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
语

文

第Ⅰ卷(选择题共 42 分)
一、(18 分，每小题 3 分)
1．下列词语的读音有两处错误的一组是
A．塑料 sùliào

暂时 zànshí

纸屑 zhǐxiè

胳臂 gēbei

B．擦拭 cāshì

察觉 chájué

撺掇 cuànduo

串珠 chuànzhū

C．血压 xuèyā

档次 dǎngcì

鲫鱼 jìyú

体己 tīji

D．处理 chùlǐ

掠夺 lüèduó

享受 xiǎngshòu

尽快扩 jìnkuài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A. 努嘴

白内瘴

信而有征

怵目惊心

B．保镖

入场券

味同嚼蜡

按迹寻踪

C．寒暄

无明火

虚左以待

五行八作

D．缘份

胡萝卜

所作所为

俯拾即是

3．依次填入下面语段中横线处的词语，恰当的一组是
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

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

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借文字

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

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

思想情

，情感还没有凝练。

A．所以

必须

表现

透彻

B．虽然

必需

表示

精确

C．虽然

必须

表现

精确

D．所以

必需

表示

透彻

4．下列语句中熟语运用恰当的一项是
A．我不是笼统地反对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因为适当地使用方言，能够使人物形象鲜
活，乡土气息浓郁；我只是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文学作品中滥用方言，因为方言过多在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B．昨天早晨，我和多年失去联系的小刘在街上不期而遇，开始都觉得面熟，却不敢相认。
“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啊!”当彼此叫出名字后，他笑着说。
C．老王和老李曾非常要好，20 多年前，两人产生了矛盾，一直互不理睬。退休后，一件
偶然的事，消除了他们多年的隔阂，两人和好如初，白头如新，大家也为之高兴。
D．他们常年在恶劣的环境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尽管如此，他们从未退缩过，仍然坚苦

卓绝地奋斗着，并乐此不疲。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5．把下面几个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一段话，排序正确的一组是
①每一种话语体系，都代表了特定的视界。
②我们说了上千年的古话，说了上百年的洋话，被迫形成了一种优势：说洋话，古人说不
过我们；说古话，洋人说不过我们。
③用洋人的视界看古事，用古人的视界看洋事，都可能看到当事人看不到的东西。
④这是一个巨大的创新空间。
⑤我们可以有两个视界，两个既有重合之处，又有独到之处。
⑥更何况还有他们未曾见过的中国新事。
⑦创新来源于新发现，或者看到了新东西，或者看到了旧东西的新空间。
A.②①⑤③⑥④⑦
C．⑦④②①③⑥⑤

B．①⑤②③④⑦⑥
D．①⑤③⑥②④⑦

6．对下列语句中运用的修辞方法及其表达作用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那些文字拙劣的、词不达意的、欠通的语句密密麻麻，作者有点像是骑在“文字”这
匹未驯的马上，马乱蹦乱跳，把他掀下来了。
“
‘文字’这匹未驯的马”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方法，给抽象的事理以形象的解说，增强了
语言的生动性，同时也耐人寻味，给人以艺术享受。
B．南面，则是苍茫无垠的渤海，这万里长城，从燕山支脉的角山上直冲下来，一头扎进
了渤海岸边，这个所在，就是那有名的老龙头，也就是那万里长城的尖端。
这句话中运用了比拟的修辞方法，用“直冲下来”“一头扎进”给静态的“万里长城”以
动态的描写。语言表达既生动优美，新奇鲜活，又简洁明快，直截了当，激发了读者的艺术联
想。
C．你看那黑土呵，黑得这样油光光，乌亮亮，真叫人看不够，爱不够!我忽然想起一句
民谚，这样的土地，种上车杠能发芽，插下扁担会结瓜。
语段中引用的民谚运用了夸张和对偶的修辞方法，既生动地突出了土地肥沃、能种出好庄
稼的特征，又抒发了作者对黑土地挚爱的情怀，同时还增强了语言的对称美。
D．不是有无数人在讴歌那光芒四射的朝阳、四季常青的松柏、庄严屹立的山峰、澎湃翻
腾的海洋吗?不是有好些人在赞美那挺拔的白杨、明亮的灯火、奔驰的列车、崭新的日历吗?
这里连用两个反问，并套用了排比，既起到强调语意、强化语势的作用，又使语言表达跌
宕有致，同时也抒发了强烈的感情。此外，还使语言富有整齐美和节奏感。

