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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试卷

四、写作：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5分，其中论证有效性分析题 30分，论说文写作题 35分，

请答在答题纸相应的位置上。

56 论证有效性分析。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试验：被试验者被分成一人组、两人组和三人组，要求各组尽力拉绳，同

时用灵敏度很高的测力器分别测量其拉力。结果，两人组的拉力只有他们单独拉绳时拉力总和的

95％；三人组的拉力则只有他们单独拉绳时拉力总和的 85％。

“拉绳试验”表明，在任何一个团队当中，任何人都会把责任悄然推卸到其他人身上。团队

越大，这种推卸就会越严重。所以，对企业经营管理者来说，我们应该努力避免让员工以团队的

方式进行工作，并且也不要幻想或强调员工和员工之间的合作，在分配工作的时候，每个员工分

工的职责越具体、越明确越好，这样就能避免滥竽充数的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从而提高整个公司

的工作效率。

57 论说文。

阅读下面的文字，写一篇 700字左右的论说文。

南极的企鹅是种憨态可掬的小动物，可以在水中游戏，也能在陆上行走。然而，南极大陆的

水陆交接处，全是滑溜溜的冰层或者尖锐的冰凌，它们身躯笨重，没有可以用来攀爬的前臂，也

没有可以飞翔的翅膀，如何从水中上岸？在将要上岸之时，企鹅猛地低头，从海面扎入海中，拼

力沉潜。潜得越深，海水所产生的压力和浮力也越大。企鹅一直潜到适当的深度，再摆动双足，

迅猛向上，犹如离弦之箭蹿出水面，腾空而起，落于陆地之上，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这种沉潜

是为了蓄势，积聚破水而出的力量，看似笨拙，却富有成效。（《意林》载，2006年 5月）

A1参考答案及详解

56. 论证有效性分析。

【分析】

1. 每个人拉绳的先后次序如何？如果开始用尽全力进行个人的拉绳试验，而接着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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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就进行合作拉绳试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的拉力低于他们单独拉绳时的拉力总和，就

不能说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不能说他们出工不出力。我们也就很难说，单干本身的工作效率

一定高于合作本身的工作效率了。

2. 很可能单个人进行拉力试验的时候，试验者或许许诺了他们很多激励条件，而在进行合

作拉力试验的时候，没有做过任何的激励许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说，单纯的单干就会

比合作的工作效率高。

3. 合作的拉力低于他们单独拉绳时的拉力总和，原因很可能在于他们拉力的方向并不完全

一致。如果实际情况是这样，我们就不能推出结论说，是因为他们出工不出力，或推卸责任了。

前者是工作的方法问题，后者是工作的态度问题。这二者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

4. 有时候，为了完成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比如去搬动一块大的石头，任何单个的人用尽

全力，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力气，那么，他们单个人依然是无法最终搬动石头的。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每人的效率依然是零。但是，如果他们两人合作，那么很可能足以搬动那块石头，那么，他

们就成功了。题干把“团队工作”和“合作”简单地等同了起来。

57. 论说文。

人生的深度决定人生的高度

喷薄而出的海啸蓄势在大海的深处，震烁天地的雷电酝酿在云层的深处，参天屹立的大树扎

根在泥土的深处。自然的力量大都来自于自然的深处，而我们人生的力量又源于何处呢？

毋庸置疑，它来源于我们人生沉潜的深度。换句话说，我们沉潜的深度给了我们人生中最关

键的力量，从而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沉潜深度源自持之以恒的毅力。俗话说：“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水滴的力量来源于它们将

自己沉潜在时间的长河中，日复一日，终成穿石壮举；细绳的力量来自于它们将自己捆绑在岁月

的车轮上，一次又一次，终成断木伟业。俄国著名画家列宾为了画好那幅《涅瓦河边的普希金》，

阅读了大量与普希金有关的历史书籍和诗作，进行了长时间的构思，画了数百张草图。他不断描

绘，反复修改，为了完成一幅理想的画作，他竟花去了 20年。20年的描描绘绘多么枯燥，可列

宾坚持了下来；20年的涂涂抹抹多么耗费心血，可列宾沉潜了下来。列宾用 20年的光阴展示了

他人生沉潜的深度。

沉潜深度源自始终如一的专注。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专注才能将人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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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挥到极致。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有人

