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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LABIS
PEPERIKSAAN PERCUBAAN TAHUN 2019
TINGKATAN 5

BAHASA CINA
华文
KERTAS 2
试卷二
DUA JAM LIMA BELAS MINIT
2 小时 15 分钟

JANGAN BUKA KERTAS SOALAN INI SEHINGGA DIBERITAHU

1. Kertas soalan ini mengandungi 22 soalan.
2. Jawab semua soalan.
3. Jawapan anda hendaklah ditulis di dalam kertas kajang yang disediakan. Sekiranya
kertas kajang tidak cukup. sila dapatkan helaian tambahan daripada pengawas
peperiksaan.

KERTAS SOALAN INI MENGANDUNGI 11 HALAMAN BERCE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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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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须注明题目号数。

第一部分 现代文
[65 分]
第1题
根据下面的文章，概述森特牺牲自己，成全克鲁兹的前因后果。答案字数不可
超过 120。文后须注明确实的字数。
冷战时期，一堵高墙将美丽的柏林一分为二。12 岁的娜莎与爸爸克鲁兹就
住在离高墙不远的一座小房子里。
这天是周末，娜莎兴冲冲回到家。放学时，老师布置了一项作业——做一只
蝴蝶标本。他们父女到离家很远的一片小树林去，那里总是有美丽的蝴蝶飞舞。
他们在那里捕获到了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
回到家后，娜莎小心地把蝴蝶固定在了标本盒里。突然，她大叫起来：“爸
爸，蝴蝶的翅膀上有字。”克鲁兹接过标本盒仔细一瞧，不禁大吃一惊，只见
蝴 蝶的翅膀上果然有一行细小的字：“7 月 20 日，晚上 10 点钟，辛克尔公
园……”后面还有几个字已经看不清楚了。
克鲁兹皱着眉头，百思不得其解。自从冰冷的高墙将柏林城分成两个完全不
同的世界后，局势就变得相当紧张,人们盛传东德政府与西德政府为了争夺对柏
林的掌控权，互相派遣了许多间谍,他们用秘密的手段传递情报。这蝴蝶翅膀上
的字会不会就是间谍们的杰作？
克鲁兹猜想自己很可能截获间谍的情报，心中既兴奋又害怕。根据当局的法
令，举报间谍会得到重赏。克鲁兹不想要金钱和奖赏，只想让妻子从监狱里出
来。如今机会终于来了！克鲁兹觉得根据蝴蝶身上的提示，间谍可能在 7 月 20
日晚上，去辛克尔公园与人秘密接头，自己如果提前埋伏在那里，一定能发现
那 个间谍的真面目。
20 日晚上，克鲁兹提前来到辛克尔公园，找了处比较隐蔽的高地躲了起来。
10 点钟到了，一个男人从树林里走出来，站在空旷的蕈地上四处张望，仿佛在
等人。几分钟后，男人从衣服里掏出一只小盒子，取出一块小蛋糕。他在蛋糕
上插上蜡烛，然后掏出一张生日卡，小声唱起了生日歌。歌唱完了，男人把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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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端起来将蜡烛吹灭。那瞬间，克鲁兹惊舟地发现，他竟然是自己的邻居——
昆虫学家森特。
此时，揭开了这个间谍的真实身份，反倒让克鲁兹犹豫不决了。因为，森特
不但是个昆虫学家，还是个出色的大夫，当年霍乱在柏林肆虐时，他整天忙碌，
免费给大家量体温、送药片、打预防针。如今为了解救妻子，要去举报森特，
克鲁兹真有些于心不忍。
这天晚上，娜莎突发高烧，克鲁兹请来了森特。森特为娜莎打了一针，不到
半个小时，娜莎退了烧。克鲁兹为了表示感谢，拿出一瓶好酒与森特对饮起来。
不久，森特喝多了，竟对克鲁兹说出自己是间谍的身份，还说他已经当了十几
年的间谍。他养的蝴蝶中有一种特殊品种，它们只对紫兰花感兴趣，只要他在
蝴蝶翅膀上写上情报，将它们放到野外，蝴蝶就会自己飞到种了紫兰花的同伙
家中。
克鲁兹经过再三考虑，终于走进了警察局的大门。
森特被逮捕了。3 个月后，他以间谍罪被处决。随后，因为克鲁兹举报有功，
他的妻子被提前释放。
一眨眼十几年过去了，柏林墙随着德国的统一，终于轰然倒塌，克鲁兹一家
也过上了梦寐以求的自由生活。一天，突然有人敲门，克鲁兹开门一看。门外
是位陌生的老妇人。
“你是克鲁兹先生吗？”
克鲁兹点点头。老妇人取出一只盒子。交给他：“这是我儿子临终前托我交
给你的。”
克鲁兹吃惊不已，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是 20 只蝴蝶标本，每只
蝴蝶的翅膀上都写满了文字——
亲爱的兄弟克鲁兹：
其实我并不是间谍。当那道该死的柏林墙竖起时，它分离了我和我的母亲。
我与母亲暗地里商定，用喜欢紫兰花的蝴蝶传递信件。想不到此事竞然被你发
现了。那天晚上，我是去给母亲庆祝生日的，我相信在那里点起蜡烛，母亲会
在高墙那边看到我的烛火，听到我的祝福与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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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冒充间谋？事情很简单，我不愿意让可爱的娜莎和
我一样，承受失去母亲的痛苦。我得了癌症，快要死了，我希望在生命的最后
时刻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于强《蝴蝶翅膀上的爱》，有改动）

