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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Higher level – Paper 1
Chinois A : langue et littérature – Niveau supérieur – Épreuve 1
Chino A: Lengua y Literatura – Nivel Superior – Prueba 1
Wednesday 5 May 2021 (afternoon)
Mercredi 5 mai 2021 (après-midi)
Miércoles 5 de mayo de 2021 (tarde)
2 h 15 m
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
Write a guided analysis of text 1.
Write a guided analysis of text 2.
Use the guiding question or propose an alternative technical or formal aspect of the text to focus
your analysis.
y The maximum mark for this examination paper is [40 marks].
y
y
y
y
y
y

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N’ouvrez pas cette épreuve avant d’y être autorisé(e).
Choisissez soit la version simplifiée, soit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Rédigez une analyse dirigée du texte 1.
Rédigez une analyse dirigée du texte 2.
Utilisez la question d’orientation ou proposez une autre manière d’aborder le texte en
choisissant un aspect technique ou formel sur lequel concentrer votre analyse.
y Le nombre maximum de points pour cette épreuve d’examen est de [40 points].
y
y
y
y
y
y

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
Escriba un análisis guiado del texto 1.
Escriba un análisis guiado del texto 2.
Utilice la pregunta de orientación o proponga otro aspecto técnico o formal del texto en el que
centrar su análisis.
y La puntuación máxima para esta prueba de examen es [40 puntos].
y
y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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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Simplified version
Chinois A : langue et littérature – Version simplifiée
Chino A: Lengua y Literatura – Versión simplific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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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针对引导题对以下选文加以评论。

因版权关系已删除

2221 –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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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版权关系已删除

Turn over / Tournez la page / Véase al do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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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针对引导题对以下选文加以评论。
2.

本文选自中国媒体《南方周末》，作者张强，首发时间：2019年12月3日，后被腾讯网、今日头条
等平台转载。

我们最大的恐惧：数据失控，成为透明人
张强

在数字空间里，雁过留痕，任何踪迹都无法抹去，“无法抹去”意味着奴役，意味着隐
患，意味着胁迫，意味着不自由。
假如这世上有那么些陌生人，准确掌握你的健康数据：你什么时候，去哪家医院，做过
哪些检查，查出了什么毛病，病情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你怕吗？
5

10

你正跟女朋友热恋，娘家人对你越看越满意，但保险起见，托人查你的基因信息，发现
你罹患某些疾病的风险高，怕宝贝女儿人生面对极大挑战，忍痛割爱，与你一刀两断。
临别前，女朋友送你一首《好心分手》，你一脸懵逼，一把鼻涕一把泪，能怎么办？回
家躲被窝里痛哭：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你看到这儿，可能已经开骂：“作者胡说八道，云里雾里的，把小概率的事说得跟真的
似的。”有疑问的朋友，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一切离你我并不遥远。分享一则新闻：
美国知名媒体披露，互联网巨头谷歌正与美国第二大医疗保健系统阿森松(Ascension)
合作，使用搜索与人工智能技术，分析阿森松掌握的数百万美国人的健康数据。这项计
划在谷歌内部秘密进行，代号“夜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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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莺计划囊括了完整的个人健康数据，包括检测结果、诊断记录和住院记录等，一一对应
具体的患者姓名、出生日期。相关病人和医生对此并不知情。这只是冰山一角，据称，
至少有150名谷歌员工，可以访问数千万美国人的医疗数据。

15

美国法律允许医院与商业伙伴共享数据，无需告知患者，只要求信息“仅用于医疗
保健”。在法不禁止的前提下，谷歌计划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个体患者优化护理
和治疗方案。
20

这些年，美国互联网公司作的恶还少吗？互联网巨头搭建数字空间，用户登录其中，
摄取信息、生产信息，相互供需。作为使用空间的对价，用户信息归平台所用
（甚至所有），平台售卖注意力、挖掘大数据，赚取商业利益。
平台试图通过区分“大数据”和“小数据”，消除各界疑虑：别担心，我们挖掘的是大
数据，不针对任何个人，绝不会泄露你的隐私。甚至做不屑一顾状，言之凿凿：小数据
没用，大数据才有价值。此次谷歌夜莺计划大白天下，这套话术不攻自破。分明姓名、
出生年月与医疗信息一一对应，说好的“只大不小”呢？

25

在数字空间里，雁过留痕，任何踪迹都无法抹去，而绝大多数人正在享受数字化狂欢，
仍未意识到“无法抹去”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奴役，意味着隐患，意味着胁迫，意味
着不自由。
30

十多年前，一个病人去医院检查、求医，他比较容易保护好自己的隐私。拿到体检单，
看毕，撕掉，从此了无痕，不留下任何数据。大数据无从谈起，但对个人而已，这意味
着个人对数据的可控，意味着个人权利的明了与安全。
十年后的今天，智慧医疗早已普及，有效缓解，甚至解决了看病难、排长队的问题，
但凡事皆有代价，代价是个人丧失了对数据的控制权，并且再无机会重新掌控。

35

你身体不舒服，想去医院看病，得先登录网络平台在线挂号。第二天你去到医院，遵照
医嘱作了各项检查，通过微信公众号即可查阅检查报告。数字化带给你极大的便利。
然而，这份报告，哪些人能看到？医院将保存多久？互联网平台能抓取数据吗？是否还
存在第四方？在哪些环节存在泄露的风险？——作为患者，你一概不知。一旦泄露，
可否溯源？找谁算账？你手足无措。

40

在数字时代，一种叫“数字霸权”的现象开始主宰我们的生活。名利双收的霸主们鲜衣
怒马，大跨步朝你走来，笑盈盈地对你说：“我们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你好？”个人小
数据是你的全部，而在霸主们眼里，那跟一只蝼蚁差不多。
–



评论专栏以何种说服读者的技巧来呈现作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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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針對引導題對以下選文加以評論。

因版權關係已删除

2221 –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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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版權關係已删除

Turn over / Tournez la page / Véase al do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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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針對引導題對以下選文加以評論。
2.

