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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试 大 纲

１． 指导思想

为了客观地测试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以
下简称同等学力人员）的德语水平，保证学位授予的质量，根据《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

的规定》（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通过）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９４ 年

下达的《关于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课程水平统一

考试的通知》的精神和要求，结合同等学力人员学习德语的特点，在总

结近几年来统一考试经验的基础上，再次修订（第五次修订） “德语考

试大纲”。
对非德语专业研究生德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获得较熟练的

阅读能力与基本的写、说的能力。
“德语考试大纲”的目的在于考核非德语专业的同等学力人员是

否达到研究生教学所规定的外语水平的各项要求，以及同等学力人员

实际掌握和运用德语的能力。
“德语考试大纲”对课程和教材不做统一规定；凡符合下列评价目

标的课程及教材均适合考生的德语语言学习和应考复习。

２． 评价目标及要求

１） 词汇：掌握 ５ ０００ 个词汇；能根据具体语境、句子结构或上下文

理解非常用词汇的词义（参见附录二：词汇表）。
２） 语法：掌握德语的基本语法知识和常用句型及其语法结构（参

见附录一：语法表）。
３） 阅读能力： 能阅读各种难度适中题材（科普、社会、文化、史地、

人物传记、日常生活等）和体裁（议论文、叙述文、描写文、说明文、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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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等）的文章。 阅读速度约为 ８０～１００ 词 ／分钟。
４） 场景反应能力： 能根据不同的对话场景作出正确的反应。
５） 笔译能力：
Ａ． 德译汉：能翻译各种难度适中题材（科普、社会、文化、史地、人

物传记、日常生活等）和体裁（议论文、叙述文、描写文、说明文、
应用文等）的文字材料。 要求译文准确，文字通顺。 速度约为

１５～２０ 词 ／分钟。
Ｂ． 作文：能根据题目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出一篇不少于 １２０

词的作文。 体裁可为议论文、叙述文、描写文、说明文、应用文

等。 要求语法正确，文字通顺。

３． 题型、题量、分值

考试试卷由 ６ 种基本题型构成：
第一部分：场景填空

第二部分：阅读理解

第三部分：完形填空

第四部分：语法、词汇

第五部分：德译汉

第六部分：作文

总分为 １００ 分。 考试时间为 １５０ 分钟。

试题的题数、计分与考试时间分配表

序号 考题名称 题数 计分 时间

１ 场景填空 １０ 题 １５ 分 １０ 分钟

２ 阅读理解 １５ 题 ３０ 分 ４５ 分钟

３ 完形填空 １０ 题 １０ 分 １５ 分钟

４ 语法、词汇 ２０ 题 ２０ 分 ２０ 分钟

５ 德译汉 １ 题 １０ 分 ３０ 分钟

６ 作文 １ 题 １５ 分 ３０ 分钟

总计 ６ 项 ５７ 题 １００ 分 １５０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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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考试试卷在考查考生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考

查考生实际运用德语的能力。

第一、二、三、四部分为客观题，共计 ７５ 分，考生应在答题卡上标出

答案。
第五、六部分为主观题，共计 ２５ 分，考生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

试卷的基本题型及内容：
１） 场景填空：计分为 １５ 分。 时间为 １０ 分钟。 内容为 １０ 道场景对

话题，考生应根据场景内容在四选一的选项中找出正确答案。
２） 阅读理解：计分为 ３０ 分。 时间为 ４５ 分钟。 共计 １５ 题。 内容

为 ３ 篇文章，总词汇量为 ９００ 词左右。 第一篇文章的题型为配

对型多项选择，要求在给出的 ５ 个选项中配对选出各个段落的

标题；第二篇文章的题型为正误判断，要求从每题的三个选项

中（ｒｉｃｈｔｉｇ， ｆａｌｓ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ｅｒｗäｈｎｔ）选出一个正确答案；第三篇文

章的题型为多项选择，要求从每题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正确

答案。
３） 完形填空：计分为 １０ 分。 时间为 １５ 分钟。 内容为 １ 篇 ３００ 词

左右的短文。 文后有 １０ 个题目，要求从每个题目的四个选项

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
４） 语法、词汇：计分为 ２０ 分。 时间为 ２０ 分钟。 词汇 １４ 题，语法 ６

题，题型为四选一。
５） 德译汉：计分为 １０ 分。 时间为 ３０ 分钟。 内容为 １ 篇或 ２ 篇总

计约 ３００ 词的短文，要求对其中总计约 １５０ 词的画线部分进行

翻译。
６） 作文：计分为 １５ 分。 时间为 ３０ 分钟。 根据题目的要求在规定

的时间内写出一篇不少于 １２０ 词的作文。 体裁可为议论文、叙
述文、描写文、说明文、应用文等。 考生应仔细阅读作文提示，
要求内容切题，语法正确，文字通顺。 内容点计分为 ５ 分；语言

表达计分为 １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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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试 样 卷

样　 卷　 一

序号 考题名称 计分 时间 得分 教师签名

１ 场景填空 １５ 分 １０ 分钟

２ 阅读理解 ３０ 分 ４５ 分钟

３ 完形填空 １０ 分 １５ 分钟

４ 语法、词汇 ２０ 分 ２０ 分钟

５ 德译汉 １０ 分 ３０ 分钟

６ 作文 １５ 分 ３０ 分钟

１００ 分 １５０ 分钟

Ｉ． 场景填空 Ｅｒｇäｎｚｕｎｇ （每题 １．５ 分， 共 １５ 分）

Ｌｅｓｅｎ Ｓｉｅ ｂｉｔｔｅ ｄｉｅ Ｄｉａｌｏｇｅ ｕｎｄ ｆｉｎｄｅｎ Ｓｉｅ ｄｉｅ ｐａｓｓｅｎｄｅ Ｌöｓｕｎｇ ｈｅｒａｕｓ．

１． － Ｗｏｈｅｒ ｋｏｍｍｅｎ Ｓｉｅ， ｗｅｎｎ ｉｃｈ ｆｒａｇｅｎ ｄａｒｆ？
－ ．
Ａ． Ｉｃｈ ｋｏｍｍｅ ａｕｓ Ｂｅｒｌｉｎ　 　 　 　 Ｂ． Ｎｅｉｎ， ｉｃｈ ｄａｒｆ ｎｉｃｈｔ ｆｒａｇｅｎ
Ｃ． Ｓｉｅ ｋｏｍｍｅｎ ａｕ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Ｄ． Ｉｃｈ ｋｏｍｍｅ ｓｃｈｏｎ

２． － Ｅｎｔｓｃｈｕｌｄｉｇｅｎ Ｓｉｅ， ｉｓｔ ｈｉｅｒ ｎｏｃｈ ｆｒｅｉ？
－ Ｅｓ ｉｓｔ ｒｅｓｅｒｖｉｅｒｔ．
Ａ． Ｍａｃｈｔ ｎｉｃｈｔｓ！ Ｂ． Ｓｅｈｒ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ｖｏｎ Ｉｈｎｅｎ．
Ｃ． Ｂｉｔｔｅ ｓｃｈöｎ． Ｄ． Ｔｕｔ ｍｉｒ ｌｅｉｄ！

３． － Ａｒｂｅｉｔｅｎ Ｓｉｅ ｉｎ Ｍüｎｃｈｅｎ？
－ ．
Ａ． Ｊａ， ｌｅｉｄｅｒ ｎｉｃｈｔ Ｂ． Ｎｅｉｎ， ｓｃｈｏｎ ｇａｎｚ ｌ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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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Ｎｅｉｎ． Ｉｃｈ ｋｏｍｍｅ ｚｕ Ｂｅｓｕｃｈ Ｄ． Ｎａ ｊａ， ｅｓ ｇｅｈｔ
４． － Ｔｒｉｎｋｅｎ Ｓｉｅ Ｂｉｅｒ？

－ ．
Ａ． Ｊａ， ｂｉｔｔｅ ｎｉｃｈｔ Ｂ． Ｎｅｉｎ， ｉｃｈ ｂｉｎ ｈｕｎｇｒｉｇ
Ｃ． Ｎｅｉｎ， ｊｅｔｚｔ ｎｉｃｈｔ ｍｅｈｒ Ｄ． Ｊａ， ｉｍ Ｖｏｒａｕｓ

５． － Ｇｉｂｔ ｅｓ ｈｉｅｒ ｉｎ ｄｅｒ Ｎäｈｅ ｅｉｎｅ Ｐｏｓｔ？
－ ．
Ａ． Ｊａ， ｉｎ ｇｒｏßｅｒ Ｏｒｄｎｕｎｇ Ｂ． Ｊａ， ｄｉｅ ｇｉｂｔ̓ｓ ｎｉｃｈｔ
Ｃ． Ｊａ， ｎｅｈｍｅｎ Ｓｉｅ Ｐｌａｔｚ Ｄ． Ｊａ， ｇｌｅｉｃｈ ｕｍ ｄｉｅ Ｅｃｋｅ

６． － Ｉｓｔ ａｌｌ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ｎｕｎｇ， Ｈｅｒｒ Ｄｏｋｔｏｒ？
－ ．
Ａ． Ｊａ， 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 ｆｅｈｌｔ ｍｉｒ ｇａｒ ｎｉｃｈｔｓ
Ｂ． Ｊａ， ｅｓ ｈａｔ ｋｅｉｎｅｎ Ｓｉｎｎ
Ｃ． Ｊａ， Ｓｉｅ ｓｉｎｄ ｉｎ ｂｅｓｔｅｒ Ｆｏｒｍ
Ｄ． Ｊａ， ｄａｓ ｇｅｈｔ ｍｉｃｈ ｎｉｃｈｔｓ ａｎ