二、(12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10 题。
澄明的夜空给予人们宇宙的宁静感是一个错觉，宇宙本身就是从混乱中诞生，也可能最终
走向一个混乱的结局。虽然这个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从古典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关于宇宙是最完
美的艺术作品的概念，要接受它有一定的难度，但这毕竟是客观存在。20 世纪物理学大师劳
厄说过一番话，对于如何看待物理学中关的观念的发展和变迁是很有见地的。他说：“物理学
从来不具有一种对一切时代都是完美的、完满的形式；而且它也不可能具有完美的、完满的形
式，因为它的内容的有限性总是和观察量的无限丰富的多样性相对立的。”
如果把劳厄话中物理学这个词儿改成艺术，把观察量这个词儿改成艺术对象，于是他的话
变成：“艺术从来不具有一种对一切时代都是完美的、完满的形式；而且它也不可能具有完美
的、完满的形式，因为它的内容的有限性总是和艺术对象的无限丰富的多样性相对立的。”这
番话对于如何看待艺术中关的观念不是同样很有见地的吗?
是不是一切新的探索最终都归结到美呢?不一定。在艺术上如此，在科学上也如此。在科
学上一切探索都最终要受实验的考验，而在艺术上则是时间的考验。如果它们确是被挖掘到的
世界的一个新的方面，那它们是美的。美不能先验地规定，就像毕达哥拉斯和开普勒那样。大
师也会犯错误的，有时还是大错误。20 世纪的一位数学大师外尔说：
“我的工作总是尽力把真
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不得不在两者中选一个时，我通常选择美。”
正是他关于美的先验的标准使他相信左和右在宇宙里是对称的，从而放弃了他发现的一个
重要理论——中微子的两分量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左和右是完全不对称的。然而李政道和杨振
宁的工作证明，这个被发现者放弃的理论其实是正确的。外尔的观点在科学界是很典型的，他
的朋友爱因斯坦也是一样，爱囚斯坦认为，美是探求理论物理学中重要结果的一个指导原则。
不过，在平衡美学的追求与科学的探索时，我想，当年第谷对开普勒的忠告是非常值得记取的。
在回顾已经过去的 20 世纪时，人类有理由为文明在这一百年里的突飞猛进感到自豪，但
是也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解决的问题远没有我们发现的问题多，我们驰骋过
的领域远没我们未曾涉足的领域大，这就是今后艺术和科学继续发现的根据，也是今后人们美
学观要继续发展的道理。也许科学和艺术在一点上有很大的差异，那就是，重大的艺术成就总
是给人们带来慰藉，而重大的科学成就则并非必定如此。
不过，从美的观点来看，怡人的美和悲怆的荚同样动人，同样有追求的价值。
7．下列有关“美”的表述，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美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应该是先验的规定。

B．美是探求理论物理学中重要结果的一个指导原则。
C．.美和真在科学研究领域中有时是可以统一的。
D．经受住实验和时间考验的探索才是美的。
8．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事实表明，一切新的探索最终不是怡人之美，便是悲怆之美。
B．重大科学成就和重大艺术成就的差异就在于前者不能给人们带来慰藉。
C．宇宙从混乱状态中诞生，也必将走向一个混乱的结局。
D．人类未知的领域十分广阔，可以设想，人们的美学观也会得以继续发展。
9．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A．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B．物理学与美学的关系

C．探索与美的关系

D．真与美的关系

10．根据原文所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A．劳厄对于物理学中美的观念很有见地，这表明他对于如何看待艺术中美的观念同样是
很有见地的。
B．重大的艺术成就和重大的科学成就都值得人们去追求，因为从美的观点来看，怡人的
美和悲怆的美同样动人。
C．科学的发现往往具有完美的、完满的形式，因为它的内容的有限性总是和世间事物的
无限丰富的多样性相对立的。
D.第谷在平衡美学的追求和科学的探索方面的建议是非常有道理的，并且对开普勒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

三、(12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1—14 题。
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为农为儒，不恒
．其业。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不耻恶衣
食，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①也。寻荐为霸府从事，
俄署太原掌书记，时庄宗并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
．委之。
庄宗与梁军夹河对垒一日郭崇韬以诸校伴食数多主者不办请少罢减。庄宗怒曰：“孤为效
命者设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镇，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遽
．命道对面
草词，将示其众。道执笔久之，庄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对曰：“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
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
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
．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韬入谢，因道之解焉，

