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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题：缩写。 

 

(1) 仔细阅读下面这篇文章，时间为10分钟，阅读时不能抄写、记录。 

(2) 10分钟后，监考收回阅读材料，请你将这篇文章缩写成一篇短文，时间为35分

钟。 

(3) 标题自拟。只需复述文章内容，不需加入自己的观点。 

(4) 字数为400左右。 

(5) 请把作文直接写在答题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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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小女孩五岁那年就已经很懂事了。有一天爸爸妈妈在说她弟弟的

事。她只听到说弟弟病得很重，而家里一点钱也没有了。现在弟弟需要接

受一个费用昂贵的手术才有可能保住性命，可是看起来没有人会借钱给他

们。她听见爸爸用绝望的口气，轻轻地对泪痕满面的母亲叹道：“现在只

有奇迹才能救得了他。” 

她走到自己的卧室，从壁橱里一个隐蔽的地方翻出一只玻璃果酱瓶子。她

把里面所有的零钱都倒出来，仔细地数起来。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把硬币放

回瓶子里，然后溜出后门，向六个街区外的药店走去。 

她耐心地等着药剂师过来招呼，可是那时他太忙了。她动双脚在地面上摩

擦着，农畜很大的声响来，没人理她。她使劲用最招人厌烦的声音清了清

嗓子，还是没用。最后她用一枚一块的硬币，猛地往玻璃柜台上一拍，这

次奏效了。“噢，你想要什么？”药剂师问道，“我正跟我的弟弟说话

呢，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面了。”他只是随口一问，并没有等她答。 

“嗯，我想跟你讲讲我弟弟的事，他病得非常、非常重„„所以我想买一

个奇迹。” 

“你说什么？”药剂师问。 

“他的脑子里长了一个坏东西。爸爸说现在只有奇迹才能救得了他。那奇

迹多少钱一个呢？” 

“小姑娘，我们这没有奇迹卖，非常抱歉，我帮不了你。”药剂师说，声

音稍微柔和了下来。 

“你听我说，我付得起钱。要是不够的话，我再去拿。你只要告诉我一个

奇迹要多少钱。” 

那个药剂师的弟弟穿着非常体面。他弯下腰，问这个小姑娘，“你弟弟需

要一个什么样的奇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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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她的眼泪涌了出来，“我只知道他病得很重，妈妈说他需

要动手术，可是爸爸拿不出钱，所以我想用自己的钱。” 

“你带了多少钱？”药剂师的弟弟问道。“12块5毛。”她回答，声音低得

几乎听不见，“我现在只有这么多，不过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再去拿。” 

“哇，真是太巧了，”那人笑了起来，“12块5毛，给你弟弟用的奇迹正

好是这个价格。” 

他一手接钱，用另一只手抓过她的手，说：“带我去你的家，我要看看你

弟弟的情况，见见你的父母。看看我这儿是不是有你需要的奇迹。” 

原来药剂师的弟弟是一位神经外科的医生，他免费给女孩儿的弟弟作了手

术，没过多久就痊愈了。 

事后，女孩儿的父母开心地谈到过去，那一连串事情的发生才让他们有了

今天。“那天的手术，”她母亲小声说，“的确是个奇迹，我真想知道那

得花多少钱。” 

她露出一丝微笑，她知道奇迹的准确价格是12元5毛，再加上一个孩子执

着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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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她的相识是在一个宴会上，那时的她年轻美丽，身边有很多的追求

者，而他却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因此，当宴会结束，他邀请她一块去喝咖

啡的时候，她很吃惊，然而，出于礼貌，她还是管应了。 

 

坐在咖啡馆里，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很是尴尬，没有什么话题，她只想尽快

结束，好回去。但是当小姐把咖啡端上来的时候，他却突然说：“麻烦你

拿点盐过来，我唱咖啡习惯放点盐”。当时，她都愣了，小姐也愣了，大

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以至于他的脸都红了。 

 

小姐把盐拿过来了，他放了点进去，慢慢地喝着。她是好奇心很重的女

子，于是很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加点盐呢? ”他沉默了一会，很慢

地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小时候，我家住在海边，我老是在海里泡着，

海浪打过来，海水涌进嘴里，又苦又涩。现在，很久没回家了，咖啡里加

盐，就算是想家的一种表现吧，可以把距离拉近一点。” 

