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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GAN BUKA KERTAS SOALAN INI SEHINGGA DIBERITAHU 

 

1. Kertas soalan ini mengandungi 22 soalan. 

2. Jawab semua soalan . 

3.  Jawapan anda hendaklah ditulis dalam buku jawapan yang disediakan. Sekiranya buku jawapan 

tidak mencukupi, sila dapatkan helaian tambahan daripada pengawas peperiks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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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tas soalan ini mengandungi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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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哈特改变命运的经过。答案字数不可超过 125。文后须注

明确实的字数。 

 

 

有一个年轻人，因为家贫没有读多少书，他去了城里，想找一份工作。可是

他发现城里没人看得起他。就在他决定要离开那座城市时，他给当时很有名的银

行家罗斯写了一封信，抱怨了命运对他的不公…… 

信寄出去了，他一直在旅馆里等，几天过去了，他用完了身上的最后一分钱，

也将行李打好了包。 

这时，房东说有他一封信，是银行家罗斯写来的。信中，罗斯并没有对他的

遭遇表示同情，而是在信里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在浩瀚的海洋里生活着很多鱼。鱼鳔产生的浮力，使鱼在静止状态时，自由

控制身体处在某一水层。此外，鱼鳔还能使腹腔产生足够的空间，保护其内脏器

官，避免水压过大，内脏受损。 

因此，可以说鱼鳔掌握着鱼的生死存亡，有一种鱼却是惊世骇俗的异类，它

天生就没有鳔！分外神奇的是它早在恐龙出现前三亿年前就已经存在地球上，至

今已超过四亿年，它在近一亿年来几乎没有改变。它就是被誉为“海洋霸主”的

鲨鱼！英雄的鲨鱼用自己的王者风范、强者之姿，创造了无鳔照样追波逐浪的神

话。 

究竟是什么让鲨鱼离开了鳔在水中仍然活得游刃有余呢？经过科学家们的

研究，发现因为鲨鱼没有长鳔，一旦停下来，身子就会下沉。它只能依靠肌肉的

运动，永不停息地在水中游弋，保持了强健的体魄，炼就一身非凡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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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罗斯说，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浩瀚的海洋，你现在就是一条没有鱼鳔的

鱼…… 

那晚，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一直在想罗斯的信。 

突然，他改变了决定。 

第二天，他跟旅馆的老板说，只要给他一碗饭吃，他可以留下来当服务生，

一分钱工资都不要。旅馆老板不相信世上有这么便宜的劳动力，很高兴地留下了

他。 

10 年后，他拥有了令全美国羡慕的财富，并且娶了银行家罗斯的女儿，他就

是石油大王哈特。 

心中有希望，脚下就有路。与其为上天的不公仰天长叹，不如做一条奋力游

动的鲨鱼，化短为长，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强者之路，去完成自己的人生跨越。 

(《无鳔的鱼》,有改动)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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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至 6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沈老汉守在收购点门外，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着破衣服的男子骑一辆旧三轮车

过来。 沈老汉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 

沈老汉五十多岁，已是白发白须，一脸的憔悴。沈老汉有个独子阿将，35

岁了， 还没有媳妇儿。阿将交过几个女友，女方总嫌他家贫穷。为了挣钱帮儿

子娶上媳妇儿， 沈老汉东借西凑地筹集一笔资金，办了一家废铁收购点。 

沈老汉给那个男子递了一支烟，倒了一杯茶。男子叫火强，以前也卖给沈老

汉废铁。火强说：“老头儿，你怎么看上去像我们外地人一样？”沈老汉笑笑说：

“外地人怎么了？与本地人一样啊，都是同个公民。”火强弯腰开始从三轮车内

搬废铁，沈老汉过去帮忙。火强一看慌乱起来，忙挡住沈老汉说：“这点小事，

怎么能劳大叔出力？” 火强见沈老汉没有坚持，向那些废铁望了一眼，松了一

口气：如果沈老汉过去搬废铁， 秘密一定会被发现——在两根粗铁管里，塞满

了泥沙。 

称完废铁，没经沈老汉验收，火强快手快脚地把废铁倒入场地的废堆里。沈

老汉笑呵呵地说：“年轻人，辛苦了。”火强偷偷地笑着想，沈老汉真是个糊涂蛋！ 

阿将回来，他一眼便在废堆里发现问题——新收的两根废铁管里塞满了泥

沙。阿将瞧着沈老汉说：“爸，你怎么这样收废铁啊？泥沙当废铁，我们亏损不

起啊。”沈老汉说：“放心，我们没亏。”阿将瞪着沈老汉。沈老汉继续说：“我收

购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事，本想揭露出来，怕他丢了丑，今后不来做生意。最后

我也用了一个雕虫小技。”阿将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沈老汉。沈老汉说：“过秤时，

我换了秤砣，把那四十多斤泥沙扣除了。” 