人始重其胆量。
明宗入洛，遽谓近臣安重诲曰：
“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重诲曰：
“近除翰林学士。”明宗
曰：
“此人朕素谙悉，是好宰相。”未几，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业、
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
列戏道于后曰：
“若急行，必遗下《兔园册》②。”道知之，召赞谓曰：
“《兔园册》皆名儒所集，
道能讽
．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
天成、长兴中，天下屡稔，朝廷无事。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访以外事，道曰：
“陛下以至
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记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径井
陉之险，忧马有蹶失，不敢怠于
．衔辔，及至平地，则无复持控，果为
．马所颠仆，几至于损。臣
所陈虽小，可以喻
．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
(节选自《旧五代史·冯
道传》)
[注]①湛如：安然。②《兔园册》
：书名，即《兔园册府》
，唐人编著，五代时流行民间，
为村塾童蒙读本。今佚。
11．对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不恒
．其业

恒：固定

B．可以喻
．大

喻：比喻

C．道能讽
．之

讽：背诵

D．遽
．命道对面草词

遽：立即

12．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A．果为
．马所颠仆

吾属今为
．之虏矣

B．不敢怠于
．衔辔

少益耆食，和于
．身也

C．谓大王君臣之
．不和矣

且夫水之
．积也不厚

D．一以
．委之

将以
．衅钟

13．以下语句分别编为四组，全都说明冯道有胆量的一组是
①

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

②

崇韬所谏，未至过当

③

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

④

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

⑤

何浅狭之甚耶

⑥

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

A．①③⑤

B．②④⑤

C．②③⑥

D．①④⑥

1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凡是有才学、有知识的穷书生，冯道都予以引荐和任用。
B．任赞的戏语是讥讽冯道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水平不高。
C．冯道以其胆识劝谏庄宗，并指出了庄宗所为的不妥之处。
D．冯道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规劝明宗要日慎一日，居安思危。

2005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
语

文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108 分)

四、(22 分)
15．将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波浪线的部分用“／”断句。(4 分)
庄 宗 与 梁 军 夹 河 对 垒 一 日 郭 崇 韬 以 诸 校 伴 食 数 多 主 者 不 办 请
少 罢 减。
16．将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6 分)
(1)俄而崇韬人谢，因道之解焉。(3 分)
(2)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3 分)
17．阅读下面两首诗，然后回答问题。(8 分)
江宁夹口三首(其三)

舟下建溪

宋·王安石

宋·方惟深

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无灯欲闭门。

客航收浦月黄昏，野店无灯欲闭门。

侧出岸沙枫半死，系船应有去年痕。

倒出岸沙枫半死，系舟犹有去年痕。

(1)两首诗的首句均用了“月黄昏”三个字，且用意基本相同。请问，两诗借此营造的是
一种什么氛围?表达的又是怎样的心绪?请结合诗的具体内容简要赏析。(4 分)
，一用“犹有”，哪个更好?为什么?请简要赏析。(4 分)
(2)两首诗的末句，一用“应有”
18．填空。(任选两小题)(4 分)
(1)中唐诗人
合，

笔下的“草色遥看近却无”与盛唐诗人王维诗中的“白云回望
”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直为人们所传诵。

(2)南宋词人

在《扬州慢》中有“过春风十里，

”之句，描绘了战

争洗劫后扬州城的荒芜景象，令人感叹。
(3)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

(填国家名)人，其小说

》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

《

五、(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9—22 题。

切

梦

刀

李健吾

不知道什么一个机会，也许由于沦陷期间闷居无聊，一个人在街上踽踽而行，忽然来到一
个旧书摊头，在靠外的角落，随时有被人踩的可能，赫然露出一部旧书，题签上印着《增广切
梦刀》。
梦而可切，这把刀可谓锋利无比了。
一个白天黑夜全不做梦的人，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勇士。能够做到这步田地的，勇士两个
字当之无愧，我们常人没有福分妄想这种称谓，因为一方面必须达观如哲学家，一方面又必须
浑浑噩噩如二愣子。
当然，这部小书是为我们常人做的，作者是一位有心人，愿意将他那把得心应手的快刀送
给我们这些太多了梦的可怜虫。我怀着一种欣喜的心情，用我的如获至宝的手轻轻翻开它的皱
卷的薄纸。
原来这是一部详梦的伟著，民国六年问世，才不过二十几个年头，便和秋叶一样凋落在这
无人过问的闹市，成为梦的笑柄。这美丽的引人遐想的书名，采取的是《晋书》关于王浚的一
个典故。
“浚夜梦悬三刀于卧屋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浚惊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再拜贺曰：三
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监益州乎?及贼张弘杀益州刺史皇甫晏，果迁浚为益州刺史。”
在这小小得意的故事之中，有刀也在梦里，我抱着一腔的奢望惘然如有所失了。
梦和生命一同存在。它停在记忆的暖室，有情感加以育养：理智旺盛的时候，我以为我可
以像如来那样摆脱一切挂恋，把无情的超自然的智慧磨成其快无比的利刃，然而当我这个凡人
硬起心肠照准了往下切的时候，它就如诗人所咏的东流水，初是奋然，竟是徒然：
“抽刀断水水更流。
”
有的时候，那就糟透了，受伤的是我自己，不是水：
“磨刀呜咽水，