 

她突然被打动了，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男人在她面前说想家，她认

为，想家的男人必定是顾家的男人，而顾家的男人必定是爱家的男人。她

忽然有一种倾诉的欲望，跟他说起了她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冷冰冰的气

氛渐渐地变得融洽起来，两个人聊了很久，并且，她没有拒绝他送她回

家。 

 

再以后，两个人频繁地约会，她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大度，

细心，体贴，符合她所欣赏的所有的优秀男人应该具有的特性。她暗自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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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幸亏当时的礼貌，才没有和他擦肩而过。她带他去遍了城里的每家咖

啡馆，每次都是她说“请拿些盐来好吗？我的朋友喜欢咖啡里加盐。”再

后来，就像童话书里所写的一样，“王子和公主结婚了，从此过着幸福的

生活。”他们确实过得很幸福，而且一过就是四十多年，直到他前不久得

病去世。 

 

故事似乎要结束了，如果没有那封信的话。 

 

那封信是他临终前写的，写给她的：“原谅我一直都欺骗了你，还记得第

一次请你喝咖啡吗？当时气氛差极了，我很难受，也很紧张，不知怎么想

的，竟然对小姐说拿些盐来，其实我是不想加盐的，当时既然说出来了，

只好将错就错了。没想到竟然引起了你的好奇心，这一下，让我喝了半辈

子的加盐咖啡。有好多次，我都想告诉你，可我怕你会生气，更怕你会因

此离开我。现在我终于不怕了，因为我就要死了，死人总是很容易被原谅

的，对不对？今生得到你是我最大的幸福，如果有来生，我还希望能要到

你，只是，我可不想再喝加盐的咖啡了，咖啡里加盐，你不知道，那味

道，有多难喝。咖啡里加盐，我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 ” 

 

信的内容让她吃惊，同时有一种被骗的感觉。然而，他不知道，她多想告

诉他“她是多么高兴，有人为了她，能够做出这样的一生一世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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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有个很有名的理工大学。这个大学有一门公共选修课——法律。自愿选修法律课

的学生多得不可思议。碰到考试的时候，巨大的阶梯教室更是挤得不可开交，甚至有

的学生要坐在地板上答考卷。这样的学习积极性，会让不知内惰的人感慨万分。其

实，这其中另有奥秘。 

 

原来，这门课的试卷好多年来用的都是同一份。也就是说，每个学生在考试以前，弄

份去年的考卷做一下，只要智商不是太低，就能考及格。这已经是大学里公开的秘密:

法律课人多，教授傻，及格率百分之百。 

 

有一天，我遇到这个大学的一个退休了的教授，我就把这个公开的秘密告诉给他。我

倒本觉得那教授傻，我觉得他懒得不可救药，连一年出一份考卷这样的事情也不愿意

做。 

 

退休教授仔细地听着，然后呵呵笑起来。他说，我看这教授一不傻二不懒，他这是太

聪明了!你想一想，大学为什么要给普通的学生开法律课，那是希望他们对法律有个大

致的了解。可是谁都知道法律最枯燥无聊，学理科的学生都鬼精，头脑正常的人都不

可能自愿去选这门课。就冲着这一成不变的考卷，他们就选修了法律。选修了，总得

去听课。在考试以前，总得把考卷做一做准备一下。如果这试卷出得内容丰富全面，

那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学生就了解了一些法律的基本知识，这不就达到了学习的目

的?既然达到了学习目的，当然就可以及格。 

 

可以相信，这张考卷，还将不断地使用下去。学生一边考试一边偷着乐，而教授一边

看考卷一边也偷着乐。双赢的事情，真是其乐融融。 

 

即使考完试以后不及格，如果分数相差不多，也还存在一线希望。这个大学专门设有

个办公室，让学生去查考卷。查考卷的过程就是，老师和考生齐心协力再努力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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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能不能让没有及格的学生找到一个及格的机会。我亲戚的孩子在这个大学读书。