沈老汉的生意逐渐走上轨道。沈老汉对待卖废铁的顾客总是满面笑容，有时

甚至笑得像个孩子一样。可是对来卖好铁、新铁的顾客，沈老汉总是眉头紧锁，

一脸不悦， 好像人家欠他什么似的。一次，老张送来一车铁，沈老汉笑呵呵地

把废铁收了，却对好铁不屑一顾。老张火了，说：“沈老头，你脑子有问题，人

家千方百计要好铁，你却偏偏喜欢废铁啊。”沈老汉说：“收废铁我晚上睡得着，

收好铁、新铁，晚上睡不着啊。” 老张说：“怪人。”说完便摇着头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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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火强载来了一三轮车的新铁管。沈老汉把头摇得如吊钟一样。火

强说： “你真不会做生意，开收购点，不收好铁谁信啊。”沈老汉来回走了几步，

还是摇头说： “我不能收。”火强说：“这些铁管，我也是收来的，挣点小钱。

我从来没做过偷鸡摸狗的勾当。”沈老汉又摇了一下头，火强火了，说：“如果这

次你不收，今后我不会卖铁给你，还会叫我的老乡与你断绝业务。”沈老汉全身

一颤抖。后来，沈老汉颤抖着手收购了火强的好铁管。 

沈老汉为人诚实，价格公道，远远近近的拾荒者、小贩总喜欢把废铁卖给沈

老汉。沈老汉的生意渐渐旺了起来。 

那天，沈老汉出事了。警察传唤沈老汉进了警察局。原来火强卖的那些新铁

管是赃物。火强坐了牢，沈老汉也被拘留了 10 天。 

沈老汉进去后，阿将打听来打听去，终于弄明白那事是被人举报的，不然警

察怎么会查到他们头上啊。 

阿将想来想去——自己家没有仇人啊，谁会是举报人呢？阿将找警察几次，

想知道举报人是谁。警察说你想砸我饭碗？别说举报人我不认识，即使知道，也

不会告诉你的。  

沈老汉放出来后，大家很同情他，说他被贼害苦了。新老顾客都来关照收购

点的生意，收购点红火起来。 

阿将却念念不忘查出那个举报人。他每天关注收购点进进出出的行人，可是

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发现可疑人员。那天，沈老汉去了外面，搁在桌

子上的手机响了。阿将一听，吓了一跳，来电人自称是警察局的警察，请他去警

察局领荣誉证书和举报奖金。他更糊涂了，问，举报什么？警察说，一起收赃案

啊，让我们破了一系列盗窃案件。 

阿将的头疼痛起来，想了很久也不明白，爸爸怎么会举报自己收购赃物。 

（《喜欢废铁的沈老汉》，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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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老汉说：“收废铁我晚上睡得着，收好铁、新铁，晚上睡不着啊。” 

 

 

2. 火强在卖废铁时，为什么 “快手快脚”之后又“偷偷地笑”？  [4 分] 

 

3.  沈老汉收购火强的废铁时，用了什么雕虫小技？      [3 分] 

 

 

4. 沈老汉的言外之意是什么？             [4 分] 

 

5. 第七段中出现两个“颤抖”，它们分别表现了沈老汉怎样的心理？  [6 分] 

 

6. 沈老汉为什么举报自己？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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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至 12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也许一个转身，原本如此熟悉的两个人从此永不相见，形同陌路。这世上没

有谁会永远是谁的谁，有的人注定只能被伤害，有的人注定只能错过，有的人永

远只适合活在另一个人的心里。人生没有如果，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不再完

美。学会珍惜。 

不知从何时起，每当心烦意乱的时候就喜欢发脾气，而对象往往是那些最在

乎你，最关心你的人。说白了无非就是因为别人太在乎你，太宠爱你而已，而自

己因为知道无论如何她都不会离自己而去的，故而肆意发泄自己的情绪，随意宣

泄自己的情感。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心烦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有心累的那一刻，却没有几个

人有正确的疏通方式，有选择隐忍的，有选择压抑的，有选择肆意发泄的，而更

多的人则选择了在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人发泄了自己的郁闷情绪，错误的时间是

因为别人往往也处于心烦的时候，而错误的对象则是因为那些人往往都是最在乎

你的人。只是因为太在乎而纵容了你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如果不是她们的无私奉献怎会有我们今日的辉煌？如

果不是她们一再的忍让宽容，怎会有我们现在的幸福？人心都是肉长的，不要以

为她们就会冷血而不知痛，不要认为她们就是麻木而不知伤心的人，只是因为她

们的过于在乎而选择了隐忍，选择了忍受。 

真正懂事的人就应该学会感恩，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情。

不要因为别人的在乎而放纵自己的情绪，不要因为别人的真爱而肆意的宣泄自己

的心绪。越是在乎你的人越会为你付出，不为你有所回报，不为你会因此感恩，

只因为她真正的关心你，真正的在乎你，而事实又有几人能够明了她们的用心？

几人能够读懂她们的良苦用心？ 

真正在乎你的那个人，从来不在乎你的过去，但她会很在乎你的现在，因为

你的过去已经成为过去，而现在必须不让她再失望，不再失落。她在你身上寄托

了太多的厚望，太多的期盼，你所能做的，或者说最应该做到的就是让自己成功，

不让她再失望，不再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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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如果，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不再完美。 