７． － Ｋａｎｎｓｔ ｄｕ ｄａｓ Ｚｉｍｍｅｒ ｎｉｃｈｔ ｍａｌ ａｕｆｒäｕｍｅｎ？
－ ．
Ａ． Ｎｅｉｎ， ｌａｓｓｅｎ Ｓｉｅ ｒｕｈｉｇ Ｚｅｉｔ
Ｂ． Ｋｌａｒ！ Ａｂｅｒ ｎｉｃｈｔ ｈｅｕｔｅ
Ｃ． Ｊａ， ｄａｓ ｍｕｓｓｔ ｄｕ ｇａｒ ｎｉｃｈｔ
Ｄ． Ｎｅｉｎ， ｅｓ ｄａｕｅｒｔ ｎｉｃｈｔ ｌａｎｇ

８． － Ｗｏ ｗｏｈｎｅｎ Ｓｉｅ ｊｅｔｚｔ？
－ ．
Ａ． Ｂｅｉ ｅｉｎｅｍ Ｆｒｅｕｎｄ
Ｂ． Ｄａｓ ｓｏｌｌ ｍａｎ ｎｉｃｈｔ ｓａｇｅｎ
Ｃ． Ｄａｓ ｉｓｔ ｆüｒ ｍｉｃｈ ｋｅ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 Ｎｉｃｈｔ ｎｅｎｎｅｎｓｗｅｒｔ

９． － Ｗｉｌｌｓｔ ｄｕ ｎｉｃｈｔ ｍａｌ ｖｏｒｂｅｉｋｏｍｍｅｎ？ Ｄａｎｎ ｋöｎｎｅｎ ｗｉｒ ｇｅｎａｕｅｒ ｄａｒüｂｅｒ
ｓｐｒｅｃｈｅｎ．
－ Ｊａ， ｇ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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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Ｈａｓｔ ｄｕ ｅｉｎｅｎ Ｔｅｒｍｉｎ？
Ｂ． Ｗａｓ ｈａｓｔ ｄｕ ｖｏｒ？
Ｃ． Ｗａｎｎ ｉｓｔ ｄｉｒ ｒｅｃｈｔ？
Ｄ． Ａｍ ｂｅｓｔｅｎ ｋｏｍｍｓｔ ｄｕ ｍｏｒｇｅｎ Ａｂｅｎｄ．

１０． － Ｇｕｔｅｎ Ｔａｇ！ ？
－ Ｉｃｈ ｍöｃｈｔｅ １０００ Ｅｕｒｏ ａｂｈｅｂｅｎ． Ｈｉｅｒ ｉｓｔ ｍｅｉｎｅ Ｋｕｎｄｅｎｋａｒｔｅ．
Ａ． Ｓｉｅ ｗüｎｓｃｈｅｎ
Ｂ． Ｋａｎｎ ｉｃｈ ｂｉｔｔｅ ｄｉｅ Ｒｅｃｈｎｕｎｇ ｈａｂｅｎ
Ｃ． Ｗａｓ ｍａｃｈｔ ｄａｓ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
Ｄ．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 ｏｄｅｒ ｇｅｔｒｅｎｎｔ

ＩＩ． 阅读理解 Ｌｅｓｅｖｅｒｓｔäｎｄｎｉｓ （每题 ２ 分， 共 ３０ 分）

ＩＩ．１ 阅读理解 Ｌｅｓｅｖｅｒｓｔäｎｄｎｉｓ １

Ｗäｈｌｅｎ Ｓｉｅ ｂｉｔｔｅ ｆüｒ ｄｉｅ 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ｅ ２⁃６ ｊｅ ｅｉｎｅ ｐａｓｓｅｎｄｅ Üｂｅｒｓｃｈｒｉｆｔ．

Ｄｉｅ Ａｌｔｅｎ ｅｈｒｅｎ

１ Ｓｉｃｈｅｒ， ｄｉｅ Ｊｕｇｅｎｄ ｉｓｔ ｕｎｓｅｒｅ ｓｃｈöｎｓｔｅ Ｚｅｉｔ． Ｄｉｅ Ｊｕｎｇｅｎ ｓｉｎｄ ａｕｃｈ ｕｎｓｅｒｅ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Ａｂｅｒ ｄｉｅ， ｄｉｅ ｉｎ ｄｅ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ｌｅｂｅｎ， ｓｏｌｌｔｅｎ ｒｕｈｉｇ ｓｃｈｏｎ ｅｉｎｅｎ
Ｂｌｉｃｋ ｖｏｒａｕｓ ｗａｇｅｎ．

２ Ｗｅｎｎ ｗｉｒ ｓｅｈｅｎ， ｗｉｅ ｅｓ ｈｅｕｔｅ ｕｎｓｅｒｅｎ Ａｌｔｅｎ ｇｅｈｔ ｕｎｄ ｗｉｅ ｗｉｒ ｍｉｔ ｉｈｎｅｎ
ｕｍｇｅｈｅｎ， ｓｏｌｌｔｅ ｄｅｎ Ｊｕｎｇｅｎ ｋｌａｒ ｓｅｉｎ， ｄａｓｓ ｄａｓ ａｕｃｈ ｉｈｒｅ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ｉｓｔ．
Ｗｅｒ ｉｎ ｄｅｒ Ｊｕｇｅｎｄ ｎｉｃｈｔ ａｎｓｔäｎｄｉｇ ｍｉｔ ａｌｔｅｎ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ｕｍｇｅｈｔ， ｄａｒｆ ｓｉ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ｂｅｓｃｈｗｅｒｅｎ （诉苦）， ｗｅｎｎ ｍａｎ ｉｈｎ ｉｍ Ａｌｔｅｒ ｅｂｅｎｓｏ ｂｅｈａｎｄｅｌｔ．
Ａｌｌｚｕ ｏｆｔ ｖｅｒｇｅｓｓｅｎ ｗｉｒ ｉｎ ｄｅｒ Ｍｉｔｔｅ ｕｎｓｅｒｅｓ Ｌｅｂｅｎｓ， ｄａｓｓ ｗｉｒ ｓｅｌｂｓｔ ｅｉｎ⁃
ｍａｌ ａｌｔ ｓｅｉｎ ｗｅｒｄｅｎ．

３ Ｊｅｄｅ Ｇｅｆäｌｌｉｇｋｅｉｔ （热心肠）， ｊｅｄｅｓ ｌｉｅｂｅ Ｗｏｒｔ， ｄｉｅ Ｅｒｆüｌｌｕｎｇ ｅｉｎｅｒ Ｂｉｔｔｅ
ｕｍ Ｅｉｎｋａｕｆ， ｓｏｌｌｔｅｎ ｚｕ ｄｅｎ Ｄｉｎｇｅｎ ｇｅｈöｒｅｎ， ｄｉｅ 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 ｓｉｎｄ．
Ｄｉｅ ｍｅｉｓｔｅｎ ｎｅｈｍｅｎ ｓｉｅ ａｂｅｒ ｎｉｃｈｔ ｗａｈｒ． Äｌｔｅｒｅ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ｓｉｎｄ ｆüｒ ｊｅｄｅ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ｄａｎｋｂａｒ． Ｗｉｒ ｍüｓｓｅｎ ｊｅｔｚｔ ｄａｆüｒ ｓｏｒｇｅｎ， ｄａｓｓ ｅｓ ｕｎｓｅｒ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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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ｔｅｎ ｇｕｔ ｇｅｈｔ， ｓｏｎｓｔ ｗｉｒｄ ｅｓ ｕｎｓ ｓｐäｔｅｒ ｎｏｃｈ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ｒ ｇｅｈｅｎ．
４ Ａｕｃｈ ｆüｒ ｕｎｓ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ｗｉｒｄ ｅｓ ｅｉｎｅｎ Ｈｅｒｂｓｔ ｇｅｂｅｎ． Ｆüｒ ｄｉｅ， ｄｉｅ ｊｅｔｚｔ
ｎｏｃｈ ｆｒöｈｌｉｃｈ ｉｎ ｄｅｎ Ｔａｇ ｈｉｎｅｉｎｌｅｂｅｎ （无忧无虑地生活）， ｉｓｔ ｅｓ ｋａｕｍ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ｂａｒ ｕｎｄ ｄｏｃｈ ｗｉｒｄ ｅｓ ｓｏ ｓｅｉｎ． Ｅｓ ｓｔｅｈｔ ｓｏｇａｒ ｓｃｈｏｎ ｇｅｓｃｈｒｉｅｂｅｎ，
ｄｕ ｓｏｌｌｓｔ Ｖａｔｅｒ ｕｎｄ Ｍｕｔｔｅｒ ｅｈｒｅｎ． Ｖｉｅｌｌｅｉｃｈｔ ｋöｎｎｔｅ ｍａｎ ｎｏｃｈ ｅｒｇäｎｚｅｎｄ
ｓａｇｅｎ， ｄｕ ｓｏｌｌｓｔ ｄｉｅ Ａｌｔｅｎ ｅｈｒｅｎ．

５ Ｄｅｎｎ ｎｉｅｍａｎｄ ｉｓｔ ａｌｔ ａｕｆ ｄｉｅ Ｗｅｌｔ ｇｅｋｏｍｍｅｎ． Ｄｉｅ ｅｉｎｅｎ ｓｉｎｄ ｊｕｎｇ， ｄｉｅ
ａｎｄｅｒｅｎ ａｌｔ． Ｄｉｅ ａｌｔｅｎ ｈａｂｅｎ ｍｅｈｒ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 ｏｂ ｇｕｔ ｏｄｅｒ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 Ｄｉｅ
Ｊｕｎｇｅｎ ｋöｎｎｔｅｎ ｓｉｅ ｎｕｔｚｅｎ． Ｅｓ ｉｓｔ ｆａｓｔ Ｖｅｒｓｃｈｗｅｎｄｕｎｇ， ｗｅｎｎ ｍａｎ Ｗｉｓｓｅｎ
ｕｎｄ Ｌｅｂｅｎｓ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 ｍｉｔ Ｅｒｒｅｉｃｈｕｎｇ ｄｅｓ Ｒｕｈｅｓｔａｎｄｅｓ ｚｕ ｄｅｎ Ａｋｔｅｎ ｌｅｇｔ
（搁置起来）．