[20 分]

第2至6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有个喜爱摄影的朋友，他镜头下的摄影作品总是那么与众不同，他的视角
总是那么的令人击节称奇。面对他的一叠叠获奖证书和一尊尊艺术摄影大赛的
奖杯，作为他的朋友，我们讨论过好多次。有人说，是他的艺术功力深。也有
人说，是他的运气好，那么十几个风景名胜区，还不整天都是游人如蚁?但有的
人运气不好，要么去晚了，或者是去早了，总之与自己所需要的景物总是失之
交臂。但我们这位朋友总是运气好，他要拍摄蓝天，就有片片白云；他要拍摄
秋色，就有树树红叶……

我们羡慕地说：“拍摄照片，你运气好，所以你的摄影作品好。”他听
了，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拍摄作品，跟运气有什么关系呢？”“好
吧!”他神秘一笑：“下次外出拍摄，我带你们一块去。”
不久，我们果然就有了一次共同外出游历的机会。在那里，我们一群人生
怕错过了一个风景点，七嘴八舌地纷纷向导游小姐询问如何才能平安、快捷、
全方位地游览每一个风景点。但那位搞摄影的朋友却对这一切漠不关心，根本
不怎么理睬那些导游小姐们，只是和一群坐在景区山脚下的本地山民们套近
乎，和他们兴致勃勃地谈笑，对着巍峨起伏的大山指指画画，当我们前呼后拥
地跟着景区的导游就要登山时，他笑着跑过来了，高兴地举着一张画满点点线
线的纸说：“想拍摄最美照片的可以跟我走！”
我们都诧异地说：“怎么能跟你走？那些最美的地方不是一个一个的风景
点吗？不去风景点，哪里才能拍摄到最美的风光照片呢？”
他笑了说：“大家都去的地方，哪能拍出与众不同的照片呢？最好的风
景，就在那些人迹罕至处啊！”有人低声嘀咕着问他：“你要去的地方有路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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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他朗声大笑说：“有路的地方我从来不去！”
“你要去的地方危险吗？”又有人嘀咕着问他说。他笑了说：“当然危险了，
不危险怎么能有出人意料的风景呢？”然后就一个人攀巨石，劈荆棘，离开我
们和导游走了。
两天后，在景区山脚下的宾馆里，当我们每个人都亮出自己的摄影作品
时，我们都被他作品中的那种峻奇、壮美和恢弘惊呆了，连这个景区的所有导
游和经理都难以置信：自己的景区难道还有如此秀美的风光？

