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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UBAAN SPM WILAYAH PERSEKUTUAN 2012 

预试（2¼  jam）试卷二 

 

注意： 

1．本试卷分为三个部分，共有 40 题，必须全部作答。 

2．答案必须书写在所提供的答卷上。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现代文阅读现代文阅读现代文阅读现代文阅读 

[ 65 分分分分 ] 

                                                           

第第第第 1题题题题   

根据下面的文字，概述巴尔扎克与父亲的冲突及他成为文学家的过程概述巴尔扎克与父亲的冲突及他成为文学家的过程概述巴尔扎克与父亲的冲突及他成为文学家的过程概述巴尔扎克与父亲的冲突及他成为文学家的过程。答案

字数不可超过 120。文后须注明确实的字数。[ 20 分 ]  

 

巴尔扎克小时候很爱好文学, 父亲却硬要他学习法律。他就是不服从父

亲的旨意，父子之间常为此事发生冲突。   

  一天, 父亲再也按捺不住气愤, 质問巴尔扎克: “我让你学习法律, 你为什

么要学习文学？” 

  “爸爸, 您知道, 我对法律是毫无兴趣的。”巴尔扎克非常亲切地对父亲

说。  

  “毫无兴趣! ”父亲暴怒地快要跳起來, “你有兴趣的是什么？是文学! 

搞文学谈何容易, 我看你根本不是搞文学的料! ”  

  “那不一定! ”巴尔扎克摇摇头, 非常自信地说, “一个人的成功, 往往取

决於他的信心和努力。” 

  “信心和努力？那好, 从今天起, 給你兩年的期限, 搞不成, 就得学习法律, 

你敢答应吗？”  

  “敢!”巴尔扎克斩钉截铁地回答。 

  从此, 巴尔扎克被父亲关在房子里, 整天埋头写作。這期间, 他写了一个

历史剧, 由於自己的阅历有限, 对剧本的特点了解不够, 没有成功。但巴尔扎

克并没有丧失信心, 他坚信, 只要有决心、肯努力, 一定能在文学上取得成

绩。  

  一段时间的写作实践,使巴尔扎克感到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都很浅薄。於是,

他拼命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广泛地接触社会和了解人生。他天天出入於图书馆

和书店, 总是來得最早,离开最晚。有一次, 他在图书馆里翻阅资料, 边看边记,

忘记了时间的早晚。图书馆的人员下班了,也忘记招呼巴尔扎克一声。第二天

早晨，图书馆的人员來上班了, 发现巴尔扎克还在边看边记。为了读书，巴

尔扎克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巴尔扎克在一部小说中需一打架斗殴的情节, 就到街上去观察。好容易

遇到兩个青年人争执, 他就故意从中煽风点火, 想让兩个人打起來。谁知兩人

看穿了他的“诡计”, 合起來把他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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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尔扎克写起文章來就闭门谢客, 甚至家里人也不让进他的书房。有一

次他把屋门锁了, 从窗户跳进屋里, 再的把窗紧闭上。來访的人见门上落了锁

就自动回去了。  

  经过几年的努力, 巴尔扎克出版了小说《朱安党》, 赢得了法国文学界的

一致赞扬。以后他又陆续完成了《人间喜剧》等 97 部小说, 确立了他在法国

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巴尔扎克的童年故事》 

 

 

第第第第 2－－－－6题题题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阅读下面的文字阅读下面的文字阅读下面的文字，，，，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 

 

女儿家对门住了一户黑人，只有一个老头叫罗宾森。 

      这片 100 多户人家的公寓里,除了女儿和一家日本人外,住的都是白人。

可偏偏就有这么一户黑人,而且黑得吓人！脸上身上油黑油黑，就好像黑色

“奔驰”的车皮,连胡茬子和脸皮都分不出来,通身只有眼珠和牙齿两处是白的。

看样子可能是非洲移民中那个最黑的品种。否则,没有黑到这个分上的。他身

材不高,却粗壮得惊人,往那儿一站活像只狗熊。不到两周岁的外孙女,见着他

魂都没了,惊惧地瞅着直往女儿身上靠。 

     “来，让我们做邻居吧，”罗宾森蹲下来笑着对外孙女说: “怕啥？我又

不是只熊！”。 

    女儿翻译过来，我和妻子都笑了。可外孙女还是直躲。 

     从他的眼睛和神态里可以看得出他很对小孩的感情，我们抱着外孙女

走得老远了，他还呆呆地望着。 

     我们走过公寓的出口处，外孙女见标志牌上拴着几个气球，非常喜

欢，盯着不走。拴气球是表示公寓里有空房招租，我们当然不好随便摘下来

一个给她。就在这当儿，罗宾森赶过来，一伸手摘下来一个红气球。他是这

公寓办公室里的工人，他举着红气球在外孙女眼前晃动着，说：“来吧，让

我抱一抱就把它给你。” 