６ Ｅｓ ｇａｂ 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 ｄａ ｌｅｂｔｅｎ ｄｉ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ｎ ｚｕ ｇｅｇｅｎｓｅｉｔｉｇｅｎ Ｎｕｔｚｅｎ
ｕｎｔｅｒ ｅｉｎｅｍ Ｄａｃｈ． Ｄｉｅ Ｊｕｎｇｅｎ ｇｉ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 ｎａｃｈ （从事）． Ｄｉｅ Ａｌｔｅｎ
ｈüｔｅｔｅｎ ｄａｓ Ｈａｕｓ ｕｎｄ ｄｉｅ Ｋｉｎｄｅｒ． Ｚｕ ｄｅｒ Ｚｅｉｔ ｂｅｎöｔｉｇｔｅ ｍａｎ ｋａｕｍ
Ｋｉｎｄｅｒｇäｒｔｅｎ ｕｎｄ Ａｌｔｅｒｈｅｉｍｅ． Ｖｉｅｌｌｅｉｃｈｔ ｂａｕｔ ｍａｎ ｅｉｎｅｓ Ｔａｇｅｓ ｗｉｅｄｅｒ
Ｈäｕｓｅｒ， ｉｎ ｄｅｎ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ｎ ｍｉｔｅｉｎａｎｄｅｒ ｌｅｂｅｎ ｋöｎｎｅｎ． Ａｂｅｒ ｅｓ ｗｉｒｄ
ｗｏｈｌ ｎｕｒ ｅｉｎ Ｔｒａｕｍ ｂｌｅｉｂｅｎ．

１１． 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 ２
１２． 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 ３
１３． 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 ４
１４． 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 ５
１５． 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 ６

Ａ　 Ｄｉｅ Ｎｕｔ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ｌｔｅｎ
Ｂ　 Ａｎｓｔäｎｄｉｇｅｒ Ｕｍｇａｎｇ ｍｉｔ ｄｅｎ Ａｌｔｅｎ
Ｃ　 Ｄｅｎ Ａｌｔｅｎ ｚｕ ｈｅｌｆｅｎ， ｉｓｔ ｅｉｎｅ 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ｅ Ｓａｃｈｅ
Ｄ　 Ｄｅｒ Ｔｒａｕｍ ｖｏｎ ｄｅｍ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ｃｈｅｎ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ｌｅｂｅｎ ｄ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ｎ
Ｅ　 Ｓｏｗｏｈｌ ｄｉｅ ｅｉｇｅｎｅｎ Ｅｌｔｅｒｎ ａｌｓ ａｕｃｈ ａｌｌｅ ａｎｄｅｒｅｎ Ａｌｔｅｎ ｅｈｒ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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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２ 阅读理解 Ｌｅｓｅｖｅｒｓｔäｎｄｎｉｓ ２

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ｎ Ｓｉｅ， ｏｂ ｄｉｅ ｊｅｗｅｉｌｉｇｅｎ Ａｕｓｓａｇｅｎ ｒｉｃｈｔｉｇ， ｆａｌｓｃｈ ｏｄｅｒ ｎｉｃｈｔ
ｉｍ Ｔｅｘｔ ｅｒｗäｈｎｔ ｓｉｎｄ．

Ｅｉｎｅ ｆｒｅｉｗｉｌｌｉｇｅ Ｆｅｕｅｒｗｅｈｒｆｒａｕ

　 Ｍａｎ ｓｏｌｌｔｅ Ｓｉｍｏｎｅ Ｍｉｌｌｅｒ ｌｉｅｂｅｒ ｎｉｃｈｔ ｆｒａｇｅｎ， ｗｉｅ ｅｓ ｄｅｎｎ ｄａｚｕ ｋａｍ，
ｄａｓｓ ｓｉｅ ｈｅｕｔｅ ｄａｓ ｅｒｓｔｅ ｕｎｄ ｅｉｎｚｉｇｅ ｗｅｉｂｌｉｃｈｅ Ｗｅｓｅｎ ｕｎｔｅｒ Ｍüｎｃｈｅｎｓ
Ｆｅｕｅｒｗｅｈｒｌｅｕｔｅｎ ｉｓｔ． „ Ｉｍｍｅｒ ｓｏｌｌ ｉｃｈ ｄａｓ ｅｒｋｌäｒｅｎ ， ｓａｇｔ ｓｉｅ． „ Ａｌｓ ｉｃｈ
ｍｉｃｈ ｌｅｔｚｔｅｓ Ｊａｈｒ ｋｕｒｚ ｖｏｒ Ｗｅｉｈｎａｃｈｔｅｎ ｄａｚｕ ｅｎｔ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ｎ ｈａｂｅ， ｗｕｓｓｔｅ ｉｃｈ
ｇａｒ ｎｉｃｈｔ， ｄａｓｓ ｅｓ Ｆｒａｕｅｎ ｂｅｉ ｄｅｒ Ｆｅｕｅｒｗｅｈｒ ｂｉｓｈｅｒ ｎｉｃｈｔ ｇａｂ．
　 Ｄａｓ ａｂｅｒ ｓｏｌｌｔｅ ｄｉｅ ２３⁃ｊäｈｒｉｇｅ ｓｃｈｏｎ ｂａｌｄ ａｍ ｅｉｇｅｎｅｎ Ｌｅｉｂ ｅｒｆａｈｒｅｎ． „
Ｅｒｓｔ ｍａｌ ｎｕｒ Ａｂｌｅｈｎｕｎｇ， ａｌｓ ｉｃｈ ｍｉｃｈ ｂｅｉ ｄｅｒ Ｆｒｅｉｗｉｌｌｉｇｅｎ Ｆｅｕｅｒｗｅｈｒ ｉｎ
Ｍｏｏｓａｃｈ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ｔｅ ｕｎｄ ａｎｂｏｔ， ｉｎ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ｂｅｉ ｅｉｎｅｍ Ａｕｔｏｕｎｆａｌｌ ｏｄｅｒ ｂｅｉ ｅｉ⁃
ｎｅｍ Ｂｒａｎｄ ｚｕ ｈｅｌｆｅｎ， ｓａｇｔ Ｓｉｍｏｎｅ Ｍｉｌｌｅｒ． Ｄｏｃｈ ｓｉｅ ｌｉｅß ｓｉ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ｅｎｔｍｕ⁃
ｔｉｇｅｎ． Ｉｍ Ｇｅｇｅｎｔｅｉｌ： „Ｄａｓ ｈａｔ ｍｉｃｈ ｅｒｓｔ ｒｉｃｈｔｉｇ ａｎｇｅｓｐｏｒｎｔ （激励）， ｕｎｄ
ｉｃｈ ｄａｃｈｔｅ ｍｉｒ， ｄａｎｎ ｂｉｎ ｉｃｈ ｊａ ｄｉｅ ｅｒｓｔｅ Ｆｅｕｅｒｗｅｈｒｆｒａｕ．
　 Ｉｒｇｅｎｄｗｉｅ ｈａｔ ｓｉｅ ｅｓ ｄａｎｎ ａｕｃｈ ｇｅｓｃｈａｆｆｔ， ｄｅｎ Ｋｏｍｍａｎｄａｎｔｅｎ （此处：消
防队队长） ｖｏｎ ｉｈｒｅｒ Ｔａｕ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合适性） ｚｕ üｂｅｒｚｅｕｇｅｎ． Ｕｎｄ ｖｏｒ ｅｉｎ
ｐａａｒ Ｗｏｃｈｅｎ ｗｕｒｄｅ ｓｉｅ ａｌｓ ｅｒｓｔｅ Ｆｅｕｅｒｗｅｈｒｆｒａｕ Ｍüｎｃｈｅｎｓ ｓｔｏｌｚ 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ｅ
ｖｏｒｇｅｆüｈｒｔ． Ｉｎ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ｗａｒ ｓｉｅ ａｕｃｈ ｓｃｈｏｎ ｅｉｎ ｐａａｒｍａｌ ｉｍ Ｅｉｎｓａｔｚ， ｕｎｄ
ａｌｌｅｓ ｈａ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ｌｏｓ ｇｅｋｌａｐｐｔ．
　 Ｗｉｃｈｔｉｇ ｂｅｉ Ｓｉｍｏｎｅ Ｍｉｌｌｅｒ ｗａｒ ｉｈｒ Ｄｒａｎｇ，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ｈｅｌｆｅｎ ｚｕ ｗｏｌｌｅｎ，
ｗｅｎｎ ｓｉｅ ｉｎ Ｎｏｔ ｓｉｎｄ． Ｄａｓ ｗａｒ ｓｃｈｏｎ ｆｒüｈｅｒ ｓｏ， ａｌｓ ｄｉｅ Ａｂｉｔｕｒｉｅｎｔｉｎ ｉｍ
Ｋｒａｎｋｅｎｈａｕｓ ｊｏｂｂｔｅ； ｕｎｄ ｄａｓ ｓｏｌｌ ａｕｃｈ ｓｐäｔｅｒ ｓｏ ｓｅｉｎ， ｗｅｎｎ Ｓｉｍｏｎｅ Ｍｉｌｌｅｒ
ｎａｃｈ ｄｅｒ Ｓｃｈｕｌ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 „ｉｒｇｅｎｄｗａｓ Ｓｏｚｉａｌｅｓ ｍａｃｈｔ： ｖｉｅｌｌｅｉｃｈｔ ａｌｓ Ｋｒａｎ⁃
ｋｅｎ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ｎ ｏｄｅｒ ａｌｓ Äｒｚｔｉｎ．
　 Ｍａｎｃｈｍａｌ ａｌｌｅｒｄｉｎｇｓ ｆäｌｌｔ Ｓｉｍｏｎｅ Ｍｉｌｌｅｒ ｄｉｅ Ｈｉｌｆｓｂｅｒｅｉｔｓｃｈａｆｔ ｓｃｈｏｎ ｅｉｎ
ｂｉｓｓｃｈｅｎ ｓｃｈｗｅｒ： ｗｅｎｎ ｓｉｅ ｅｉｎ Ｆｅｕｅｒｗｅｈｒａｌａｒｍ ｍｏｒｇｅｎｓ ｕｍ ｄｒｅｉ ａｕｓ ｄｅｍ
Ｓｃｈｌａｆ ｒｅｉßｔ． „ Ｉｃｈ üｂｅｒｌｅｇｅ ｄａｎｎ ｇａｎｚ ｋｕｒｚ， ｏｂ ｉ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ｄｏｃｈ ｌｉｅ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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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ｅｉｂｅｎ ｓｏｌｌ． Ｓｃｈｌｉｅßｌｉｃｈ ｓｏｌｌｔｅ Ｓｉｍｏｎｅ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ｍ Ｍｏｒｇｅｎ ｓｐäｔｅｒ ｆｒｉｓｃｈ ｕｎｄ
ａｕｓｇｅｓｃｈｌａｆｅｎ ｉｎ ｄｅｒ Ｓｃｈｕｌｅ ｓｉｔｚｅｎ． „Ａｂｅｒ ｌｉｅｇｅｎ ｚｕ ｂｌｅｉｂｅｎ， ｄａｓ ｂｒｉｎｇ ｉｃｈ
ｄａｎｎ ｄｏ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ｆｅｒｔｉｇ， ｓａｇｔ ｓｉｅ． Ｋｅｉｎｅｎ ｅｉｎｚｉｇｅｎ Ｅｉｎｓａｔｚ ｈａｔ Ｓｉｍｏｎｅ Ｍｉｌｌｅｒ
ｓｅｉｔ ｄｅｍ Ｅｎｄｅ ｉｈｒｅｒ 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 ｖｅｒｓäｕｍｔ ｕｎｄ ｄａｆüｒ ｉｍｍｅｒ ａｕｃｈ ｉｎ Ｋａｕｆ
ｇｅｎｏｍｍｅｎ， ｉｎ ｄｅｒ Ｌａｔｅｉｎ⁃Ｋｌａｕｓｕｒ ｅｉｎ ｐａａｒ Ｓｔｕｎｄｅｎ ｓｐäｔｅｒ ｖｉｅｌｌｅｉｃｈｔ ｅｉｎ ｐａａｒ
Ｐｕｎｋｔｅ ｗｅｎｉｇｅｒ ｚｕ ｂｅｋｏｍｍｅｎ．