水赤刃伤手。”
于是，我学了一个乖，不再从笨拙的截击上下工夫，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固然梦可以不存
在了，犹如一切苦行僧，生命本身也就不复在人世存在了，我把自然还给我的梦，梦拿亲切送
我做报答。我活着的勇气，一半从理想里提取，一半却从人情里得到。而理想和人情是我梦的
弼辅。说到这里，严酷的父亲，在我十三岁上就为人杀害了的父亲，可怜的辛劳的父亲，在我
的梦里永远拿一个笑脸给他永远没有出息的孩子。我可怜的姐姐，我就那么一位姐姐，小时候
我曾拿剪刀戳破她的手，叫她哭，还不许她告诉父亲，但是为了爱护，她永远不要别人有一点
点伤害我，就是这样一位母亲一样的姐姐，终于很早就丢下我去向父亲诉苦，一个孤女的流落
的忧苦。他们活着……全都活着，活在我的梦里……还有我那苦难的祖国，人民甘愿为她吃苦，
然而胜利来了，就没有一天幸福还给人民……也成了梦。
先生，你有一把切梦刀吗?
把噩梦给我切掉，那些把希望变成失望的事实，那些从小到大的折磨的痕迹，那些让爱情
成为仇恨的种子，先生，你好不好送我一把刀全切了下去?你摇头。你的意思是说，没有痛苦，
幸福永远不会完整。梦是奋斗的最深的动力。
那么，卖旧书的人，这部《切梦刀》真就有什么用处，你为什么不留着，留着给自己使用?
你把它扔在街头，夹杂在其他旧书之中，由人翻拣，听人踩压，是不是因为你已经学会了所有
的窍门，用不着它随时指点?
那边来了一个买主。
“几钿?”
“五百。
”
“贵来!”他惘惘然而去。
可怜的老头，
《切梦刀》帮不了你的忙，我听见你的沙哑的喉咙在吼号，还在叹息：
“五百，
两套烧饼啊!”
(文章有删节)
19．以“理想和人情”为“弼辅”的“梦”，在文中具体指哪些内容?请分条列述。(4 分)
20．作者赋予了“切梦刀”怎样的含义?请根据文意加以阐释。(4 分)
21．文中写到“姐姐”的死，没有直接用“去世”等字眼儿描述，这表达了“我”怎样的情感?
请简要赏析。(4 分)
22．如果将文章最后一自然段删去，好不好?为什么?请简要赏析。(6 分)

六、(8 分)
23．阅读下面一段话，完成(1)(2)题。(4 分)
①今天是大熊猫过生日，②几个好朋友来到他家为他庆贺。③当大熊猫吹灭生日蜡烛后，
④朋友们问他刚才许了什么愿。⑤“从我懂事时起，就有两个最大的愿望，”⑥大熊猫轻声回
答道：⑦“一个是把我的黑眼圈儿能治好，⑧还有一个是照张彩色照片。”
(1)找出在标点、结构等方面有毛病的语句。(只填序号)(1 分)
(2)任选三个有毛病的语句加以修改，不能改变原意。(3 分)
24．阅读下面一则寓言，用一个精练而深刻的语句总结其寓意。(不超过 10 个字)(4 分)
螃蟹妈妈对儿子说：
“我的孩子，你别再横爬了，直爬多好看啊!”小螃蟹回答说：“好妈
妈，一点儿不假。如果你教我直爬，我一定能学着做。”螃蟹妈妈用了各种方法尝试直爬都不
行，于是她才明白起初那样要求孩子有多愚蠢。

七、(60 分)
25．作文。(60 分)
题目：今年花胜去年红
要求：除诗歌外，文体自选。不少于 800 字。

2005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
语文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
一、(18 分，每小题 3 分)
1．

D

2．

C

3．

A

4．

C

10．

D

5． A

6．

B

二、(12 分，每小题 3 分)
7．

C

8．

D

9．

B

三、(12 分，每小题 3 分)
11．

B

12．

D

13．

C

14． A

四、(22 分)
15．庄宗与梁军夹河对垒／一日／郭崇韬以诸校伴食数多／主者不办／请少罢减。
断句共 4 处，每处 1 分。错一处扣 1 分。
16．(1)一会儿，郭崇韬进来向世宗谢罪，通过冯道化解了与世宗的冲突。
译出大意给 1 分；
“谢”译为表示“谢罪”，
“道歉”一类的意思，给 1 分；
“解”译为表示