外孙女看着飘荡的红气球，着实喜欢得不得了，可让他这个大狗熊似

的人抱一抱，确实又有点害怕。 

“让抱一抱吧！”女儿动员外孙女。 

    外孙女瞅着罗宾森直摇头。当女儿要把她递过去时，她竟“哇”一下子哭

了。看来是宁可不要气球也绝不让抱。 

这真让罗宾森泄气。他一看没有办法，只好把红气球递给女儿,无可奈

何地笑着对外孙女说：“唉，我真是一只熊。”我们又都笑了。 

他说罢好像还不太甘心，又在那儿瞅了外孙女一阵子才走。 

     这片公寓住宅是在一片高低不平的林地上修建的，花木环绕，草坪衔

接，环境相当幽雅、宁静，住户也多属文雅之辈，很少有高声喧哗的。这

天，罗宾森门口却例外的有个女人超常规大声说了一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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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女儿怎么回事？ 

她说是公寓办公室的人，斥责罗宾森把一只室内陈设的瓷瓶给打碎

了，骂他是一只不会拿东西的笨熊。 

打这以后，很多天我们再也没有见到罗宾森，待对门搬来另一户黑人

工人，我们才知道他已不在公寓打工，搬走了。 

周六市内一家新的儿童玩具商店开张，大吹大擂地宣传开市减价三

天。女儿开车拉着我们一起去给外孙女买玩具。一到门口，有个一人高的大

黑熊模型，立在一个木墩子上。那大黑熊两条后腿站着，两条前腿朝前伸

着，做人的形状稳稳当当立在那里，很是吸引人。许多孩子围着观看、笑

闹。商店老板也真会别出心裁。 

我们也走过去，仔细一看，哦，眼珠子还在动弹，原来是个活人化装

的。不过，外孙女却把他当成了真熊，又好玩，又害怕，不住用手指着嚷：

“熊！熊！” 

不一会一阵铃声，从商店侧门走出一个马戏小丑，替换了“黑熊”。

未曾想“黑熊”下来后，竟朝我们走来。 

“哈罗！”他向我们打了个手势，随即对外孙女说，“这回你看我是

不是只熊？” 

啊！原来是罗宾森。 

这回他没有笑，我们谁也没有笑。 

（许行《熊》略有改动） 

 

2  文中如何描述罗宾森的外形。(4 分) 

 

3  根据本文，罗宾森的个性如何？(3 分) 

 

4  文中那个文句显示罗宾森被人歧视？(2 分) 

 

5  试写出罗宾森在说“怕啥？我又不是只熊！”与“唉，我真是一只熊。” 

    这两句话的心理状态。(4 分) 

 

6  “这回他没有笑，我们谁也没有笑。” 

    （a）根据上面这句话，试写出罗宾森或“我们”的其中一个感受。为什 

              么有这种感受？(3 分) 

 

     （b）上面句子中的“回”属于什么词性？(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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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7-10题题题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阅读下面的文字阅读下面的文字阅读下面的文字，，，，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 

          

大海的深处是平静的。 

花朵的一生是无声的。 

巍峨的山峦是缄默的。 

大自然中许多蔚为壮观的生命往往以沉默示人，而人的生命是否亦当

如此? 

有这么两个人去应考厨师。甲一开言便说了个天花乱坠，从传统的中

国名菜到洋派的西式糕点，从每道菜的用料着色到火候调味，似乎无一不能

无一不精。乙则静候一旁一语不发。待问及他的，他只说：“如果可能，给

我 30 分钟时间，我做一桌菜出来看看便是。” 

