巧，取得何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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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阳光下的建筑工地

一群脊背油亮的民工，一群细小而 

忽略不计的蚂蚁，甚至在六层楼高的窗外 

依然能够听见他们喘息 

粗重、肥大而又小心翼翼

此刻，阳光照耀下的工地 

黝黑而沉郁的目光，沾满了生活的草屑， 

凌乱、嘈杂、深藏恐惧，恰好与钢筋的硬度 

成为对比；他们在打桩，给信念打桩； 

他们在浇铸，浇铸生活；而那些 

享受生活的人未必记挂他们，惟有我 

默默凝视着他黝黑而又沉重的身影 

依稀分辨着童年时若隐若现的乡音 

这次，带血而又嘶哑的声音 

加深了商业的误解与仇视

阳光下的建筑工地，一群群脊背油亮的民工 

三三两两地搬运着生活的瓦砾，他们 

用汗水洗濯了美，让我清白 

用隐忍克制着遗弃，令我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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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诗鸿，《中国诗歌库》(2017)

(一)	分析讨论诗歌主题思想的表达与展开。

(二)	分析讨论作者如何运用诗歌语言与文学手法，取得何种效果。

 

www. i bpast papers. com

PDF Compressor Free Version 



Chinese A: literature – Traditional version

Chinois A : littérature – Version traditionnelle

Chino A: literatura – Versión tradicional

4 pages/páginas

M19/1/AXCHI/SP1/CHI/TZ0/XX TRAD

www. i bpast papers. com

PDF Compressor Free Version 



– 2 – M19/1/AXCHI/SP1/CHI/TZ0/XX TRAD

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針對提供的兩道啟發題加以分析：

1. 

想和老師說再見

鄉村的晨來得很慢。
霞早就知道老師要調走了。
霞不敢主動和老師去說再見。一想到自己專門到學校去和老師說再見，她的臉就 

紅了。
霞自己對自己說，臉有什麼好紅的，不就是和老師說句話嗎？但這樣她的臉反而更

紅了。
老師走的那天，霞起得比以前還要早。她穿了那件只有過年才穿的衣服，拿出放

在櫃子裏的口紅，開始往嘴唇上塗。那口紅還是在城裏的嫂子回家來住時給她留下的，
只有出門的時候，她才悄悄地塗塗。塗著塗著，她又都用布子擦了。她覺得塗完後自己
變得不像樣子了。塗塗擦擦，口紅快用完了。

霞早早地在星星的陪伴下朝著村子東面的另一個村子走。晨時的寒氣讓她的身子涼
涼的。霞不知道是晨真的涼，還是自己出的汗讓風吹涼了。

天快亮了，霞開始從那個村子往回走。霞只是想讓老師知道，她是從另一個村子
回來，正好遇到老師的。霞還在心裏一遍一遍地說：我是從我姥姥家返回來的，我真的
是從我姥姥家返回來的。好像怕誰不相信似的。

霞走得很慢，她的眼睛一直看著前面。她好幾次好像看到前面有個人影，其實只是
路旁的一棵樹。霞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這樣一個早晨總是看錯了什麼。

我一定要和老師說再見的。霞一遍一遍地對自己說。
不就是說個再見嗎？有什麽大不了的。霞很自信地對自己說。
再見，李老師。霞大聲說。霞說完以後，嚇了一跳，霞想這是自己的聲音嗎？霞的

心跳得咚咚的。霞就四周看看，然後伸伸舌頭。
老師終於出現了。真的是老師出現了。
霞揉了揉眼睛，霞怕再看錯，就使了勁地揉，但這一次沒錯。那就是那個每天早晨

早早地起來跑步的李老師，那就是那個邊跑邊朝霞笑、還說“你好啊！”、“你早啊！”
的李老師。

霞心跳得更厲害了，離老師越近霞越想朝另一個路走。但霞硬著頭皮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和老師說再見，一定要。
霞一直在心裏告訴自己，我是剛從我姥姥家回來的，正好就碰到了老師。
霞又想有誰這麼早就從姥姥家回來的。霞又想我就是這麼早從姥姥家回來的， 