“化解”“和解”一类的意思，给 1 分。
(2)陛下用最高道德来承受天命，上天用丰收来显示吉祥。
译出大意给 1 分；
“承”译为表示“承受”，
“秉承”一类的意思，给 1 分；
“年”译为表示
“年成”“收成”一类的意思，给 1 分。
17．(1)“月黄昏”三字为两诗营造氛围、表达心绪定下了基本色调。客船、
“无灯”野(小)店、
半死枫树，这一切都笼罩在昏黄的月光中，暗淡朦胧，营造了一种凄迷、萧索、沉寂的氛围，
表达了诗人孤寂怅惘的心绪。
“氛围”
“心绪”各 2 分。
(2)可以有三种答案：
①“应有”更好。
“应有”二字蕴含丰富，传达出了诗人在孤寂中力寻旧影时的复杂心情，
其中既有希冀与自信，也有失意与怅惘，更有寻而未见的不甘心，可谓传神之笔；
“犹有”二
字则无此意趣。
“心情”只要答出其中两个方面即可，不要求全面。
②“犹有”更好。
“犹有”二字，自然道出，却出人意料，去年系舟的痕迹还保存到现在，
说明在此停留的旅客不多，进一步传达出了诗人那种孤寂怅惘的心绪；而“应有”二字却不能
道出此意。
③二者各有其妙。(理由见上)
只答出哪一个更好而没有具体分析的，不给分。
18．(1)韩愈

青霭入看无

(2)姜夔

尽荠麦青青

(3)哥伦比亚

百年孤独

每空 1 分。如果有错别字，则该空不给分。
五、(18 分)
19．(1)父亲永远拿一个笑脸给我。
(2)亲人们都活着。
(3)祖国把幸福还给人民。
每答出一个要点或相似表述给 1 分，全答对给 4 分。
20．(1)它是切除“梦”的“利刃”，是由“无情的超自然的智慧”磨成的。(2 分)
(2)人有“梦”，则有痛苦，
“切梦刀”就是帮助人们摆脱痛苦的一种工具。(1 分)然而，现
实中的人不可能有“无情的超自然的智慧”，因而“切梦刀”也就变得虚无且荒诞， “梦”的
切除只能是一种无奈之中的幻想。(1 分)
21．文章没有直接用“去世”等字眼儿描述姐姐的死，这表达出“我”对姐姐爱与悔疚、遗憾

与怜惜相互交织的复杂情感。 (2 分)姐姐在“我”儿时曾像母亲一样照顾“我”、爱护 “我”，
忍受不懂事的“我”给她带来的“痛苦”和“伤害”；而当“我”长大成人意识到这份爱时，
孤苦的姐姐早已死去，“我”再没有机会用爱来回报。同时，姐姐的不幸命运也让“我”在痛
惜中更增添了一份深深的遗憾。(2 分)
22．(1)不删好。最后一自然段点明并深化了主题，这可以使文章立意显豁，直接而充分地表
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3 分)“五百，两套烧饼”的叹息将“烧饼”与“切梦刀”的价值并置
比照，进一步消解了“切梦刀”抚慰心灵、疗治伤痛的意义。（3 分）
(2)删掉好。这样可以避免将作者的主观情感直接呈现出来，使文意含蓄，收到言有尽而
意无穷的表达效果，给读者留下较大的思索与想像空间。(3 分) “‘贵来!’”“惘惘然而去”，
用金钱衡量“切梦刀”的价值，且言其贵，已经传达出对“切梦刀”意义的怀疑和否定，文章
结构至此已经完整，表达也已清楚。(3 分)
以上两种答案，答出其中一种即可。只答“不删好”或“删掉好”不给分。
六、(8 分)
23．(1)①⑤⑥⑦
全答对给 1 分。
(2)①今天大熊猫过生日(或：今天是大熊猫的生日)
⑤我从懂事时起就有两个最大的愿望(或：从懂事时起，我就有两个最大的愿望)
⑥大熊猫轻声回答道，
⑦一个是能把我的黑眼圈儿治好(或：一个是把我的黑眼圈儿治好)
只需修改三处。改对一处给 1 分，只填序号不给分。
24．身教胜于言教
如超出要求字数，每超过一字扣 1 分，直至扣完为止。
七、(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