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LIT                                                                                                                                  6351/2  

6351/2 

Bahasa Cina  

Kertas 2 

Ogos 2019 

2¼ jam  

 

 

 

MAJLIS  PENGETUA SEKOLAH MALAYSIA 

 NEGERI SEMBIL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GRAM PENINGKATAN AKADEMIK TINGKATAN 5 

SEKOLAH-SEKOLAH NEGERI SEMBILAN 2019 

 

2019 年 

森美兰州中学 

中五学术提升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AHASA CINA 

KERTAS 2 

华文 

试卷二 

DUA JAM LIMA BELAS MINI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ANGAN BUKA KERTAS SOALAN INI SEHINGGA DIBERITAHU 

 

1. Kertas soalan ini mengandungi 22 soalan. 

2. Jawab semua soalan. 

3.       Jawapan hendaklah ditulis dalam kertas tulis yang disediakan. 
 

 

Kertas soalan ini mengandungi 11 halaman bercetak. 

 

 

 

   [Lihat halaman sebe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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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本试卷分为三个部分，共有 22 题，必须全部作答。 

2. 不必抄题，惟须注明题目号码。 
 

第一部分 

现代文 

[65 分] 

第 1 题 

根据下面的文字，概述作者对丈夫违背诺言的经过。答案字数不超过 130。文后须

注明确实的字数。 
 

     我们走在林荫道上，看见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挂着“停业大减价”的招牌。“哎！

快教我几招自我控制的妙法！”我想停下来，进去看看，便急忙对丈夫说道。“没

有我们需要的东西，”他说，“这里都是些价高质次的东西。不然的话，他们也就

不会走到停业关门这一步。”“可它们是体育用品。”我想哄他几句，“或许还可

以为我们的孙儿孙女们买几样便宜的东西呢。况且，你也喜欢小渔船和钓具。你那

张‘梦之舟’在浴室的镜子上都已经贴了好几年了，我想你也该进去找一找。” 
 

“你疯了吗？”他说，“我想要的船可是超一流的，超一流的，知道吗？要是

我攒够了 6000 美元，我就马上从厂家直接定做，而且还要银色的。这种快倒闭的商

店肯定不会有我的‘梦之舟’。而且我也不愿意与这群见到便宜货就疯狂的傻瓜们

挤来挤去。” 
 

“你这人简直不通人情，令人讨厌！”我反驳道，“我恰恰喜欢人多的地方。

我保证不买任何东西，只是在商店里四处逛一逛。你就在这里喝点咖啡吧，半个小

时之后，我回来找你。”“老太婆，无法守信就不要许诺。”他说，“我知道你又

要去那里买一些无用的破烂货回去。你是向来如此。” 
 

他的这句话令我气愤至极。我自信是一个明智的消费者。“老家伙，我要让你

看看。”我决定不再买任何便宜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哈！我才不会给这个自作聪

明的“万事通先生”幸灾乐祸的机会呢！ 
 

我调整了一下情绪，走进拥挤的商店。走廊上，曲棍球器械、篮球、高尔夫球

棒、健身器械、钓鱼器具、各种儿童玩具上，到处都挂着一张张大大的标牌：关门

大减价——最多打 2 折，决不还价！我在人流中东躲西闪，享受着减价大甩卖所带

来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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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发现商店后面陈列着一只与我丈夫图画上完全一样的、银光闪闪的独

木舟，上面的救生衣、船桨和钓鱼器具一应俱全。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眨了眨眼

睛，再定神一看。是的，它还在那里。一条超一流的独木舟！我拨开人群，拼命往

前挤，结果跌入独木舟中，便顺势坐在里面，急切地寻找上面的价格标签。 
 

找到了！标签上制造厂家的含税建议价 6750 美元上打了一个“×”，旁边手写

了一个 750 美元。肯定是搞错了，减了 6000 美元？我得找售货员问问。我看到了一

个佩戴“我是马修”证牌的年轻伙计。我冲上去抓住他的袖子。“请问这个独木舟

是不是有毛病？为什么只要 750 美元？”“噢，没有什么毛病，只是我们要停业

了。我去查一下。” 

 

    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夫人，很抱歉！有人将标签搞错了。它的整套价格是

4750 美元。按常规这条船要值 8000 多美元，因此，现在这个价仍然是物有所值。”

我的眼里噙满了泪花。“噢，是的。”我满怀忧伤。“当然，刚才那个价格太诱人

了。它与我丈夫梦寐以求的独木舟完全一样。星期五是我丈夫的 62 岁生日。由于健

康原因，他不得不早早地退休了。光靠养老金生活，日子本来就艰难了。但是，这

个固执的老家伙却要每个星期攒上 10 美元，想买一只这样的独木舟。他经常说，他

要在退休后驾着一只独木舟去钓鱼，聊以安享晚年。”说着说着，我的声音渐渐软

弱无力，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当我走出大门，马修追了上来。“夫人，你有 750 美元另加 25 美元运费，再交