１６． Ｅｓ ｇｉｂｔ ｍｅｈｒｅｒｅ Ｆｒａｕｅｎ ｂｅｉ ｄｅｒ Ｍüｎｃｈｎｅｒ Ｆｅｕｅｒｗｅｈｒ．
Ａ． Ｒｉｃｈｔｉｇ　 　 　 　 Ｂ． Ｆａｌｓｃｈ　 　 　 　 Ｃ． Ｎｉｃｈｔ ｅｒｗäｈｎｔ

１７． Ｓｉｍｏｎｅ Ｍｉｌｌｅｒｓ Ｖａｔｅｒ ｗａｒ ｆｒüｈｅｒ ａｌｓ Ｆｅｕｅｒｗｅｈｒｍａｎｎ ｔäｔｉｇ．
Ａ． Ｒｉｃｈｔｉｇ Ｂ． Ｆａｌｓｃｈ Ｃ． Ｎｉｃｈｔ ｅｒｗäｈｎｔ

１８． Ｓｐäｔｅｒ ｅｉｎｍａｌ ｍöｃｈｔｅ Ｓｉｍｏｎｅ ｖｉｅｌｌｅｉｃｈｔ Ｋｒａｎｋｅｎ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ｎ ｏｄｅｒ Äｒｚｔｉｎ
ｗｅｒｄｅｎ．
Ａ． Ｒｉｃｈｔｉｇ Ｂ． Ｆａｌｓｃｈ Ｃ． Ｎｉｃｈｔ ｅｒｗäｈｎｔ

１９． Ｂｅｉ ｅｉｎｅｍ Ｆｅｕｅｒｗｅｈｒａｌａｒｍ ｉｎ ｄｅｒ Ｎａｃｈｔ ｂｌｅｉｂｔ Ｓｉｍｏｎｅ ａｌｌｅｒｄｉｎｇｓ ｌｉｅｂｅｒ
ｚｕ Ｈａｕｓｅ．
Ａ． Ｒｉｃｈｔｉｇ Ｂ． Ｆａｌｓｃｈ Ｃ． Ｎｉｃｈｔ ｅｒｗäｈｎｔ

２０． Ｉｈｒｅ Ａｒｂｅｉｔ ｂｅｉ ｄｅｒ Ｆｅｕｅｒｗｅｈｒ ｉｓｔ ｆüｒ Ｓｉｍｏｎｅ ｗｉｃｈｔｉｇｅｒ ａｌｓ ｄｉｅ Ｌａｔｅｉｎ⁃
Ｋｌａｕｓｕｒ．
Ａ． Ｒｉｃｈｔｉｇ Ｂ． Ｆａｌｓｃｈ Ｃ． Ｎｉｃｈｔ ｅｒｗäｈｎｔ

ＩＩ．３ 阅读理解 Ｌｅｓｅｖｅｒｓｔäｎｄｎｉｓ ３

Ｗäｈｌｅｎ Ｓｉｅ ｂｉｔｔｅ ｄｉｅ ｒｉｃｈｔｉｇｅ Ａｎｔｗｏｒｔ ｂｚｗ． ｄｉｅ ｒｉｃｈｔｉｇｅ Ａｕｓｓａｇｅ．

Ｄｉｅ Ｊｕｇ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ｎ ｗｏｌｌｅ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 ｌｅｂｅｎ

　 Ｉｎ ｅｉｎｅｒ ａｕｆｓｃｈｌｕｓｓｒｅｉｃｈ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 ｍｉｔ ｄｅｍ Ｔｉｔｅｌ „Ｚｕ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ｎ Ｋｕｌｔｕｒ
ｉｎ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ｗｉｒｄ ｅｒｓｔｍａｌｓ ｖｏｎ ｄｅｒ 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ｓｅｉｔｅ
ｄｅｒ Ｖｅｒｓｕｃｈ ｕｎｔｅｒｎｏｍｍｅｎ， ｄｉｅ Ｍｏｔｉｖｅ ｄｅｒ Ａｕｓｓｔｅｉｇｅｒ （脱离社会者、避世