本文選自中國媒體《南方週末》，作者張強，首發時間：2019年12月3日，後被騰訊網、今日頭條
等平台轉載。

我們最大的恐懼：數據失控，成為透明人
張強

在數字空間裡，雁過留痕，任何蹤跡都無法抹去，“無法抹去”意味著奴役，意味著
隱患，意味著脅迫，意味著不自由。
假如這世上有那麼些陌生人，準確掌握你的健康數據：你什麼時候，去哪家醫院，做過
哪些檢查，查出了什麼毛病，病情發展到了什麼程度……你怕嗎？
5

10

你正跟女朋友熱戀，娘家人對你越看越滿意，但保險起見，託人查你的基因信息，發現
你罹患某些疾病的風險高，怕寶貝女兒人生面對極大挑戰，忍痛割愛，與你一刀兩斷。
臨別前，女朋友送你一首《好心分手》，你一臉懵逼，一把鼻涕一把淚，能怎麼辦？回
家躲被窩裡痛哭：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我？
你看到這兒，可能已經開罵：“作者胡說八道，雲裡霧裡的，把小概率的事說得跟真的
似的。” 有疑問的朋友，我負責任地告訴你：這一切離你我並不遙遠。分享一則新聞：
美國知名媒體披露，互聯網巨頭谷歌正與美國第二大醫療保健系統阿森松(Ascension)
合作，使用搜索與人工智能技術，分析阿森松掌握的數百萬美國人的健康數據。這項計
劃在谷歌內部秘密進行，代號“夜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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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鶯計劃囊括了完整的個人健康數據，包括檢測結果、診斷記錄和住院記錄等，一一對應
具體的患者姓名、出生日期。相關病人和醫生對此並不知情。這只是冰山一角，據稱，至
少有150名谷歌員工，可以訪問數千萬美國人的醫療數據。

15

美國法律允許醫院與商業夥伴共享數據，無需告知患者，只要求信息“僅用於醫療保
健”。在法不禁止的前提下，谷歌計劃利用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為個體患者優化護理和
治療方案。
20

這些年，美國互聯網公司作的惡還少嗎？互聯網巨頭搭建數字空間，用戶登錄其中，
攝取信息、生產信息，相互供需。作為使用空間的對價，用戶信息歸平台所用
（甚至所有），平台售賣注意力、挖掘大數據，賺取商業利益。
平台試圖通過區分“大數據”和“小數據”，消除各界疑慮：別擔心，我們挖掘的是大
數據，不針對任何個人，絶不會洩露你的隱私。甚至做不屑一顧狀，言之鑿鑿：小數據
沒用，大數據才有價值。此次谷歌夜鶯計劃大白天下，這套話術不攻自破。分明姓名、
出生年月與醫療信息一一對應，說好的“只大不小”呢？

25

在數字空間裡，雁過留痕，任何蹤跡都無法抹去，而絶大多數人正在享受數字化狂歡，
仍未意識到“無法抹去”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奴役，意味著隱患，意味著脅迫，意味
著不自由。
30

十多年前，一個病人去醫院檢查、求醫，他比較容易保護好自己的隱私。拿到體檢單，
看畢，撕掉，從此了無痕，不留下任何數據。大數據無從談起，但對個人而已，這意味
著個人對數據的可控，意味著個人權利的明瞭與安全。
十年後的今天，智慧醫療早已普及，有效緩解，甚至解決了看病難、排長隊的問題，
但凡事皆有代價，代價是個人喪失了對數據的控制權，並且再無機會重新掌控。

35

你身體不舒服，想去醫院看病，得先登錄網絡平台在線掛號。第二天你去到醫院，遵照
醫囑作了各項檢查，通過微信公眾號即可查閲檢查報告。數字化帶給你極大的便利。
然而，這份報告，哪些人能看到？醫院將保存多久？互聯網平台能抓取數據嗎？是否還
存在第四方？在哪些環節存在洩露的風險？——作為患者，你一概不知。一旦洩露，可
否溯源？找誰算賬？你手足無措。

40

在數字時代，一種叫“數字霸權”的現象開始主宰我們的生活。名利雙收的霸主們鮮衣
怒馬，大跨步朝你走來，笑盈盈地對你說：“我們這麼辛苦，還不是為你好？”個人小
數據是你的全部，而在霸主們眼裡，那跟一隻螻蟻差不多。
–



評論專欄以何種說服讀者的技巧來呈現作者的觀點。

Disclaimer:
Texts used in IB language assessments are taken from authentic, third-party sources. The views expressed within
them belong to their individual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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