不用说：“讷于言”的乙被录取了。 

机智和美妙的语言有时只不过是一种瞬时的智慧和淋漓的表达。但智

慧和表达本身并不证明结果。朴实的行动才是开在成功路上的鲜花。 

认识一个人，不要光听他怎么说，而应当看他怎么去做，因为有一种

语言叫言不由衷。就像认识一棵树，不需急着去看春天里开的花，因为有一

种事实叫做华而不实。你可以等到秋天．那时你去看树上的果实，果实是花

的语言，也是树的注释。 

芸芸众生，那个与你仅有一面之交便一览无余的人，你会觉得他索然

无味，因为他说得太多。而那个一直不声不吭只以沉默示人的人，你不仅仅

对他印象尤为深刻，而且对他有了探询的欲望---因了那不语带给女人的典雅

矜持，也因子那不语带给男人的深邃练达。你要记住，生活中有些东西藏在

心里便是一种真实一种深刻，说出来，反而淡了。比如一生一世的爱情。 

很小的时候，母亲跟我说：你看大街上两个吵嘴的人，那个声嘶力竭

叫得很凶的人，往往是理屈词穷的。因为真理不在他一边，他要先声夺人来

掩饰自己的心虚。而那个沉默者心里一团正气，自然可以不动声色，因为沉

默是最大的蔑视呀！ 

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乌鸦和知了无疑是最善叫的，但它们都不算人类

的宠物。 

火山爆发那一声震天的巨响，那力拔山兮的气概，令人叹为观止。但

这一奇观不会随时可见，为那一瞬间的壮观，它在地层深处沉寂和积聚了千

年万年！ 

有两种方法能使世界变大：登上山峰远眺，闭上眼睛沉思。它们与语

言无关。由此看来，世界不是语言描绘得大的。想必人也盖于此理。 

智者无言。 

邓皓《智者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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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什么“讷于言”的乙被录取了？       (4 分) 

 

8  “生活中有些东西藏在心里便是一种真实一种深刻，说出来，反而淡

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3 分) 

 

9  “认识一个人，不要光听他怎么说，而应当看他怎么去做。” 

（a） 为什么作者有这样的看法？(4 分) 

 

（b） 上面的句子属于什么复句？(3 分) 

 

10  作者通过本文给读者带来什么启示？(4 分) 

 

 

第第第第 11-12题题题题    

阅读下面的新诗阅读下面的新诗阅读下面的新诗阅读下面的新诗，，，，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 

  

  太阳把多光的羽箭，投射到， 

  她明静而柔美的花冠。 

  

  她有战士崇高的品德， 

  她嘲笑睡倒在黑暗中的小草。 

  

  夜里，风雨打落她的花瓣， 

  早晨，她依然朝向太阳。 

                                            (王亚平《向日葵》) 

 

11．“夜里，风雨打落她的花瓣,早晨,她依然朝向太阳。” 

          以上诗句主要涵义是什么? (3 分) 

 

12．a) 写出诗中向日葵的两种性格？(2 分) 

 

        b) 从上述的诗歌中，找出一个应用比拟修辞手法的句子?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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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3-17 题题题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阅读下面的文字阅读下面的文字阅读下面的文字，，，，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

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

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

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欲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

条交映，有时见日。 

                            吴均《与朱元思书》 

 

13  试说明从自富阳至桐庐的景色。(2 分) 

 

14  作者如何描绘水的奇异之处？(6 分) 

 

15  作者通过“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表达的积极思   

      想？(3 分) 

 

16“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  

     将上面句子译为白话。(4 分) 

 

17“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欲忘反。” 

     将上面句子译为白话。(4 分) 

 

 

第第第第 18-19 题题题题    

阅读下面的阅读下面的阅读下面的阅读下面的宋词宋词宋词宋词，，，，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 

 

忆昔西池池上饮，年年多少欢娱，别来不寄一行书。寻常相见了，犹道

不如初。 

安稳锦屏今夜梦，月明好渡江湖。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

落花无？ 

晁冲之《临江仙》     

18．作者希望梦见什么? (2 分) 

 

19．a) 文中哪一句隐喻一班在仕途中受到挫折的朋友？(2 分) 

 

         b) 这阕词主要表现了作者的那一种心情?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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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名句精华名句精华名句精华名句精华   

 [10 分分分分] 

 

第第第第 20-22题题题题  

回答下面有关名句的问题回答下面有关名句的问题回答下面有关名句的问题回答下面有关名句的问题。。。。 

 

20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a） 完成上面的名句的出处。(2 分) 

 

b） 这个名句反映出怎样的学习态度？(2 分) 

                

21   

    

     

      写出一个可以配合上面情况的名句的名句。(3 分) 

 

22 写出下面名句的含义。（任选一题）  (3 分) 

a） 欲胜人者，必先自胜； 欲论人者，必先自论。 

 

b）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KERTAS SOALAN TAMAT 

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医圣忧国

忧民，为国为民贡献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