者） ｕｎｔｅｒ ｄｅｎ Ｊｕｇ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ｎ ｚ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ｅｒｅｎ．
　 Ｄｉｅ ｆｒüｈｅｒ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 Ａｎｔｊｅ Ｈｕｂｅｒ， ｕｎｔｅｒ ｄｅｒｅｎ Ｒｅｇｉｅ ｄｉｅ Ｓｔ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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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 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ｅｎ ｉｓｔ， ｓｃｈäｔｚｔ ｄｅｎ Ａｎｔｅｉｌ ｄｅｒ Ａｕｓｓｔｅｉｇｅｒ ｕｎｔｅｒ ｄｅｎ ５，４ Ｍｉｌｌｉｏｎｅｎ
Ｊｕｇ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ｎ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１７ ｕｎｄ ２３ Ｊａｈｒｅｎ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ａｕｆ １３ Ｐｒｏｚｅｎｔ．
Ｆｒａｕ Ｈｕｂｅｒ ｗｅｉß， ｗｏｖｏｎ ｓｉｅ ｓｐｒｉｃｈｔ： Ｓｉｅ ｈａｔ ｍｉｔ Ｖｅｒｔｒｅｔｅｒｎ ｄｅ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
ｅｎ Ｓｚｅｎｅ ｄｉｓｋｕｔｉｅｒｔ．
　 Ｗａｓ ｄｉｅ ｊｕｎｇｅｎ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ｄｉ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 ｌｅｂｅｎ ｗｏｌｌｅｎ， ｉｎ ｅｒｓｔｅｒ Ｌｉｎｉｅ
ｂｅｗｅｇｔ， ｆａｓｓｔｅ 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ｋｕｒｚ ｕｎｄ ｂüｎｄｉｇ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 „Ａｂｋｅｈｒ ｖｏｎ ｄｅｒ
Ｇｉｅｒ ｎａｃｈ Ｇｅｌｄ． Ｄａｓ ｄｒüｃｋｔ ｓｉｃｈ ａｕｓ ｉｎ ｄｅｒ Ｓｕｃｈｅ ｎａｃｈ ｅｉｎｅｍ ｎｅｕｅｎ „Ｓｉｎｎ
ｄｅｓ Ｌｅｂｅｎｓ． Ｄｉ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ｓｃｈｅｉｎｔ ｖｉｅｌｅｎ ｊｕｎｇｅｎ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ｄａｓ „Ａｕｓ⁃
ｓｔｅｉｇｅｎ ｌｅｉｃｈｔ ｚｕ ｍａｃｈｅｎ： Ｖｏｒ ａｌｌｅｍ ａｒｂｅｉｔｓｌｏｓｅ Ｊｕｇｅｎｄｌｉｃｈｅ ｈａｂｅｎ ｄａｓ
Ｇｅｆüｈｌ， ｓｉｅ ｗüｒｄｅｎ „ｎｉｃｈｔ 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ｔ．
　 Ａｎｓｔｏß ｆüｒ ｄｉｅ Ｓｔｕｄｉｅ ｗａｒ ｄｉｅ ö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 Ｖｅｒｕｎ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üｂｅｒ Ｊｕ⁃
ｇｅｎｄｋｒａｗａｌｌｅ （ｄｅｒ Ｋｒａｗａｌｌ 暴动、骚乱） ｉｎ 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 Ｓｔäｄｔ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ｌａｎｄｓ ｕｎｄ ｖｏｒ ａｌｌｅｍ ｄｉｅ 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ｅｎ ｕｍ ｄｉｅ Ｈａｕｓｂｅ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 Ｄａｂｅｉ ｉｓｔ
ｄｉｅ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ｂｅｋａｎｎｔ． Ｓｉｅ ｌｅｂｔ ｎａｃｈ ｄｅｍ
Ｍｏｔｔｏ： „Ｗｉｒ ｓｉｎｄ ｄｉｅ， ｖｏｒ ｄｅｎｅｎ ｕｎｓ ｕｎｓｅｒｅ Ｅｌｔｅｒｎ ｉｍｍｅｒ ｇｅｗａｒｎｔ ｈａｂｅｎ．
　 Ｉｎ ｄ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 ｗｅｒｄｅｎ ｄｉｅ Ｓｔａａｔｓｏｒｇａｎｅ ａｕｓｄｒüｃｋｌｉｃｈ ｄａｖｏｒ ｇｅｗａｒｎｔ，
ｇｅｇｅｎüｂｅｒ ｄｉｅｓｅｒ „Ｓｚｅｎｅ ｍｅｈｒ Ｈäｒｔｅ ｚｕ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ｉｅｒｅｎ， ｄｅｎｎ ｄａｎｎ ｗｅｒｄｅ
ｄｉｅ „Ｂｅｒｅｉｔｓｃｈａｆｔ ｚｕｒ 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 ｖｏｎ Ｇｅｗａｌｔ ｂｅｉ ｄｅｎ ｊｕｇ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ｎ Ａｕｓ⁃
ｓｔｅｉｇｅｒｎ ｚｕｎｅｈｍｅｎ．
　 Ｄｉｅ Ａｕｆ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 ａｎ ｄｅｎ Ｓｔａａｔ， ｓｉｃｈ ｄｅｎ ｊｕｎｇｅｎ Ａｕｓｓｔｅｉｇｅｒｎ ｇｅｇｅｎüｂｅｒ
ｚｕｍｉｎｄｅｓｔ ｖｅｒｓｔäｎｄｎｉｓｖｏｌｌｅｒ， ｗｅｎｎ ｎｉｃｈｔ ｓｏｇａ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 ｚｕ ｖｅｒ⁃
ｈａｌｔｅｎ， ｓｅｈｅｎ ｄｉｅ Ａｕｔｏｒｅｎ ｄ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 ｉｎ ｄｅｒ Ｅｎｔｔäｕｓｃ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Ｊｕｇｅｎｄ
ｂｅｇｒüｎｄｅｔ． Ｄｅｎｎ ｖｉｅｌｅ ｄｅｒ ｊｕｇ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ｎ Ａｕｓｓｔｅｉｇｅｒ ｈäｔｔｅｎ ｓｅｈｒ ｗｏｈｌ ｖｅｒ⁃
ｓｕｃｈｔ， ｍｉｔ ｅｉｎｅｍ Ａｒｂｅｉｔｓｐｌａｔｚ ｉｈｒｅｎ Ｐｌａｔｚ ｉｎ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ｚｕ ｆｉｎｄｅｎ． Ｄｉｅ
Ｗｕｔ ｇｅｇｅｎ ｄｉ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ｓｅｉ ａｌｓｏ ａｕｓ ｅｉｎｅｒ Ｅｎｔｔäｕｓｃｈｕｎｇ ｇｅｂｏｒｅｎ．

２１． Ｄｅｒ Ａｎｔｅｉｌ ｄｅｒ Ａｕｓｓｔｅｉｇｅｒ ｕｎｔｅｒ ｄｅｎ Ｊｕｇ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ｎ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ｗｉｒｄ
．

Ａ． ｄｉｓｋｕｔｉｅｒｔ　 　 　 　 　 　 　 　 Ｂ． ｇｅｎａｕ ｇｅｒｅｃｈｎｅｔ
Ｃ． ｂｅｕｒｔｅｉｌｔ Ｄ． ｇｒｏｂ ｇｅｓｃｈäｔｚ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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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Ｄｉｅ ｊｕｎｇｅｎ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
Ａ． ｗｏｌｌｅｎ ｗｅｇ ｖｏｎ ｄｅｒ Ｓｕｃｈｔ ｎａｃｈ Ｇｅｌｄ
Ｂ． ｓｉｎｄ ａｕｆ ｄｅｒ Ｓｕｃｈｅ ｎａｃｈ Ｇｅｌｄ
Ｃ． ｆｉｎｄｅｎ ｄａｓ Ｇｅｌｄ ｓｅｈｒ ｗｉｃｈｔｉｇ
Ｄ． ｈｏｆｆｅｎ， ｄａｓｓ ｉｈｎｅｎ ｄｅｒ Ｓｔａａｔ ｖｉｅｌ Ｇｅｌｄ ｇｉｂｔ

２３． Ａｒｂｅｉｔｓｌｏｓｅ Ｊｕｇｅｎｄｌｉｃｈｅ ．
Ａ． ｗｅｒｄｅｎ 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ｔ Ｂ． ｆüｈｌｅｎ ｓｉｃｈ „ｎｕｔｚｌｏｓ
Ｃ． ｆüｈｌｅｎ ｓｉ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ｗｏｈｌ Ｄ． ｗｅｒｄｅｎ ｎｉｃｈｔ ａｕｓｇｅｂｉｌｄｅｔ

２４． Ｗａｓ ｉｓｔ ｒｉｃｈｔｉｇ？
Ａ． Ｄｉｅ Ö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ｖｅｒｕｎｓｉｃｈｅｒｔｅ ｄｉｅ Ｊｕｇｅｎｄ．
Ｂ． Ｄｉｅ Ｊｕｇｅｎｄｋｒａｗａｌｌｅ ｖｅｒｕｎｓｉｃｈｅｒｔｅｎ ｄｉｅ Ö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Ｃ． Ｄｉｅ Ö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ｗａｒ äｒｇｅｒｌｉｃｈ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Ｊｕｇｅｎｄｌｉｃｈｅｎ．
Ｄ． Ｄｉｅ Ｊｕｇｅｎｄｋｒａｗａｌｌｅ ｗｕｒｄｅｎ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ｔ．

２５． Ｄｉｅ Ｓｔａａｔｓｏｒｇａｎｅ ．
Ａ． ｓｏｌｌｅｎ ｍｅｈｒ ｈａｒｔｅ Ｍａßｎａｈｍｅｎ ｔｒｅｆｆｅｎ
Ｂ． ｓｏｌｌｅｎ Ｇｅｗａｌｔ ａｎｗｅｎｄｅｎ
Ｃ． ｗｅｒｄｅｎ ｄａｖｏｒ ｇｅｗａｒｎｔ， ｍｅｈｒ Ｈäｒｔｅ ｚｕ ｚｅｉｇｅｎ
Ｄ． ｓｏｌｌｅｎ ｍｅｈｒ Ｆｉｎａｎｚｍｉｔｔｅｌ ｅｉｎｓｅｔｚｅｎ， ｕｍ ｄｉｅ Ｇｅｗａｌｔ ｚｕ ｂｅｋäｍｐｆｅｎ