一点附加税吗？”“有的，有的。可我就这么多了。”我气喘吁吁地答道。此时此

刻，我马上想到了自己为做白内障手术还攒了一点钱。“那么，就这样吧，他可以

得到这只独木舟了。另外，我们还将送上一只前桨，作为他的生日礼物。”我忍不

住哭了。我的一双老手在不停地颤抖着，在支票上签字时，我的两眼已经是一片模

糊了。马修也同样哽咽了。 
 

“夫人，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这家店是我祖父开的，他经营这家店已经超过

三十年了。他总是答应哪一天要退休。他说，他要退下来放松放松，还要出去放舟

垂钓。所以，去年他为自己定做这只独木舟。然而，他却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用

它。”说着，马修更是泣不成声了。“我的祖父死了，死得很突然，就在上个星

期，他才 68 岁。我想，如果你丈夫得到这只独木舟，想必祖父的在天之灵也会感到

安慰。不过，你必须保证你的丈夫要经常使用它，能保证吗？”“我保证。”说

完，我急忙离开了商店，去寻找我那可爱又可气的丈夫。 

                                         [美]劳莱恩•格雷戈伊《违背诺言》 

                                                                                                                 [ 20 分]   

  

                                                                                                  [Lihat halaman sebe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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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至 6 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然后回答问题。 

 

“把医生叫来，”亿万富翁喊道，“戴了新眼镜，我仍然觉得不舒服，真叫人

受不了……”八位大夫立即给亿万富翁做了第 108 次检查，他们得出了一个最终结

论：今后，任何眼镜、任何眼药水、任何外界的治疗手段对亿万富翁的眼睛都不适

用。解除痛苦的唯一“药物”，全靠他本人：只要他经常哭泣流泪，一切都会恢复

正常…… 

哭出眼泪！可怎样才能哭出眼泪呢？ 

一批学识广博的人挑选了世界文学中最悲惨的作品；一群最易伤感掉泪的演员

为亿万富翁读作品中最催人泪下的段落。他们声泪俱下，可他却无动于衷。人们特

意为他上演了一些令人心碎的节目。他打量着这些女演员，心中揣度着把她们请来

该出多少钱……演员们带着浸透泪水的手帕，灰溜溜地走了。亿万富翁仍是抱怨眼

睛痛。 

下属们好不容易收集到最悲伤的电影来放给他看，可他在看电影时，却不由自

主地计算起拍摄电影所需的费用来了。电影放映结束后，陪看电影的人泪眼汪汪，

可他的眼睛仍是干涸疼痛。 

后来，亿万富翁被下属们破天荒地带去参观城里最贫穷的几个区。他坐在世界

上最长的卧车里（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看着窗外饥寒交迫的贫民们，他

感到十分新奇，大声地说：“真是景色非凡哪！”自然，要他从那装有空气过滤和

空气调节设备的车上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治疗方法也只能到此为止。他的眼

睛依然干涸无泪，疼痛难忍。 

事情发展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了，下属们终于研究出一贴奇妙的“药方”：他们

找到了一个面目、身材都酷似亿万富翁的人，那人正患着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在

一家肮脏不堪的医院里奄奄一息。他们把这人抬到亿万富翁家里。亿万富翁看到自

己（两人的面目非常相像）躺在床上，由于痛苦而脸部抽搐，浑身出汗，上气不接

下气，双手没有一点血色，这可无论如何也受不了。他晃了晃脑袋，终于哭了：为

自身而伤心掉泪……就这样，每当他觉得眼睛痛时，——不过，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只要在那人的病榻旁坐一会儿，就会伤心掉泪，眼睛顿时就不疼了。另一个

“他”越是病痛难熬，他的眼痛越是消失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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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事，那穷苦潦倒的病人得到了比以前好的治疗，在某一个晚上溜走了。

而那个亿万富翁却不知怎么搞得，染上了一种什么病，卧床不起，受着同样的痛

苦。病魔并没有放过他，他很快就变成了一具丑陋的僵尸，只有两只眼睛依旧完好

无恙。 

                                                              (吉尔贝.塞斯布隆《干涸的眼睛》,有改动） 

2  根据文章第二段至第五段，试评价亿万富翁的为人。                   [ 4 分]    

 

3  什么原因使亿万富翁“终于哭了”？                               [ 4 分]    

     

       

4  如果你是那穷苦潦倒的病人，当你知道会享有更好的治疗后，你会不会溜走? 