每个人都会有心烦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有心累的那一刻，却没有

几个人有正确的疏通方式，有选择隐忍的，有选择压抑的，有选择

肆意发泄的…… 

 

扪心自问一下，当你的心累了，当你心烦的时候，你会选择何种方式发泄自

己心中的郁闷，选择何种方法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是否会因为最亲近的人的一

句话而勃然大怒？是否会因为最爱的人的一个动作而大动干戈？或许在你的勃

然大怒中发泄了自己压抑已久的苦闷，又或者在你的大动干戈中宣泄了自己隐忍

已久的委屈，但是你可曾知道，就是因为你的肆无忌惮，就是因为你的为所欲为，

你伤了别人多少，让别人心寒到何种程度？ 

你从不曾知道过，你只知道自己得到了发泄，得到了释放，却将自己的苦闷

情绪强制的发泄在别人身上，而自己却依然我行我素，未曾反省过，未曾内疚过，

只因为别人对你的在乎，对你的爱。 

不要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盲目自大，不要总活在别人的世界里，迷失自我，

活在当下，活出自我，品味人生，用心生活，活出真我，守住自我。 

（《无论心有多累，都不应该向别人发脾气》，有改动） 

 

7. 在乎你的人有什么特质？写出两项。          [3 分] 

 

8. 宣泄情绪有错吗？提出你的看法。           [5 分] 

 

 

 

 

9. 你曾遇过什么心烦的事？你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疏通？     [5 分] 

 

10.  作者列举学会感恩、学会控制情绪、学会调节心情、让自己成功等例子，     

提醒我们什么事情？               [4 分] 

 

11.  作者在第七段大量使用反问句，有何用意？        [4 分] 

 

 

12.  上面的句子采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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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古代诗文 

[25 分] 

第 13 至 16 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然后回答问题。 

 

 

 

 

 

 

 

 

 

 

 

 

 

13. 当父亲回来后，读书人发现了什么？          [3 分] 

 

14. 写出母亲确认父亲的经过。            [4 分] 

 

15. 这篇文章传达了什么重要信息？           [4 分] 

 

16. 将下面的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           [4 分] 

   有士人，父壮时贾秦、陇间，去三十余载矣，独影堂画像存焉。 

歙俗多贾。有士人，父壮时贾秦、陇间，去三十余载矣，

独影堂画像存焉。一日父归。其子疑之，潜以画像比拟，无一

肖。拒曰：“吾父像肥皙，今瘠黧①；像寡须，今髯多，鬓皤②。

乃至冠裳履綦③，一何殊也！”母出，亦曰：“嘻！果远矣。”已

而，其父与其母亟话畴昔，及当时画史姓名，绘像颠末。乃惬

然阿④，曰：“是吾夫也。”子于是乎礼而父焉。 

夫、父天下莫戚者也。乃一泥于绘像，致有妻、子之疑。

彼儒者独不知经、史亦帝王圣贤之绘像也，专泥经史而忘求圣

人之心，是即所谓泥绘像而拒真父者也！ 

(《绘像与其父·贤奕编》） 

注释： 

①瘠黧（jí lí） ：瘦黑。  

②皤（pó） ：白。 

③綦（qí） ：鞋带。 

④阿（ē） ：亲昵，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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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 

 

 

第 17－19 题 

阅读下面的诗歌，然后回答问题。 

 

 

 

 

 

 

 

 

 

 

 

 

 

 

17. 根据诗篇描述友人隐居的地方。           [3 分] 

 

 

18. 上面句子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感受？          [3 分] 

 

19. 为什么诗人上山拜访隐居友人扑空，心情却没有因此而失望？  [4 分] 

 

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 

叩关无僮仆，窥室惟案几。 

若非巾①柴车，应是钓秋水。 

差池②不相见，黾勉③空仰止。 

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 

及兹契④幽绝，自足荡心耳。 

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 

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⑤。 

（邱为《寻西山隐者不遇》） 

注释： 

①巾   ：动词，用帷幕装饰车子，指整车出行。 

      “巾车”指以帷幕装饰的车子。 

②差池  ：指此来彼往而错过。 

③黾（mKn）勉：殷勤。 

④契   ：惬（qiH）合。 

⑤之子  ：这个人，这里指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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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第三部分 

名句 

[10 分] 

第 20 至 22 题 

回答下面有关名句的问题。 

 

20. “水至清则无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补全上面名句的原文。             [2 分] 

   (b) 名句中的“水至清”代指什么？          [2 分] 

 

 

 

21. 上面的名句说明怎么样的人是难得可贵的？        [3 分] 

                                  

22．写出下面名句的含义。（任选一题）          [3 分] 

    (a)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b)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KERTAS SOALAN TA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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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P 3(PEPERIKSAAN PERCUBAAN) 

 BAHASA CINA SPM（KERTAS 2）2018 

2018 年预考（试卷二） 

HELAIAN JAWAPAN 答案卷                

Nama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ngkatan 班级 ：__________________     Markah 成绩________________ 

 

 书写题 ：概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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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答题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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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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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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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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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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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