ＩＩＩ． 完形填空 Ｌüｃｋｅｎ ｆüｌｌｅｎ （每题 １ 分，共 １０ 分）

Ｓｅｔｚｅｎ Ｓｉｅ ｂｉｔｔｅ ｄｉｅ ｐａｓｓｅｎｄｅｎ Ｗöｒｔｅｒ ｉｎ ｄｅｎ Ｔｅｘｔ ｅｉｎ．

Ｏｍａ ｒｅｉｓｔ

　 Ｇｅｒｄａ Ｗｅｉｌｅｒ： Ｅｓ ｇｉｂｔ ｊａ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ｄｉｅ ｂｅｈａｕｐｔｅｎ， Ｒｅｎｔｎｅｒ ｍüｓｓｔｅｎ
ｎｉｃｈｔ ｍｅｈｒ ｒｅｉｓｅｎ， 　 ２６　 ｓｉｅ ｉｍｍｅｒ Ｆｅｒｉｅｎ ｈａｂｅｎ． 　 ２７ 　 ｄｉｅ Ｍäｎｎｅｒ
ａｎｇｅｈｔ， ｍａｇ ｄａｓ ｊａ ｓｔｉｍｍｅｎ， 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ｓ ｂｅｉ ｍｅｉｎｅｍ． Ａｂｅｒ ｂｅｉ ｄｅｎ Ｆｒａｕｅｎ
ｉｓｔ ｄａｓ ｎｉｃｈｔ ｗａｈｒ． Ｈａｕｓｆｒａｕ ｉｓｔ ｍａｎ ｅｉｎ Ｌｅｂｅｎ ｌａｎｇ， ａｕｃｈ ｍｉｔ üｂｅｒ ａｃｈｔｚｉｇ
Ｊａｈｒｅｎ． Ａｌｓｏ ｈａｂｅ ｉｃｈ ａｕｃｈ ｅｉｎ 　 ２８　 ａｕｆ Ｕｒｌａｕｂ， ｕｎｄ ｄｅｓｈａｌｂ ｖｅｒｒｅｉｓｅｎ
ｗｉｒ． Ｉｎ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ｎｉｃｈｔ ｍｅｈｒ ｇａｎｚ ｓｏ ｈäｕｆｉｇ ｗｉｅ ｆｒüｈｅｒ， ａｂｅｒ ｉｍｍｅｒｈｉｎ （总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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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ｅｎｎ ｍｅｉｎ Ｍａｎｎ Ｋｕｒｔ ｕｎｄ ｉｃｈ ｉｎ Ｕｒｌａｕｂ ｆａｈｒｅｎ， ｍüｓｓｅｎ ｗｉｒ ｄａｓ
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 ｇａｎｚ ａｎｄｅｒｓ ｐｌａｎｅｎ 　 ２９ 　 ｊｕｎｇｅ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Ｄｉｅ ｗｅｒｆｅｎ ｅｉｎｅｎ
Ｒｕｃｋｓａｃｋ （旅行背包） ｉｎｓ Ａｕｔｏ ｕｎｄ ｆａｈｒｅｎ ｓｃｈｎｅｌｌ ｉｎ ｄｅｎ Ｓüｄｅｎ． Ｂｅｉ ｕｎｓ
ｇｅｈｔ ｄａｓ ｎｉｃｈｔ ｓｏ ｅｉｎｆａｃｈ． Ｗｉｒ ｉｎｆｏｒｍｉｅｒｅｎ ｕｎｓ ｖｏｒｈｅｒ， 　 ３０　 ｄｉｅ Ｕｎ⁃
ｔｅｒｋｕｎｆｔ ａｕｓｓｉｅｈｔ． Ｗｉｒ ｓｉｎｄ ｇａｒ ｎｉｃｈｔ ｓｏ 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ｓｖｏｌｌ， ａｂｅｒ ｄａｓ Ｚｉｍｍｅｒ 　
３１　 ｈüｂｓｃｈ ａｕｓｓｅｈｅｎ， ｕｎｄ ｄｉｅ Ｂｅｔｔｅｎ ｄüｒｆｅｎ ｎｉｃｈｔ ｚｕ ｗｅｉｃｈ ｓｅｉｎ． Ｗｉｒ
ｗｏｌｌｅｎ ｉｍｍｅｒ ｅｉｎ ｒｕｈｉｇｅｓ Ｚｉｍｍｅｒ ｈａｂｅｎ， ｓｃｈｌｉｅßｌｉｃｈ ｓｔöｒｅｎ ｗｉｒ ａｕｃｈ ｎｉｅ⁃
ｍａｎｄｅｎ． Ａｕßｅｒｄｅｍ ｂｒａｕｃｈｅ ｉｃｈ ｅｉｎ ｓｃｈöｎｅｓ Ｂａｄ．
　 Ｗｉｒ ｓｉｎｄ ｉｍｍｅｒ ｖｉｅｌ ｍｉｔ Ｆｒｅｕｎｄｅｎ ｇｅｒｅｉｓｔ， ａｂｅｒ ｄａｓ ｗｅｒｄｅｎ ｊａ ｎｕｎ ｉｍｍｅｒ
ｗｅｎｉｇｅｒ， ａｌｓｏ ｆａｈｒｅｎ ｗｉｒ ｍｅｉｓｔｅｎｓ ａｌｌｅｉｎ． Ｄｉｅ Ｋａｒｔｅｎ ｆüｒ ｄｅｎ Ｚｕｇ ｋａｕｆｅ ｉｃｈ
１４ Ｔａｇｅ ｖｏｒｈｅｒ， 　 ３２ 　 ｗｉｒ ｓｉｔｚｅｎ ｋöｎｎｅｎ， ｗｏ ｗｉｒ ｗｏｌｌｅｎ． 　 ３３ 　 ｄｅｍ
Ｐａｃｋｅｎ ｂｅｇｉｎｎｅ ｉｃｈ ｅｉｎｅ Ｗｏｃｈｅ ｖｏｒ ｄｅｒ Ａｂｒｅｉｓｅ， ｗｅｉｌ ｉｃｈ ｓｏ 　 ３４　 ｂｉｎ
ｕｎｄ ｉｍｍｅｒ Ａｎｇｓｔ ｈａｂｅ， ｅｔｗａｓ ｚｕ ｖｅｒｇｅｓｓｅｎ． Ｄａｓ ｐａｓｓｉｅｒｔ ａｕｃｈ ｊｅｄｅｓｍａｌ，
ｉｃｈ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 ｇａｒ ｎｉｃｈｔ， ｗｉｅ． Ｅｓ ｍｕｓｓ ｇｅｎüｇｅｎｄ Ｕｎｔｅｒｗäｓｃｈｅ ｄａｂｅｉ ｓｅｉｎ ｕｎｄ
ｆüｒ ｊｅｄｅｓ Ｗｅｔｔｅｒ ｅｔｗａｓ Ｐａｓｓｅｎｄｅｓ． Ｕｎｄ ｆüｒ Ｋｕｒｔ ｅｉｎｅ Ｋｒａｗａｔｔｅ．
　 Ｂｅｖｏｒ ｅｓ ｌｏｓｇｅｈｔ， ｈｏｌｅ ｉｃｈ ｂｅｉ ｄｅｒ Ｐｏｓｔ Ｇｅｌｄ． Ａｂｅｒ ｎｉｃｈｔ ｚｕｖｉｅｌ， ｄａｍｉｔ
ｎｏｃｈ ｅｔｗａｓ ａｕｆ ｄｅｍ Ｋｏｎｔｏ ｉｓｔ， ｆａｌｌｓ ｍａｎ ｍａｌ ａｕｓｇｅｒａｕｂｔ （抢劫） 　 ３５　 ｏ⁃
ｄｅｒ ｄａｓ Ｇｅｌｄ ｖｅｒｌｉｅｒｔ． Ｄａｓ Ｐｏｓｔｓｐａｒｂｕｃｈ ｋｏｍｍｔ ｍｉｔ ｉｎ ｄｅｎ Ｕｒｌａｕｂ． Ｉｍｍｅｒ
ｗｅｎｎ ｉｃｈ Ｇｅｌｄ ｂｒａｕｃｈｅ， ｈｏｌｅ ｉｃｈ ｅｓ ｍｉｒ ｂｅｉ ｄｅｒ Ｐｏｓｔ． Ｄａｓ ｇｅｈｔ ｓｏｇａｒ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ｅｎ．

２６． Ａ． ｄｅｎｎ　 　 Ｂ． ｗｅｉｌ　 　 　 Ｃ． ｔｒｏｔｚｄｅｍ　 　 Ｄ． ｄｅｓｗｅｇｅｎ
２７． Ａ． Ｗａｓ Ｂ． Ｗｅｒ Ｃ． Ｄａｓ Ｄ． Ｅｓ
２８． Ａ． Ｍａｃｈｔ Ｂ． Ｗｕｎｓｃｈ Ｃ． Ｒｅｃｈｔ Ｄ． Ｖｅｒｓｔäｎｄｎｉｓ
２９． Ａ． ｗｉｅ Ｂ． ａｌｓ Ｃ． ｇｅｇｅｎ Ｄ． ｆüｒ
３０． Ａ． ｗｏ Ｂ． ｗａｒｕｍ Ｃ． ｗａｓ Ｄ． ｗｉｅ
３１． Ａ． ｍｕｓｓ Ｂ． ｄａｒｆ Ｃ． ｋａｎｎ Ｄ． ｗｉｌｌ
３２． Ａ． ｕｍ Ｂ． ｄａｆüｒ Ｃ． ｄａｍｉｔ Ｄ． ｄａｚｕ
３３． Ａ． Ｚｕ Ｂ． Ｍｉｔ Ｃ． Ｆüｒ Ｄ． Ｂｅｉ
３４． Ａ． ｒｕｈｉｇ Ｂ． ｂöｓｅ Ｃ． ｇｅｌａｓｓｅｎ Ｄ． ａｕｆｇｅｒｅｇｔ

·２１·



３５． Ａ． ｗｉｒｄ Ｂ． ｋöｎｎｔｅ Ｃ． ｗｕｒｄｅ Ｄ． ｋｏｎｎｔｅ

ＩＶ． 语法、词汇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ｋ ｕｎｄ Ｗｏｒｔｓｃｈａｔｚ （每题 １ 分， 共 ２０分）

Ｗａｓ ｉｓｔ ｒｉｃｈｔｉｇ？

３６． Ｈｅｕｔｅ ｗｏｈｎｅｎ ｉｎ ｄｉｅｓｅｍ Ｄｏｒｆ ２０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ｎ．
Ａ． ｎäｈｅｒ　 　 　 Ｂ． üｂｅｒ　 　 　 Ｃ． ｅｔｗａｓ　 　 　 Ｄ． ｂｅｉ

３７． Ｈｅｒｒ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ｋａｎｎ ｉｒｇｅｎｄｗｅｌｃｈｅｎ ö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üｎｄｅｎ ｎｉｃｈｔ
ｍｅｈｒ ｚａｈｌｅｎ．
Ａ． ｄｕｒｃｈ Ｂ． ｍｉｔ Ｃ． ｖｏｒ Ｄ． ａｕｓ

３８． Ｅｉｎ Ｂｅｒｕｆ ｍｉｔ Ｓｐｒａｃｈｅｎ ｆüｒ ｖｉｅｌｅ ｊｕｎｇｅ Ｆｒａｕｅｎ ｚｕ ｄｅｎ Ｔｒａｕｍ⁃
ｊｏｂｓ．
Ａ． ｆｏｌｇｔ Ｂ． ｌｉｅｇｔ Ｃ． ｇｅｈöｒｔ Ｄ． ｂｒｉｎｇｔ

３９． Ｅｒ ｍａｃｈｔｅ ｅｉｎｅｎ Ｓｐａｚｉｅｒｇａｎｇ ａｍ Ｕｆｅｒ ｅｉｎｅｓ Ｓｅｅｓ ．
Ａ． ｆｏｒｔ Ｂ． ｅｎｔｌａｎｇ Ｃ． ｌｏｓ Ｄ． ｆｅｒｎ

４０． Ｆｒａｕ Ｗｏｌｆ ａｎ ｅｉｎｅｒ ｓｃｈｗｅｒｅｎ ｕｎｄ ｋｏｍｐｌｉｚｉｅｒｔｅｎ Ｋｒａｎｋｈｅｉｔ．
Ａ． ｅｒｌｅｂｔｅ Ｂ． ｓｏｒｇｔｅ Ｃ． ｌｉｔｔ Ｄ． ｆüｒｃｈｔｅｔｅ