   说明你的理由。                                                     [ 5 分]            

                                       

 

    

5  文章的主旨是什么？                                                 [ 5 分]    

 

    “解除痛苦的唯一“药物”，全靠他本人：只要他经常哭泣流泪，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6  以上的句子是什么复句？                                             [ 2 分]    

 

    

 

 

 

 

 

 

 

[Lihat halaman sebe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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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至 12 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然后回答问题。 

 

     没考上大学，我上了一所自费的医科学校。开学不久，我就厌倦了。我是因为喜

欢白色才学医的，但医学知识十分枯燥。拿了父母的血汗钱来读书，心里总有沉重

的负疚感，加上走读路途遥远，每天萎靡不振的。  

 

  “今天我们来讲眼睛……”新来的教授在讲台上说。这很像是文学讲座的开

头。但身穿雪白工作服的教授随之拿出一枚茶杯大的牛眼睛，解剖给我们看。郑重

地说：“这是我托人一大早从南郊买到的。你们将来做医生，一要有人道之心，二

不可纸上谈兵。”随手尽情展示那个血淋淋的球体，好像那是个成熟的红苹果。 给

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医院里著名的医生。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但教授演示

到我跟前时，我故意眯起眼睛。我没法容忍心灵的窗口被糟蹋成这副模样。从栅栏

似的睫毛缝里，我看到教授质地优良的西服袖口沾了一滴牛血，他的头发像南海观

音的拂尘一般雪白。  

 

  下了课，我急急忙忙往家赶。换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丛飘拂的白

发。是眼科教授！我本该马上过去打招呼的，但我内心是个孤独羞涩的女孩。我想

只上过一次课的教授不一定认识我，还是回避一点吧。没想到教授乘车的路线和我

一样。只是他家距离公共汽车站很远，恰要绕过我家住的机关大院。 教授离了讲

台，就是一个平凡的老头。他疲惫地倚着座椅扶手，再没有课堂上的潇洒。我心想

他干脆变得更老些，就会有人给他让座了。又恨自己不是膀大腰圆，没法给老师抢

个座。  

 

  终于有一天，我在下车的时候对教授说：“您从我们院子走吧，要近不少路

呢。” 教授果然不认识我，说：“喔，你是我的病人吗？”我说：“您刚给我们讲

过课。” 教授歉意地笑笑：“学生和病人太多了，记不清了。” “那个院子有人看

门。让随便走吗？倒真是节约不少时间呢。”教授看着大门，思忖着说。 “您跟着

我走吧。我们院里还有一座绿色的花园。”我拉着教授。“绿色对眼睛最好了。”

教授说着跟我走进大院。一个织毛衣的老女人在看守着大门。我和教授谈论着花和

草经过她的身边。我突然像被黄蜂叮了一下——那个老女人乜斜着眼在剜我们。她

的丈夫早就去世了，每天斜着眼睛观察别人，就是她最大的乐趣。  

 

  从此，我和教授常常经过花园。一天，妈妈对我说：“听说你天天跟一个老头

子成双成对地出入？” 我说：“他是教授！出了我们大院的后门就是他的家。那是

顺路。” 妈妈说：“听说你们在花园谈到很晚？” “我们看一会儿绿色。最多就是

一场眼睛保健操的功夫……”我气愤地分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教授。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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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了一口气说：“妈妈相信你，可别人有闲话。”我大叫：“什么别人？！不就是

那个斜眼的老女人吗！我但愿她的眼睛瞎掉！” 不管怎么说，妈妈不让我再与教授

同行。怎么对教授讲呢？我只好原原本本和盘托出。“那个老女人，眼斜心不

正！”我义愤填膺。教授注视着我，遗憾地说：“我怎么没有早注意到有这样一双

眼睛？”他忧郁地不再说什么。  

 

  下课以后，我撒腿就跑，竭力避开教授。不巧，车很长时间才来一趟，像拦洪

坝，把大家蓄到一处。走到大院门口，教授赶到我面前，说：“我今天还要从这里

走。” 知识分子的牛脾气犯了。可我有什么权力阻止教授的行动路线？“您要走就

走吧。”我只有加快脚步，与教授分道扬镳。我已看见那个老女人缠着永远没有尽

头的黑毛线球，阴险地注视着我们。  

 

  “我需要你同我一起走。”教授很恳切很坚决地说。作为学生，我没有理由拒

绝。我同教授走进大院。我感到不是有一双而是有几双眼睛乜斜着我们。斜眼一定

是种烈性传染病。“你明确给我指一指具体是哪个人？”教授很执著地要求。 我吓

了一跳，后悔不该把底兜给教授。现在教授要打抱不平。“算了！算了！您老人家

别生气，今后不理她就是了！”我忙着劝阻。“这种事，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放过去

了呢？”教授坚定不移。  

 