怎麼啦？
霞想著這些，霞和老師的距離越來越近。霞聽到了老師的腳步聲，霞好像還聽到

了老師出氣的聲音。霞的步子急急的。霞知道老師看著自己，但霞不敢擡起頭來。那些
個早晨總是這樣的，霞每天都起得很早，她的母親癱了好幾年了，霞每天早晨要早早起
來給出工的父親和上學的弟弟妹妹做飯，還要做豬食。霞早早地從街外邊的柴禾堆上抱
柴回來，正好碰到老師跑步回來，老師總是看著霞說：你好。霞總是頭低低的，步子急
急地抱著柴回家，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有好多次，霞都要自己說一句什麼話，在老師說完“你好”以後，或者乾脆在老師
還沒有說出話來的時候，但霞一直沒有說出來。有好幾次老師說霞你為什麼不上學啊，
霞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霞其實是很想上學的，但霞沒和老師說。老師給了霞好多書，
有小學課本，還有故事書，老師在村裏呆的時間長了，就知道霞不上學是因為家裏窮，
老師就給了霞好多書，還讓霞不懂的時候來找老師。霞就常看老師給她的書，不懂了就
問上小學的孩子們，但她一次也沒敢去問老師。每次路上碰到老師，她總能看到老師目
光裏對她的惋惜，但同時也有鼓勵。霞總是想老師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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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給了霞好多書，霞一直想感謝老師。霞在許多個晚上把話都想好了，但到了
早晨，要說的話都忘了。看著老師從那條路上跑遠，霞就一直在心裏埋怨自己。霞的話
一直沒有說出來，老師卻要調走了。所以霞就告訴自己說啥也要和老師說再見的。

老師的腳步聲更近了。霞感覺自己的嘴皮子都開始顫了。
“你好，你總是早早的。”霞聽了老師的聲音。
霞說：我—我—我—
霞把自己想跟老師說的話忘了。霞急急地像從前一樣從老師的身邊飄過去。
霞由不了自己，霞的腿讓霞急急地就從老師的身邊飄過去了。
飄了好長時間，霞才清醒了許多，霞又想起了她想做的事，她要和老師說再見。
可是老師已經走遠了。
霞生氣地罵著自己，然後扭過頭來，可是霞已經看不見老師了。老師已經走下了

很遠很遠的那個土坡。
看著老師走下的那個坡，霞突然就大聲地喊：老師，再見—
霞真的喊出來了。真切地聽著自己的聲音，霞的臉上已滿是淚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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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山西大同市作協副主席侯建臣先生同意選用該作品。

(一)	分析討論作者如何通過對霞這個人物的性格的刻畫以及對其經歷的披露來表達作品的
思想內容。

(二)	分析討論作者如何運用文學手法與修辭技巧，取得何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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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陽光下的建築工地

一群脊背油亮的民工，一群細小而 

忽略不計的螞蟻，甚至在六層樓高的窗外 

依然能夠聽見他們喘息 

粗重、肥大而又小心翼翼

此刻，陽光照耀下的工地 

黝黑而沉鬱的目光，沾滿了生活的草屑， 

淩亂、嘈雜、深藏恐懼，恰好與鋼筋的硬度 

成為對比；他們在打樁，給信念打樁； 

他們在澆鑄，澆鑄生活；而那些 

享受生活的人未必記掛他們，惟有我 

默默凝視著他黝黑而又沉重的身影 

依稀分辨著童年時若隱若現的鄉音 

這次，帶血而又嘶啞的聲音 

加深了商業的誤解與仇視

陽光下的建築工地，一群群脊背油亮的民工 

三三兩兩地搬運著生活的瓦礫，他們 

用汗水洗濯了美，讓我清白 

用隱忍克制著遺棄，令我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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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詩鴻，《中國詩歌庫》(2017)

(一)	分析討論詩歌主題思想的表達與展開。

(二)	分析討論作者如何運用詩歌語言與文學手法，取得何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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