在大家的一片惊奇和啧啧称赞里，朋友轻描淡写地说：“熟悉的地方没景
色，最美的风景，往往都在路远远不能抵达的地方。”
我听了，心里豁然一亮，是啊，熟悉的地方没景色，在人生的旅游图上，
有多少人是敢于跳出人生的固定路线，而给自己的人生另辟蹊径的？要使我们
人生拥有与众不同的风景，就必须让自己的生命走一条与众不同的旅程。
(李雪峰《没有一种草不是花朵》)

2. 根据摄影朋友的见解，要拍下与众不同的作品是否要靠运气？

[4 分]

3. “只是和一群坐在景区山脚下的本地山民们套近乎……”。
“套近乎”指的是什么？

[2 分]

4. 为什么当作者的摄影朋友亮出自己的摄影作品时，连该景区的所有导游和经
理都难以置信：自己的景区难道还有如此秀美的风光？
[4 分]

熟悉的地方没景色，最美的风景，往往都在路远远不能抵达的地方。
5. 你如何理解上面这句话?

[5 分]

6. 你会如何让自己的生命走一条与众不同的旅程？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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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旅游图上，有多少人是敢于跳出人生的固定路线，而给自己
的人生另辟蹊径的？
7. 写出上面句子所用的其中一个修辞手法。

[2 分]

第 8 至 12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刷子李专干粉刷这一行。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什么都不用放，单
坐着，就如同升天一般美。最让人叫绝的是，他刷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
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
刷不要钱。
这是传说。人们也不会全信。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行内的生气愣说不信。
一年的一天，刷子李收个徒弟叫曹小三。当徒弟端茶、点烟、跟在屁股后边
提东西。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那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亲眼
瞧瞧。
那一天，头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到镇南道给姓李的人家新造的楼房刷浆。
到了那儿，刷子李跟管事的人一谈，才知道师傅派头十足。照他的规矩一天只
刷一间屋子。这楼房有九间屋，得刷九天。干活前，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
方的小包被打开，果然一身黑衣黑裤，一双黑布鞋。穿上这身黑，就像跟地上
一桶白浆较上了劲。
一间房子，一个屋顶四面墙，先刷屋顶后刷墙。屋顶尤其难刷，蘸了稀溜溜
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一掉准掉在身上。可刷子李一举刷子，
就像没有蘸浆。但刷子划过屋顶，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得透亮，白得清爽。
有人说这蘸浆的手法有高招，有人说这调浆的配料有秘方。曹小三哪里看得出
来？只见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如同伴着鼓点，和着琴音，每一摆
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地清脆一响，极是好听。啪啪声里，
一道道浆，衔接得天衣无缝，刷过去的墙面，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
屏障。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李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
刷子李干活还有个规矩。每刷完一面墙，必得在覺子上坐一会儿，抽一袋烟，
喝一碗茶，再刷下一面墙。此刻，曹小三借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拿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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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搜索刷子李的全身。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
粉点也没发现。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给他点烟时，竟然看见刷子李裤
子上出现一个白点，黄豆大小。黑中白，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了，
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但他怕师父难堪，不敢说，
也不敢看，可忍不住还要扫一眼。
这时候，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小三，你看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
为师傅的能 耐有假，名气有作，是吧。傻小子，你再仔细瞧瞧吧——”
说着，刷子李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那白点即刻没了，再一松手，白
点又出现，奇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
心烧的。里边的白衬裤从小洞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装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
刷子李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笑道：“好好学本事吧！ ”
曹小三学徒的头一天，见到听到学到的，恐怕别人一辈子也不一定明白呢！
（冯骥才《俗世奇人·刷子李》）

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那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亲眼瞧
瞧。
8. 上文的“绝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曹小三一直半信半疑？

[5 分]

9. 文中提到刷子李在粉刷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的目的
何在？
[4 分]
• 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 完了！师傅露馅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
去。
10.

从上面的文字看来，曹小三对师傅有什么看法？

[4 分]

11.

你对刷子李有何评价？

[4 分]

12.