４１． Ｉｎ ｄｅｒ Ａｒｍｅｅ ｈａｔ ｅｒ ｅｉｎｅ ｇｅｌｅｒｎｔ．
Ａ． Ｍｅｎｇｅ Ｂ． Ｓｕｍｍｅ Ｃ． Ｓｔüｃｋ Ｄ． Ｄｉｎｇｅ

４２． Ｓｅｉｎｅ Ｆｒａｕ ｓａｈ ｅｉｎｅｒ ｂｅｋａｎｎｔｅｎ Ｆｉｌｍｓｃｈａｕｓｐｉｅｌｅｒｉｎ ｓｅｈｒ ．
Ａ． 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 Ｂ． ｇｌｅｉｃｈ Ｃ． ｍｉｔｅｉｎａｎｄｅｒ Ｄ． äｈｎｌｉｃｈ

４３． Ｍａｎ ｋａｎｎ ｉｈｎ ｎｉｃｈｔ ｚｗｉｎｇｅｎ， ｄａｓ Ｌｏｋａｌ ｚｕ ｖｅｒｌａｓｓｅｎ．
Ａ． ｄａｒａｕｆ Ｂ． ｄａｒｉｎ Ｃ． ｄａｒüｂｅｒ Ｄ． ｄａｚｕ

４４． Ｄｉｅ ｎｅｕｅｎ Ｒｅｇｅｌｕｎｇｅｎ ｓｏｌｌｅｎ ｖｏｒａｕｓｓｉｃｈｔｌｉｃｈ ｉｍ ｎäｃｈｓｔｅｎ Ｊａｈｒ ｉｎ
ｔｒｅｔｅｎ．

Ａ． Ｗｉｒｋｕｎｇ Ｂ． Ｋｒａｆｔ Ｃ． Ｆｏｌｇｅ Ｄ． Ｅｆｆｅｋｔ
４５． Ｉｃｈ ｍｕｓｓ ｕｎｂｅｄｉｎｇｔ ｅｉｎｅ Ｔａｂｌｅｔｔｅ ｎｅｈｍｅｎ， ｉｃｈ ｋａｎｎ ｄｉｅ Ｓｃｈｍｅｒｚｅｎ

ｎｉｃｈｔ ｌäｎｇｅｒ ．
Ａ． ｔｒａｇｅｎ Ｂ． ｆüｈｌｅｎ Ｃ． ａｕｓｈａｌｔｅｎ Ｄ． ｆｏｒｔｓｅｔｚｅｎ

４６． Ｄａｓ Ｇｅｇｅｎｔｅｉｌ ｖｏｎ „ｂｅｓｃｈäｄｉｇｅｎ ｉｓ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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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ｒｅｐａｒｉｅｒｅｎ Ｂ． ｍａｌｅｎ Ｃ． ｚｅｒｓｔöｒｅｎ Ｄ． ａｂｎｅｈｍｅｎ
４７． Ｉｃｈ ｓｏ ｗｅｎｉ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 ｆüｒ ｉｈｎ ｚｕ ｚｅｉｇｅｎ ｗｉｅ ｎｕｒ ｍöｇｌｉｃｈ．

Ａ． ｂｅｍüｈｔｅ Ｂ． ｖｅｒｓｕｃｈｔｅ Ｃ． ｂｒａｃｈｔｅ Ｄ． ｗｏｌｌｔｅ
４８． Ｅｓ ｌｏｈｎｔ ｓｉｃｈ， ｄｉｅ Ｆｅｒｉｅｎ ｉｎ ｄｉｅｓｅｍ ｋｌｅｉｎｅｎ Ｂｅｒｇｄｏｒｆ ｚｕ ｖｅｒｂｒｉｎｇｅｎ． „

Ｅｓ ｌｏｈｎｔ ｓｉｃｈ ｂｅｄｅｕｔｅｔ： ．
Ａ． Ｅｓ ｇｉｂｔ ｅｉｎｅ ｇｕｔｅ Ｇｅｌｅｇｅｎｈｅｉｔ
Ｂ． Ｍａｎ ｂｅｋｏｍｍｔ ｅｉｎｅｎ ｈｏｈｅｎ Ｌｏｈｎ
Ｃ． 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ｉｅｒｔ ｓｉｃｈ ｓｅｈｒ ｄａｆüｒ
Ｄ． Ｅｓ ｉｓｔ ｉｎ ｖｉｅｌｅｒ Ｈｉｎｓｉｃｈｔ ｖｏｎ Ｎｕｔｚｅｎ

４９． Ｄｅｒ ｎｅｕｅ Ｍｉｔ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ｓｏｌｌ ｓｉｃｈ ｍｉｔ Ｂｅｔｒｉｅｂ ｕ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äｒｅ ｖｅｒｔｒａｕｔ ｍａ⁃
ｃｈｅｎ．
Ｄｅｒ Ｓａｔｚ ｂｅｄｅｕｔｅｔ： ．
Ａ． Ｄｅｒ ｎｅｕｅ Ｍｉｔ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ｓｏｌｌ ｄａｓ 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 ｄｅｓ Ｂｅｔｒｉｅｂｓ ｇｅｗｉｎｎｅｎ
Ｂ． Ｄｅｒ ｎｅｕｅ Ｍｉｔ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ｋａｎｎ ｉｍ Ｂｅｔｒｉｅｂ ｍｉｔ Ｆｒｅｕｄ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ｎ
Ｃ． Ｄｅｒ ｎｅｕｅ Ｍｉｔ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ｓｏｌｌ Ｂｅｔｒｉｅｂ ｕ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äｒｅ ｇｕｔ ｋｅｎｎｅｎ
Ｄ． Ｄｅｒ ｎｅｕｅ Ｍｉｔ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ｍｕｓｓ ｄａｓ Ｇｅｓｃｈäｆｔ ｇｕｔ ｂｅｔｒｅｉｂｅｎ

５０． Ｅｒ ｈａｔ ｉｈｎｅｎ ｂｅｗｅｉｓｅｎ ， ｄａｓｓ ｅｒ Ｍｕｔ ｈａｔｔｅ．
Ａ． ｗｏｌｌｅｎ Ｂ． ｗｏｌｌｅｎｄ Ｃ． ｇｅｗｏｌｌｔ Ｄ． ｗｉｌｌ

５１． Ｓｉｅ ｖｅｒａｂｓｃｈｉｅｄｅｔｅ ｓｉｃｈ üｂｅｒｒａｓｃｈｅｎｄ ｓｃｈｎｅｌｌ， ｎａｃｈｄｅｍ ｓｉｅ ｋａｕｍ ｆüｎｆ
Ｍｉｎｕｔｅｎ ｍｉｔ ｍｉｒ ｉｍ Ｓｔａｄｔｐａｒｋ ．
Ａ． ｇｅｗｅｓｅｎ ｉｓｔ Ｂ． ｇｅｗｅｓｅｎ ｈａｔ
Ｃ． ｇｅｗｅｓｅｎ ｈａｔｔｅ Ｄ． ｇｅｗｅｓｅｎ ｗａｒ

５２． ｄｉｅｓｅｒ Ａｕｓｄｒｕｃｋ ｂｅｋａｎｎｔ ｉｓｔ， ｗｉｒｄ ｅｒ ｎｉｃｈｔ ｇｅｒｎ ｂｅｎüｔｚｔ．
Ａ． Ｗｅｉｌ Ｂ． Ｏｂｗｏｈｌ Ｃ． Ｓｏｂａｌｄ Ｄ． Ｗｉｅ

５３． Ｅｉｎ 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 ｅｒｆｏｒｄｅｒｔ ｈｏｈｅ Ｋｏｓｔｅｎ．
Ａ． ｎｅｕｅｓ 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ｎｄｅｓ Ｂ． ｎｅｕ ｚｕ 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ｎｄｅｓ
Ｃ． ｎｅｕｅｓ ｇ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ｔｅｓ Ｄ． ｎｅｕ ｚｕ 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ｔｅｓ

５４． Ｉｈｒｅ Ａｒｂｅｉｔ ｗｅｎｉｇｅｒ Ｆｅｈｌｅｒ ｅｎｔｈａｌｔｅｎ ｈäｔｔｅ， ｈäｔｔｅｎ Ｓｉｅ ｄｉｅ
Ｐｒüｆｕｎｇ ｂｅｓｔａｎｄｅｎ．
Ａ． Ｗｅｉｌ Ｂ． Ｄａｍｉｔ Ｃ． Ｗｅｎｎ Ｄ． Ｎａｃｈｄ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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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Ｍａｎ ｋａｎｎ ｈｅｕｔｅ ｇｅｎａｕ ｓａｇｅｎ， Ｕｒｓａｃｈｅｎ ｄａｓ Ｗａｌｄｓｔｅｒｂｅｎ ｈａｔ．
Ａ． ｗｅｌｃｈｅ Ｂ． ｄａｓｓ Ｃ． ｗａｒｕｍ Ｄ． ｏｂ

Ｖ． 德译汉 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Ｄ⁃Ｃ （１ 题， １０ 分）

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ｅｎ Ｓｉｅ ｂｉｔｔｅ ｄｉｅ ｕｎｔｅｒｓｔｒｉｃｈｅｎｅｎ Ｓäｔｚｅ ｉ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