  我无计可施。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斜眼的女人，得罪了我的教授？况且我从心

里讨厌这种人。我伸长手指着说：“就是那个缠黑线团的女人。”教授点点白发苍

苍的头颅，大踏步地走过去。“请问，是您经常看到我和我的学生经过这里吗？”

教授很客气地发问，眼睛却激光般锐利地扫描着老女人的脸。在老女人的生涯里，

大概很少有人光明正大地来叫阵。她乜斜的眼光抖动着，“其实我……我……也没

说什么……”  

 

  教授又跨前一步，几乎凑近老女人的鼻梁。女人手中的毛线球滚落到地上。文

质彬彬的教授难道要武斗吗？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听见教授一字一顿地说：

“你有病。” “你才有病呢！”那老女人突然猖狂起来。饶舌人被抓住的伎俩就是

先装死，后反扑。“是啊。我是有病。心脏和关节都不好。”教授完全听不出人家

的恶毒，温和地说：“不过我的病正在治疗，你有病自己却不知道。你的眼睛染有

很严重的疾患，不抓紧治疗，不但斜视越来越严重，而且还会失明。” “啊！”老

女人哭丧着脸，有病的斜眼珠快掉到眼眶外面了。 “你可不能红嘴白牙地咒人

哪！”老女人还半信半疑。  
 
 

 

                                                                                            [Lihat halaman sebe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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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拿出烫金的证件，说：“我每周一在眼科医院出专家门诊。你可以来找我，

我再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治疗。” 我比老女人更吃惊地望着教授。还是老女人见多识

广，她忙不迭地对教授说：“谢谢！谢谢！”“谢我的学生吧！是她最先发现你的

眼睛有病。她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教授平静地说，他的白发在微风中拂尘

般飘荡。 从乜斜的眼珠笔直地掉下一滴水。  

                                                （毕淑敏《斜视》）  
                                                     

7 试说明作者在学医过程中矛盾的心理？                            [ 4 分]     

                                                                                                                                         

   

  

8 针对老女人造谣一事，试分析作者与老教授各有何反应？          [ 6 分]                              

                                                               

   

 

      “你才有病。” 
 

9 为何老女人会有如此的回应？                                  [ 4 分]     

 

 

 

从乜斜的眼珠笔直地掉下一滴水。 
 

10 以你的看法，老女人为什么会感动流泪？                           [ 3 分]     

 

 

 

11 本文带给你什么启迪？                                            [ 5 分]     

 

 

     12  试从文中找出一个采用对比修辞手法的句子。                              [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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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古代诗文 

[25 分] 

 

第 13-16 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然后回答问题。 

 

  子思言苟变于卫侯①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卫侯曰：“吾知其可将；然苟

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擅食人二鸡子②，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

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③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

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

也。”卫侯再拜曰：“谨受教矣！”                    

                                                  《子思荐苟变》 

注释： 

①卫侯   ：卫国的国君 

②二鸡子 ：两个鸡蛋 

③杞梓   : 用来做家具的良木 

 

 

13   卫国国君为什么不接受苟变?                                    [3 分] 

 
 

14   试说明子思如何说服卫国国君。                                                                    [4 分] 
 

 

15   试评价卫国国君的为人。                                                                                [4 分] 

 
 

16   将下面的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                                                                       

a.  其才可将五百乘                                          [2 分] 

b.   故弗用也                                                   [2 分] 

 

 

                        [Lihat halaman sebe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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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 19 题 

阅读下面的古诗，然后用白话回答问题 。 

 

                        八年①十二月，五日雪纷纷。 

                        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  

                        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 

                        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  

                        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 

                        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  

                        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 

                        褐裘覆絁被，坐卧有馀温。  

                        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 

                        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白居易《村居苦寒》 

                注释： 

① 八年 ：元和八年，唐宪宗年号 

  

 

  17      根据诗歌的前面四句，试描述农民的生活状况？                                 [4 分]               

 
 

 

  18      诗人如何将将自己的生活与农人进行对比？                                          [4 分]    

 

 

 19     诗人将自己的生活与农人对比后产生什么样的情感？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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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名句 

[10 分] 

 

第 20 - 22 题 

回答下面的问题。 

 

20    “____________________，富贵于我如浮云。” 

        

(a)    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2 分] 

 

(b) “ 富贵于我如浮云“ 所强调的是怎样的修养？                [2 分] 

 

  

                                                       

 

       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 

 

21    根据上面的名句，人们在录用人才的首要条件是什么？                  [3 分]  

              

 

 

 

22 

 

   写出下面名句的含义。（任选一题）                                               [3 分] 

  

a 

 

顺境不足喜，逆境不足忧。 

   

 b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KERTAS SOALAN TA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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