文章的主旨是什么？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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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古代诗文
[25 分]
第 13 至 17 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然后回答问题。
(一)
王念孙，字怀祖，高邮州人……既罢官，曰以著述自娱，著《读书杂
志》。于古义之晦，于抄写之误，皆一一正之。一字之证，博及万卷，其精于
校雠①如此。又以邵晋涵先为《尔雅正义》，乃撰《广雅疏证》，日三字为
程，阅十年而书成，凡三十二卷。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扩充于
《尔雅》《说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藉②张揖
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揖所未知，及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
（《清之稿•王念孙传》）
(二）
刘羽冲，沧州人，性孤僻，好讲古制，实迂阔不可行。偶得古兵书，伏
读经年，自谓可将十万。会有土寇，自练乡兵与之角，全队溃覆，几为所檎。
又得古水利书，伏读经年，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绘图列说州官。州官亦好
事，使试于一村。沟洫③甫成，水大至，顺渠灌入，人几为鱼。由是抑郁不自
得。恒独步庭院，摇首自语曰：“古人岂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唯此六
字。不久，发病死。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注释：
① 校雠（chóu）:校对
② 藉：借助
③ 沟洫：沟渠

13.

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王念孙是个严谨治学的人？

[5 分]

14.

土匪作乱，刘羽冲如何应付？结果如何？

[4 分]

15.

刘羽冲要把千里土地改造良田，他的实验成功吗？为什么？

[3 分]

6351/2 © Hak Cipta SMK Labis 2019

[Lihat Halaman Sebelah

9
SULIT

16.

17.

6351/2

刘羽冲和王念孙的治学态度不同。
你认为刘羽冲为什么会落得可悲的下场？

[3 分]

将下面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3 分]

i.
ii.

州官亦好事，使试于一村。
如是日千百遍，唯此六字。

第 18 至 19 题
阅读下面的古诗，然后回答问题。

夫因兵死守蓬茅①，麻苎衣衫鬓发焦②。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杜荀鹤《山中寡妇》）
注释：
① 蓬茅：茅草盖的屋子。
② 鬓发焦：因吃不饱，身体缺乏营养而头发变成枯黄色。
18.

为什么寡妇独居在山中的茅屋？

[4 分]

19.

文中哪两句刻画赋税剥削是无孔不入的？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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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名句
[10 分]
第 20 至 22 题
回答下面有关名句的问题。

22. “金凤玉露一相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2 分]
b. 名句中的“金凤玉露”指的是什么？
[2 分]

有情人终成眷属，新婚夫妇手牵着手走向未来，相约同甘共苦，
永远不分离。
23. 写出一个名句可以概括以上的情形。
[3 分]
24. 写出下面名句的含义。（任选一题）
a.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b. 顺境不足喜，逆境不足忧。
[3 分]

KERTAS SOALAN TAMAT

试卷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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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MA PEMARKAHAN BAHASA CINA PERCUBAAN 2019
第1题