偏偏不为之所动。著名昆虫学家洪式闾在杭大工作期间，潜心科研，身在西湖边，竟十多年不曾

游览西湖。他说：“天下美的东西太多，而我的事情更多。”古人云：“性痴，则志凝。”而洪式闾

正是用他的性痴去挖掘他人生的深度，这样的深度美足以让西子湖黯然失色。

沉潜深度源自不畏困难的勇气。人生的道路蜿蜒曲折，荆棘丛生，只有具备开拓进取的勇气

才能无往不前。阴冷、肮脏、潮湿的实验室可以让仪器失灵，可以使人的健康受损，但从未动摇

过居里夫人投身科学研究的信念。居里夫人 1899年 2月 6日的工作日记上记下了室温：摄氏六

度，然后在旁边一连打了十个惊叹号，表示了她征服任何困难的决心。居里夫人，一个女子，一

个科学家，更是一个勇者。她的人生深度在她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后，在打下的一个又一个惊

叹号中延伸。

没有深潜入水，企鹅就不会有破水而出、登上陆地的力量，也就没有了那一道优美的弧线；

同样，如果没有深潜的功夫，一个人就只能永远漂浮在人生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永远无法登上

属于自己的陆地，更无法飞上属于自己的天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江万丈，非一川之功。我们的深潜需要我们的毅力，我们的专注，

我们的勇气。那么就让时间去蓄积我们的能量，让生活去酝酿我们的爆发。只有冲天而起的那一

刻，才是我们创造人生新高度的时刻，才是显示“沉潜”巨大力量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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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四、写作：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5分，其中论证有效性分析题 30分，论说文写作题 35分，

请答在答题纸相应的位置上。

56 论证有效性分析。

一个木桶能够装多少水，不仅取决于每一块木板的长度，还取决于木板间的结合是否紧密，

以及这个木桶是否有坚实的底板。底板不但决定这只木桶能不能容水，还能限制容多大体积和重

量的水，而木板间如果存在缝隙，或者缝隙很大，同样无法装满水，甚至到最后一滴水都没有。

对一个组织而言，构成组织的各个要素类似于一个木桶的若干木板，组织应该更多地关注组

织中最弱的要素。组织的能力又如木桶的容量，木桶理论的意义在于，有了好的木桶便有了水，

这使营销决策者认识到，营销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等待一个良好的木桶，去创造一个良好的木桶。

有如木桶中的木板，木桶短板决定着营销成效的好坏。我们应该更多关注企业竞争的劣势，它确

实能启发我们反省自身，从而不断检讨营销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组织工作就是要关注组织中的每

一个环节。

57 论说文。

根据下述材料，写一篇 600字左右的论说文，题目自拟。

我懂得了，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战胜恐惧。勇者不是感觉不到害怕的人，而是克服自身恐

惧的人。——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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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参考答案及详解

四、写作

56. 论证有效性分析。

欠妥的“木桶理论”应用

上述材料通过将企业经营与木桶理论做比较，得出组织工作就是要关注组织中的每一个环节

这一系列结论。显然，上述论证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论述者认为“木桶理论的意义在于有了好的木桶便有了水，营销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等

待一个良好的木桶。”这显然有失偏颇。一个优秀的、高效的团队固然重要，但若团队没有一个

正确方向，做事南辕北辙，团队的优秀只会导致他们偏离正确的目标越来越远。况且有了木桶并

不等于有了水。在一个极度饱和的市场，拿着过时又劣质的商品来推销，任你有天大的本领也不

过是徒劳的。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下，好的团队才会优效、优绩。

其次，论述者认为“有如木桶的木板，木桶的短板决定着营销成效的好坏”，显然这样的结

论也缺乏有效的依据。就木桶的盛水能力而言，不仅取决于木板的长短，还在于木板的结合是否

紧密，是否有结实的底板。这些条件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营销工作也是一样，企业的劣势固然