Ｄｉｅ ａｌｌｅｓ ｖｅｒｄｒäｎｇｅｎｄｅｎ Ａｕｔｏｓ

　 Ｄｉｅ Ｚａｈｌ ｄｅｒ Ａｕｔｏｓ ｉｎ ｄｅｎ Ｇｒｏßｓｔäｄｔｅｎ ｓｔｅｉｇｔ ｓｃｈｎｅｌｌｅｒ ａｌｓ ｄｉｅ ｄｅｒ Ｍｅｎ⁃
ｓｃｈｅｎ． Ｄｅｒ Ｒａｕｍ， ｄｅｎ ｅｉｎ Ａｕｔｏ ｆüｒ ｓｉｃｈ ｂｅ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ｔ， ｉｓｔ ｚｗａｎｚｉｇｍａｌ ｓｏ
ｇｒｏß ｗｉｅ ｄｅｒ， ｄｅｎ ｅｉｎ Ｍｅｎｓｃｈ ｅｉｎｎｉｍｍｔ． Ａｕßｅｒｄｅｍ ｍｕｓｓ ｍａｎ ｄｅｎ Ｐｌａｔｚ
ｂｅ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ｒ ｆüｒ ｄｉｅ Ｈｅ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ｅｉｎｅｓ Ａｕｔｏｓ ｎöｔｉｇ ｉｓｔ （Ａｕｔ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ｄｅｎ ｅｓ ｂｒａｕｃｈｔ， ｕｍ ｅｉｎｅｎ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ｎｏｓｓｅｎ ｚｕ ｆｉｎｄｅｎ
（Ｖｅｒｋａｕｆｓｓｔäｔｔｅｎ）， ｄｅｎ ｅｓ ｆüｒ ｓｅｉｎｅ Ｕｎｔｅｒｂｒｉｎｇｕｎｇ ｖｅｒｌａｎｇｔ （Ｇａｒａｇｅｎ ｕｎｄ
Ｐａｒｋｐｌäｔｚｅ ）， ｆüｒ Ｇｅｓｕｎｄｈｅｉｔｓ⁃ ｕｎｄ Ｓｃｈöｎｈｅｉｔｓｐｆｌｅｇｅ
（Ｒｅｐａｒａｔｕｒｗｅｒｋｓｔäｔｔｅｎ， Ｗａｓｃｈａｎｌａｇｅｎ）， ｆüｒ ｓｅｉｎｅ Ｐｆｌｅｇｕｎｇ （Ｔａｎｋｓｔｅｌｌｅｎ）
ｕｎｄ ｓｃｈｌｉｅßｌｉｃｈ ｆüｒ ｄｉｅ Ｂｅｉｓｅｔｚｕｎｇ （ 安 葬 ） ｎａｃｈ ｄｅｍ Ｔｏｄｅ
（Ａｕｔｏｆｒｉｅｄｈöｆｅ）． Ｓｏ ｉｓｔ ｅｓ ｋａｕｍ ｅｉｎ Ｓｃｈｅｒｚ， ｗｅｎｎ ｍａｎ ｓａｇｔ， ｄａｓｓ ｄｉｅ Ａｕ⁃
ｔｏｓ ｄｉｅ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ａｕｓ ｄｅｒ Ｓｔａｄｔ ｚｕ ｖｅｒｄｒäｎｇｅｎ ｂｅｇｉｎｎｅｎ． Ａｂｅｒ ｌäｎｇｓｔ ｈａｔ
ｄａｓ Ａｕｔｏ ｂｅｇｏｎｎｅｎ， ａｕｃｈ ｍｉｔ ａｎｄｅｒｅｎ Ａｕｔｏｓ ｕｍ Ｒａｕｍ ｚｕ ｋäｍｐｆｅｎ： ｕｍ ｄｉｅ
Ｖｏｒｆａｈｒｔ， ｕｍ ｄｅｎ ｌｅｔｚｔｅｎ ｆｒｅｉｓｔｅｈｅｎｄｅｎ Ｐａｒｋｐｌａｔｚ， ｕｍ ｊｅｄｅｎ Ｍｅｔｅｒ， ｄｅｎ ｅｓ
ｓｉｃｈ ｉｍ ｓｔａｒｋｅｎ Ｓｔｒａßｅｎｖｅｒｋｅｈｒ ｖｏｒａｎｓｃｈｉｅｂｔ．
　 Ｕｎｔｅｒ ｄｅｒ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ｓ Ａｕｔｏｓ ｈａｂｅｎ ｄｉｅ Ｓｔäｄｔｅ ｉｈｒｅ Ｇｅｓｔａｌｔ ｖｅｒäｎｄｅｒｔ．
Ｄｉｅ Ｖｏｒｓｔäｄｔｅ， ｄｉｅ ｓｉｃｈ ｆｒüｈｅｒ ｅｎｔｌａｎｇ ｄｅｎ ö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 Ｖｅｒｋｅｈｒｔｓｖｅｒｂｉｎｄｕｎ⁃
ｇｅｎ ｒａｄｉａｌ （辐射状的） ｎａｃｈ ａｕßｅｎ ａｌｓ ｇｅ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ｎｅ Ｗｏｈｎｂｅｚｉｒｋ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
ｅｌｔ ｈａｂｅｎ， ｂｅｇｉｎｎｅｎ ｚｕ ｚｅｒｆａｌｌｅｎ （瓦解）， ｓｅｉｔｄｅｍ ｓｉｃｈ ｄｅｒ ｅｉｇｅｎｅ Ｗａｇｅｎ
ａｌｓ Ｂｅｆöｒｄｅｒｕｎｇｓｍｉｔｔｅｌ ｄｅｒ Ｍａｓｓｅｎ ｄｕｒｃｈｇｅｓｅｔｚｔ ｈａｔ ｕｎｄ ｊｅｄｅｒ ｊｅｄｅｎ Ｐｕｎｋｔ
ｉｎ ｄ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ｈａｆｔ ｌｅｉｃｈｔ ｅｒｒｅｉｃｈｅｎ ｋａｎｎ． Ｄａｓ Ｓｔａｄｔｚｅｎｔｒｕｍ ａｂｅｒ ｉｓｔ ｚｕ ｅｉｎｅｒ
ｕｎｗｏｈｎｌｉｃｈｅｎ Ｕｍｇｅｂｕｎｇ ｇｅｗｏｒｄｅｎ， ｄｉｅ ｕｎｂｅｑｕｅｍ ｕｎｄ ｈäｓｓｌｉｃｈ ｉｓｔ． Ｄｉｅ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Ｗｏｈｎｓｔäｔｔｅｎ ｌｉｅｇｅｎ ｄａｒｉｎ ｗｉｅ Ｅｎｋｌａｖｅｎ （ 飞 地 ） ｉｍ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ｓｂｅｒｅｉｃｈ ｄｅｓ Ａｕｔｏｓ，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ｒａßｅｎ ｕｎｄ Ｐａｒｋｐｌäｔｚｅｎ． Ｄａｓ ｆｒｅ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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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 ｕｎｇｅｈｉｎｄｅｒｔｅ Ｌｅｂｅｎ ｉｎ ｄｅｒ Ｉｎｎｅｎｓｔａｄｔ ｓｔｉｒｂｔ ｌａｎｇｓａｍ ａｂ， ｓｏ ｗｉｅ ｄａｓ Ｉｎ⁃
ｎｅｒｅ ｅｉｎｅｓ Ｂａｕｍｅｓ ｖｅｒｍｏｄｅｒｔ． Ｄｅｒ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ｖｅｒｌｕｓｔ ｄｅｓ Ｓｔａｄｔｚｅｎｔｒｕｍｓ
ｗｉｒｋｔ ｓｉ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ｎｕ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 ａｕｓ， ｅｒ ｓｃｈｗäｃｈｔ ａｕｃｈ ｄｉｅ 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ｎ
ｕｎｄ ｇｅｉｓｔｉｇｅｎ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ｄｉｅ ｖｏｎ ｉｈｍ ａｕｓｇｅｈｅｎ， ｕｎｄ ｄａｍｉｔ ｄａｓ 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
ｕｎｄ ｇｅｉｓｔｉｇｅ Ｌｅｂｅｎ ｉｍ ｇｅｓａｍｔｅｎ Ｓｔａｄｔｇｅｂｉｅｔ．

ＶＩ． 作文 Ａｕｆｓａｔｚ （１ 题，１５ 分）

Ｔｈｅｍａ： Ｗａｓ ｂｅｄｅｕｔｅｔ ｄａｓ Ｌｅｒｎｅｎ ｆüｒ Ｓｉｅ？ （ｃａ． １２０ Ｗöｒｔｅｒ）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 Ｓｉｅ ｅｉｎｅｎ ｋｕｒｚｅｎ Ａｕｆｓａｔｚ ｚｕ ｄｅｎ ｆｏｌｇｅｎｄｅｎ Ｐｕｎｋｔｅｎ：
１） Ｇｉｂｔ ｅｓ Ｓａｃｈｅｎ， ｄｉｅ Ｓｉｅ ｓｅｈｒ ｇｅｒｎ ｕｎｄ ｇｕｔ ｇｅｌｅｒｎｔ ｈａｂｅｎ？
２） Ｗａｒｕｍ ｈａｂｅｎ Ｓｉｅ ｄｉｅｓｅ Ｓａｃｈｅｎ ｇｅｒｎ ｇｅｌｅｒｎｔ？
３） Ａｕｆ ｗｅｌｃｈｅ Ｗｅｉｓｅ ｈａｂｅｎ Ｓｉｅ ｇｅｌｅｒｎｔ？
４） Ｗａｓ ｆüｈｒｔ Ｉｈｒｅｒ Ｍｅｉｎｕｎｇ ｎａｃｈ ｓｃｈｎｅｌｌ ｚｕｍ Ｌｅｒｎｅｒｆｏｌ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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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全部考试大纲

请咨询网站客服老师

登陆“在职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网址：https://www.eduego.com/

在职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是以报考在职研究

生为主题的官方网站，主要提供在职硕士、

在职博士、MBA、EMBA 等类别的在职研究

生招生简章、报考条件、报名时间、报名入

口等招生信息，为学员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

务，是报考在职研究生综合门户网站。

https://www.eduego.com/

	Dy0wq.pdf
	Dy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