2 不是【1 分】，要看他肯不肯攀巨石，劈荆棘/到危险的地方/去探险。
在没路的地方/人迹罕至处寻找最美的风景，这样才能拍摄出与众不同的作品
【3 分】
3. 用言语或送礼拉近关系/ 和不太熟识的人拉拢关系，表示亲近。【2 分】
4. 因为他们去的是风景区，走的是前人所走的路、看前人欣赏过的一个个人生
景色。【4 分】
5. 要有冒险的精神，不怕艰辛，才可让自己的生命走一条与众不同的旅程。
（少答一项得 3 分）【5 分】
6. 选一分自己有兴趣的工作/自己创业，遇到困难时不放弃，懂得变通。
【6 分】（任何合理的答案皆可接受） 敢于跳出人生的固定路线，而给自己
的人生另辟蹊径。【只得 2 分】
7. 反问 【2 分】
8. 高超的技艺(2),因为他不相信刷子李粉刷的技术如传闻中那么高超。（3)
9.其目的主要衬托出刷子李高超的粉刷技术(2)，还有他伟大的理想和努力的精
神。（2)
10.文中两个句子分别说明曹小三十分钦佩师傅粉刷的技术。（2)当曹小三看见
师傅裤子上有一个白点，对师傅的绝活有点失望因为不如传闻中那么高超。（2)
11.刷子李是一个拥有高超的粉刷技术的人。（2)他做事时没有只顾着眼前的利
益反而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2)
12. 每个人一生下来不是万能的（1½)，每一个本领都是辛辛苦苦学回来的(1½)。
只要坚持到底一定会成功的。(2)
6351/2 © Hak Cipta SMK Labi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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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他对古义解释晦涩的、抄写有误的，都一一更正[2]。同吋，为了更正一个
字，他会翻阅很多书[2],在校对方面力求精确[1]。
14.他训练一队乡兵与土匪战斗[2]，结果全军溃败贾灭[I]，他自己也差点被俘
[1]。
15.不成功，因为沟渠刚挖成，天就降大雨[1],洪水顺着渠道灌人村庄[1]，村
里人险些全被淹死[1]。
16.刘羽冲[盲从典籍]✓、[泥古不化]✓。 (答对一个分；答对两个=3 分）
17. (a)州官[也]✓[喜欢]✓多事，[让]✓他[在]✓一个村子里[试验]✓
(b)[像]✓[这样]✓每天几千几百遍，[只有]✓这六个字。
(1✓=O, 2-3✓=l, 4-6✓=2, 7-8✓=3)
18. 她的丈夫在战乱中死去，（2）她穷困得无以谋生，（1）只得独居山中的
茅屋。（1）
19.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3）

20. a. 便胜却人间无数。【2 分】
b. 七夕之夜。【2 分】
2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3 分】
22. a. 描写一个人虽历经风雨，只要处之泰然，便什么也不觉得了。
b. 说明应当以坦然的态度面对顺境与逆境。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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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清史稿•王念孙传》参考译文
王念孙，字怀祖，是高邮州人……（王念孙）被罢免官职以后，每天以著书立
说向娱，著有《读书杂志》。对古义解释晦涩、抄写有误的，都一一更正更正
一个字，（就要）翻阅很多书，他在校对上精确到这样的程度。又根据邵晋涵
从前编写的《尔雅正义》，于是编写了《广雅疏证》。每天完成三字，经历十
年才完成，总共三十二卷。这本书根据古音探求古义，推广到类似的事物上，
扩充了《尔雅》《说文》，没有达不到的地方。然而声音文字部分的严格，一
点 也不错乱。（他）大概足借助张揖的书来探求各种学 说的’然而其实很多足
张揖所不知道的，以及同时代 的惠栋、戴震所没有达到的。
(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参考译文
刘羽冲，是沧州人，性格孤僻，喜欢讲古制，实 际上迂腐不切实际，根本行
不通。（他）偶然得到一部古代兵书，伏案读了一年左右，便自称可以统率十
万大军。恰好这吋有土匪（作乱），刘羽冲便训练了一队乡兵与他们战斗，
（结果）全军溃败覆灭，（他自己也）差点被俘。（后来他)又得到一部古代水
利著作，伏案读了一年左右，又声称可以把千里(贫瘠的土地）改造成良田。画
了图劝说州官。州官也喜欢多事，让他在一个村子里试验结果沟渠刚挖成.天
降大雨，洪水顺着渠道灌入村庄，村里人险些全被淹死。从此（刘羽冲）闷闷
不乐。（他）常常在庭院里独自漫步，摇着头自言自语：“古人怎么能欺骗我
呢？”像这样每天几千几百遍，只有这六个字（古人岂欺我哉）。不久，便在
抑郁中病死。

古诗：
丈夫死于战乱她独守茅屋受煎熬，身穿苎麻布衣衫鬓发干涩又枯焦。
桑树柘树全废毁还要交纳蚕丝税，田园耕地已荒芜仍然征税叫青苗。
时常外出挖野菜连着根须一起煮，随即四处砍生柴带着叶子一起烧。
任凭你住在比深山更深的偏僻处，也没办法逃脱官府的赋税和兵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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