值得关注，但若没有什么优势，没有坚固的底板，没有紧密的合作，一样是无法长期良好发展的。

再者，材料中认为“组织工作就是要关注组织中的每一个环节”，这一结论并未得到充分论

证。企业的发展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分步、分段有效地完善自身。若畏首畏尾、过度关注于全

面的发展也不一定是件好事，毕竟对于成长初期的企业来说，人力、财力都是有限的。

综上所述，上述材料没有能把木桶理论和企业的发展有效地进行类比，所得出的结论有诸多

缺陷，这样对指导企业的工作是无利的。

57. 论说文。

勇于战胜恐惧

战胜恐惧是一种勇气，在感觉到了害怕的时候，能够正视心中的恐惧，并且面对他，克服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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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得了，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战胜恐惧。勇者不是感觉不到害怕的人，而是克服自

身恐惧的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话正是勇于战胜恐惧的最佳诠释。

每个人都会有恐惧的经历，但能够勇于战胜恐惧的人，才能够正视心中的害怕，克服恐惧，

最终收获成功。著名导演李安在幼年时期因为意外溺水，因此有极度恐水症，见了浴缸满池的水

都会腿脚发软。在制作电影初期，他曾经被否定了一次又一次。一个制作人的话点醒了他，让他

决心克服恐水症，寻找电影制作的“疯狂”。他选择了学习潜水，在克服了恐水症之后，他成功

的拍摄出了拷问全世界灵魂的《少年派》，成就了如今的风光无限。正是敢于战胜恐惧，让他有

了前进的勇气和动力，有了成功最好的助推器。

反之，倘若一个人沉溺于恐惧中不可自拔，惶惶不可终日，便会被恐惧侵吞。无法正视心中

恐惧的人，便不能够克服恐惧，找寻到解决问题和成功的方法，失去前进的勇气。更有甚者，因

为恐惧无法克服，没有勇气去面对生活，寻找解决的方法，便觉得生活在世界上是一种日复一日

灵魂的煎熬，甚至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视恐惧为不可超越的敌人，必将被恐惧打败，

与成功渐行渐远。

行动是克服恐惧最好的良药，要想克服恐惧，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寻找方法，在不断地尝试过

程中，找到能够战胜恐惧的方法。思想是行动的坚实后盾，我们要有一颗坚韧的心，坚定不移的

战胜恐惧，在遇见困难的时候不放弃，不退缩，坚持行动和尝试，直至克服恐惧。

勇于战胜恐惧，是一种坚持，更是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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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四、写作：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5分，其中论证有效性分析题 30分，论说文写作题 35分，

请答在答题纸相应的位置上。

56 论证有效性分析。

《中国陶瓷》杂志采访了几位知名的已退休的景泰蓝工艺师，询问关于陶瓷业的变化。这些

工艺师中仅有一位获得过大学相关专业学位。其他人都是在早期以学徒的身份进入该行业，并在

一位经验丰富的景泰蓝工艺师的监督下工作。已经有几所学院表示，许多有前途的景泰蓝工艺方

向的学生在他们本科还未毕业时就早早离开了学校。因此，鉴于目前招募有才华的景泰蓝工艺毕

业生越来越难，景泰蓝工艺陶瓷公司应该设立一个锐意进取的学徒项目并雇佣那些对景泰蓝工艺

有浓厚兴趣的高中生，而不要等到他们从大学毕业之后再招募。

57 论说文。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①走你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但丁）

②常问路的人不会迷失方向。（波兰谚语）

③应当耐心地听取他人的意见，认真考虑指责你的人是否有理。（达·芬奇）

④相信一切人和怀疑一切人，其错误是一样的。（塞纳克）

面对各种说法，有人想：我该相信谁的话呢？也有人想：还是相信自己最重要。请以“相信

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 700字的论说文。所写内容必须在话题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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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参考答案及详解