去年考试有一门不及格，差了一分半。他起了个大早去查考卷的办公室。办公室那里

人头济济。排到他前面的是一个留着朋克发型的学生，老师看一眼这个学生的分数，

说，差5分，太多了。我肯定找不回来那么多，你还是下次补考吧。这个差5分的朋克

就给打发走了。轮到一脸忠厚样子的他，老师说，差一分半?你的运气也太背了。差半

分问题不大，差一分半我就没把握了。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结果他们两个在他的考

卷上，这里找出一点，那里找出一点，终于凑成了及格。老师和学生开开心心地握手

告别。 

 

其实考试只是鼓励学习的一种手段。如果为了考试，让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兴趣，那这

样的考试也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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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当我准备报考电影系时，父亲十分反感，他认为电影界竞争激

烈，想要成功很难。当时我一意孤行，父亲和我间的关系从此恶化，近二

十年间和我的话不超过100句。 

 

但是，等我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在电

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从1983年起，

我经过了6年多的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助剧组看看器

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曾经拿着一个剧

本，两个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 

 

这样的奔波毕竟还是希望，最怕的是拿着一个剧本，别人说可以，然后这

里改、那里改，改完了等投资人的意见，意见出来了再改，再等待，可最

终还是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那时候，我已经将近30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

没法自立，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幸好，我的

妻子给了我最及时的鼓励。 

 

妻子是学生物学的，毕业后她就在当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薪水

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每天除

了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剧本外，还包揽了所有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

孩子，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我

就和儿子从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他听，一边等待“英雄的猎人妈妈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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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物回家。” 

 

这样的生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伤自尊心的。有段时间，岳父母让妻子

给我一笔钱，让我拿去开个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

把钱还给了老人。我知道了这件事后，辗转反侧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下

定了决心，也许这辈子电影梦都离我太远了，还是面对现实吧！ 

 

后来，我去了社区大学，报了一门电脑课。在那个生活压倒一切的年代

里，似乎只有电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有一技之长了。那几天我一直萎

靡不振，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细心的她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

那晚，她一宿没和我说话。 

 

第二天，去上班之前，她快上车了，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一字

一句地告诉我：“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那些快要淹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

像那个早上的阳光，直射进我的心底。妻子上车走了，我拿出袋里的课程

表，慢慢地撕成碎片，丢进了门口的垃圾筒。 

 

后来，我的剧本得到赞助，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

开始在国际上获奖。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她才告诉我：“我一直就

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学电脑的人那

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要想成功，就一定要坚持心里有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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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医生年纪大了，但是他的医术非常高明，许多年轻人都想拜他为师。

老医生最后选了其中一位年轻人，带着他给病人看病，传授他治病经验。

没过几年，年轻人就成了老医生的得力助手。 

 

因为老医生的名气越来越大，从四面八方来看病的人与日俱增。为了不让

来看病的人等得太久，老医生决定让年轻医生也独立给病人看病，并给了

他一个独立的房间。两人约定：病情比较轻微的患者，由年轻医生诊断；

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由老医生出马。 

 

这样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找年轻医生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起初，老医生

不以为然，反而很高兴：“小病都治好了，当然不会拖延成为大病，病人

减少了，我也乐得轻松。” 

 

直到有一天，老医生发现，有几位病人的病情很严重，但是仍然坚持选择

年轻医生，对此，他百思不得其解。 

 

老医生和年轻医生的感情很好，互相信赖，所以他不相信年轻人会从中搞

鬼，故意抢病人。“但这是为什么呢？”老医生问他的妻子，“为什么大

家不来找我看病？难道他们不知道我的医术高明吗？我刚刚获奖的消息就

登在报纸的头版上，很多人都看得到啊！” 

 

正好老医生的妻子这几天感冒了，为解开丈夫心中的疑团，老医生的妻子

就以普通病人的身份去丈夫的医院看病，顺便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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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负责接待的护士很有礼貌，对两位医生的介绍也都非常客观，并没

有刻意暗示病人要找哪一位医生看病。 

 

来医院看病的病人非常多，虽然老医生和年轻医生已经分开看病，但病人

等候的时间仍然比较长。在医院等候区等候的时候，病人们就聊起天来，

交换彼此的看病经验。 

 