四、写作

56. 论证有效性分析。

欠妥的人才招募方式

上述材料通过《中国陶瓷》杂志采访，认为景泰蓝工艺陶瓷公司应该改变目前的人才招募方

式，利用学徒项目雇佣那些对景泰蓝工艺有浓厚兴趣的高中生。以上论述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文中的基本论据是几位已退休的景泰蓝工艺师的采访录。但是，调查的样本是否具有

代表性？这些工艺师当中，“其他人都是在早期以学徒的身份进入景泰蓝工艺行业”。但是，我们

还需要了解他们后来是否获得了在大学进修的机会。

第二，要知道是否应该采用学徒制，我们还必须知道学徒制成功的概率大概是多少。虽然这

几位学徒后来成为了知名的景泰蓝工艺师，但是如果学徒成为景泰蓝工艺师的概率本来就很低，

那么，在本公司开展学徒项目很可能就难达到目的。

第三，有前途的景泰蓝工艺方向的本科生还未毕业时就早早离开了学校。对此，我们的疑问

是，这些本科生是在景泰蓝工艺方面有前途，还是在其他方面有前途？对于毕业前就早早离开了

学校的那些学生，如果他们离开了这些学校后却到了别的大学的景泰蓝工艺专业学习去了，那么，

论证者的论证是值得商榷的。

第四，采取学徒制，在 40年前可能是成功的，但现在是否还会成功？现在有足够的理由说，

它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知识更新越来越快，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材料所说

的仅仅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景泰蓝工艺师来监督和指导一位“未来的景泰蓝工艺师”，显然很

难称之为合格的当代景泰蓝工艺师。

综上可知，材料关于景泰蓝工艺陶瓷公司应该改变目前的人才招募方式，利用学徒项目雇佣

那些对景泰蓝工艺表示浓厚兴趣的高中生的建议的可行性是不足信的。

57. 论说文。

人生旅途自己把握

随着一天天地成长，人生的旅途越来越艰难，前面的路充满了荆棘和坎坷。虽然没有比人更

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但我们是像但丁那样“走自己的路”，还是做波兰的“常问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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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学习达·芬奇的“认真考虑”别人的话，还是听从塞纳克的警句？看来，只有靠我们自己把

握了。

俗话说：自信能给予人无穷的力量。难道不是吗？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之前，都必须充满自

信。无论问题是容易的还是困难的，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是最棒的。这是成功最基

本的条件之一。海伦·凯勒就充满了自信，虽然她听不见，说不出，看不到，但她坚信自己可以

创造奇迹。她做了一个虽眼盲但心不盲，虽耳聋但思想不模糊，虽口哑却精神不亚于常人的伟人，

被世人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啊！她靠的是什么？就是她那坚定的

信念，那份伟大的自信。早年跛脚的郑丰喜，别人说他不能上学，但他满怀自信，不仅上了学，

还年年拿第一；别人说他骑不了自行车，但他满怀自信，硬是让自行车成了他的脚；别人说他一

辈子都要跛脚，但他满怀自信，从小就对家人和自己说：我一定要站起来，我还要穿皮鞋。最终

他做到了。他依靠自己惊人的自信，使他这艘汪洋中的小船在大风大浪等灾害的攻击下依然不翻。

我们感叹这些名人真出色，出色在哪里呢？就在于他们比常人多出的那份自信——他们相信自

己。

当然，我们要走好人生的路，还需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并不是每个人的意见我们都要吸纳，

而要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样才能使自己找到前进的捷径，不至于浪费青春。但无论怎样，

向我们提出意见的人大都是出于好心。我们应当虚心接受这些意见，然后再经过自己的大脑，根

据自己的情况作出明智的选择。正所谓一个好的君主，他一定能做到虚心听取诤言，不怕丢面子，

明白“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的道理。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做一代明君，流芳

百世。不只是君主，人人都应如此，才不枉自己活了这么多年，才不会觉得人生了无生趣，才对

得起上天赋予自己的生命。

朋友，人生旅途上，别忘了带上一张精致的而且能帮助你走得更好的名片——相信自己，但

也听取别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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