老医生的妻子也坐在等候区，仔细听周围病人谈论对医生的看法。大家都

说，年轻医生看病时非常仔细，跟病人的沟通很多，而且很亲切、很客

气，经常给病人加油打气。“不用担心啦，回去多喝开水，睡眠要充足，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类似这样的鼓励，让病人感到很轻松、愉快。而老

医生的情况正好相反，他看病的速度很快，往往病人不用开口多说，他就

知道问题在哪里，跟病人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同时他的表情很冷淡，仿

佛对病人的痛苦毫不在意，缺少同情心。因 

 

此，病人们总结：虽然年轻医生的经验不够丰富，但是他足够耐心、细

致，并且关心病人，找年轻医生看病，他们心里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

励；而老医生虽然经验丰富，但是他看病时漫不经心、与己无关的态度，

让病人本来就因身体疼痛而糟糕的心情雪上加霜。所以，他们最终都选择

了年轻医生。 

 

当妻子回到家告诉老医生这些见闻时，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然后陷入了

沉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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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题：缩写。 

 

(1) 仔细阅读下面这篇文章，时间为10分钟，阅读时不能抄写、记录。 

(2) 10分钟后，监考收回阅读材料，请你将这篇文章缩写成一篇短文，时间为35分

钟。 

(3) 标题自拟。只需复述文章内容，不需加入自己的观点。 

(4) 字数为400左右。 

(5) 请把作文直接写在答题卡上。 

 

张天晓，堪称中国民营动漫领域第一人，在法国动画界赢得“动画消防员”的美称。

他曾“误打误撞”进入世界上最好的动画学院——郭布兰视觉艺术学院，1998年归国

后在上海创立了今日动画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中国动画只有真正走出国门，成为一

种文化产品输出到国际市场，树立中国动画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才是中国动画真正

崛起的标志。”张天晓说 

 

张天晓曾就读世界上最好的动画学院——郭布兰视觉艺术学院，郭布兰视觉艺术学院

影视学院院长对张天晓之前设计的上海电视台台标非常感兴趣：一个圆球从浩瀚太空

呼啸而来。对于台标的制作过程，张天晓解释说：“我先做了一个玻璃球，又拿牙刷

在3块玻璃上撒上白点，利用摄像机的推拉摇移以及马达的转动，让玻璃球动起来，在

酷似太空的背景中飞翔。”院长听后对其创意和专业精神赞不绝口，在此契机下，院

长为张天晓单独制定了培训计划，让其提前一年零九个月毕业。毕业后，张天晓就职

于法国LES CARTOONEURS动画公司，1991年，张天晓“转战”法国ELLIPSE动画公

司，成为全欧洲最大的动画集团里惟一一位亚洲人。然而1996年，张天晓为解决“老

东家”的危机，他又回到LES CARTOONEURS动画公司。危机的圆满解决，也使得张

天晓成为该公司的艺术总监，并在法国动画界赢得了“动画界的消防员”的美称。与

此同时，张天晓看到了中国动漫市场的发展潜力，决定归国创作动画。 

 

1998年，张天晓在上海创办了今日动画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并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联

合开办了5期动画班，对员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公司成立后，张天晓和LES CARTOON

EURS和ELLIPSE动画公司都合作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他此时将自己定位在

“加工商”。他说：“作为加工商，你永远在圈子外徘徊，只有投资和联合，才会有

知情权，对方才会把你带进市场，了解游戏规则。” 

 

他坚定投资当时并不被看好的《马丁的早晨》。为此，张天晓几乎把所有家当都押了

进去，最后大获全胜。之后他在欧洲经济尤其是德国经济走向低谷时，他又不失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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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成为了“投资者”。之后他又超越 “投资者”，做“主创方”。《中华小子》

以国际化的视角讲述一个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故事，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成为中

国第一部打入欧美主流媒体的中国文化动画片。张天晓称，《中华小子》不是中国人

讲中国故事给老外看，而是老外讲中国故事给全世界看。这样，外国观众既不会陌

生，中国观众也能有新鲜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