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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2    华文写作与理解统一教材 (小测验) 

姓名：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分数：______________ 

 

一、 把正确的字写在括号里（10 分） 

 

1.海边的泥（吵     炒     沙  ）又白又干净。                         

2.他的家着火了，他连忙（逃   跳    挑）了出来。                         

3.上课时，我们要（往  住  注）意老师的讲解。                            

4.爸爸把书本收（近  进  讲）橱里。                                                

5.妈妈说，做（玩   完   顽）功课才可以去玩。                              

6.姐姐说：“小白（免   兔   冤 ）最喜欢吃红萝卜。”          

7.今天妈妈买了我最喜欢吃的（请    情   青）菜和鱼肉。         

8.哥哥吃起饭来很（乡  相   香），从来不用妈妈劝。          

9.老爷爷说这棵大树有五百年了。它的（很   狠   根）很深。      

10.小明去看牙医，牙医把小明的坏牙（拔   拨   泼）掉了。        

 

二、 根据拼音填写词语（10 分） 

1.爸爸买了一辆新（qì    chē）                。 

2.河面上有一座大（tiě  qiáo）                。 

3.妈妈的脸上常常带着（xiào  róng）                。 

4.妈妈答应带我去（wài   pó）                的家。 

5.我们要站起来（huí  dá）                老师的话。 

6.我在动物园里看见了一只大（lǎo hǔ）                。    

7. 太阳               （xiàng）一个巨大的火球，带给我们无尽的光和热。   

8.  我最喜欢奶奶煮的（ròu tāng）                   和（dòu fu）                。 

9．一阵风吹过，好多（yè  zi）               掉了下来。 

10.  弟弟在足球比赛时，（yòng lì）               地把球踢进了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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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请把正确的词语写在括号里（10 分） 
 

1.哥哥和弟弟时常（吵吵闹闹  相亲相爱   干干净净），使妈妈很生气。（         ） 

2.我们写信（时候        问候       等候 ）住在远方的奶奶。        （         ） 

3.同学有困难，我们（还要       真是       应该 ）帮忙。           （         ） 

4.过马路的（时间       时钟       时候 ）一定要小心车辆。        （         ） 

5.风儿（ 1.远远   2.轻轻  3.重重 ）地吹着，树上的叶子都掉了下来。（         ） 

 

四、 词语搭配（10 分） 

 

 

 

1．样子（         ）      2. （           ）醒来     3.（            ）雨打 

4.   阳光（          ）    5.   行走（            ） 

 

五、 填写标点符号（5 分） 

1.爸爸说(          )“你长了，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2.妈妈买的花好漂亮啊  (          ) 

3.请问这把雨伞是你的吗   (          ) 

4.新年到，真热闹，人人见面都说声：(          ) 新年快乐！ (          )  

5.妹妹选了很久(          )才买到她想要的笔。 

                

六、 组词成句（10 分）（把下面各题的词语组成合理的句子） 

 

1．海上       大浪       起了       和       大风 

 

海上 

 

2.听说       前       一个       伯伯       月       生病了 

 

听说     

 

3.我们       做       坏蛋       不要       朋友       跟  

 

明亮      睡觉     难看     梦中      灿烂     方便       

风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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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4.弟弟       电脑       学会       游戏了       玩 

 

弟弟 

5.我       写信       外婆了       好久       给       没有  

 

我 

 

七、 短文填空（10 分）（请从表中选出适当的词语，填进括号里。） 
 

 

在家里，小爱虽然年纪最小，但是却很有本事。1.（            ）脏了自己洗，

每天会自己 2. （            ）功课，做完功课后，自己会收拾书包，从来 3. 

（            ）妈妈操心。 

当她看见妈妈在打扫屋子时，也会主动帮忙，妈妈在 4. （            ）里忙

着做饭时，她也会去帮忙洗菜、切肉。 

在学校里，小爱也是个能干的好学生。不但功课好，又肯帮助同学，大家都喜

欢她。一天，同学们对老师说：“小爱能干极了，不如我们选她当班长。”老师听了，

说：“这真是个好 5. （            ）。” 

 

八、 阅读理解（10 分）（仔细阅读短文，找出正确答案，把代表它的数字填写在括号里） 

 

今天有华文听写。周老师一走进教室，就叫同学们拿出听写本子，放在桌子上。

小洁在书包里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到听写本子，只好举起手，然后站起来对老师说：

“周老师，对不起，我找不到听写本子。” 

周老师说：“我昨天不是把听写本子发回去给你们，让你们带回家做改正吗？”

小洁说：“是啊！我昨天下午回到家就做改正。刚刚做完，就听见妹妹在房里哭，我

便去陪她玩耍。今天早上，我没收拾好书包就来学校。所以……” 

主意     打扫     厨房     鞋子     温习     不必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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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师听了，对小洁说：“这一次没关系，老师原谅你，但是以后每一次做完功

课，要马上把本子收进书包里。这样，你就不会忘了带来。”小洁说：“是的，老师，

我会记得您的话。” 

 

1．周老师叫同学们拿出什么？    （        ） 

A  华文作业         B  华文课本         C  听写词语         D 听写本子 

 

2．小洁为什么举手？                    （        ） 

A  因为她要告诉老师她要上厕所             B  因为她要告诉老师有同学欺负她 

C  因为她要告诉老师他昨天陪妹妹玩     D  因为她要告诉老师她找不到听写本子 

 

3．小洁为什么找不到听写本子？（        ） 

A  因为她把听写本子放在学校里              B  因为妹妹拿听写本子去玩 

C  因为她忘记把听写本子放进书包          D  因为她把听写本子弄不见了 

 

4．为什么周老师昨天要把听写本子发回去给同学们？（        ） 

A  她要同学们回家学听写                          

B  她要同学们回家改正 

C  她要同学们回家给家长签名                  

D  她要同学们隔天把本子带回学校 

 

5．最后小洁答应周老师什么？（        ） 

A  答应周老师以后好好地照顾妹妹          

B 答应周老师以后不会再陪妹妹玩耍了 

C  答应周老师以后做完功课后马上把书本放进书包里  

D  答应周老师以后一定要记得带听写本  

 

 

 

 



             华语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基地 A place to nurture young talents.  

Zhou’s Academic Studio Pte Lte                                     www.zas.sg 
1 Goldhill Plaza, #03-03 Singapore 308899                           Tel: 65-6252 8920         zhou@zas.sg  

 

九、 理解问答（10 分）（请仔细看下面的短文，然后回答问题） 

一只乌鸦在天空中飞呀飞，感到有点累了，便停在一块黑石上休息。忽然，“黑

石”摇动起来。乌鸦差点儿从上面跌了一下来。 

黑石怎么会动？乌鸦仔细一看，啊，原来是一只乌黑的母猪。乌鸦忍不住笑了：

“哈哈，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黑的东西？……” 

乌鸦的笑声惊动了黑母猪。母猪看到乌鸦笑得直流泪，感到奇怪，便问：“你笑

什么？”乌鸦笑着说：“你为什么长得这么黑？好丑啊！哈哈……” 

黑母猪听了乌鸦的话，看了看乌鸦，也大声地笑了起来。乌鸦奇怪地问：“喂，

你笑什么？” 

“你只看见人家黑，怎么不看看你自己？”母猪说。“难道我比你还要黑吗？”乌

鸦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为什么乌鸦会停在“黑石”上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为什么乌鸦要取笑母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为什么母猪会取笑乌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乌鸦为什么一句话也说不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读完这个故事，你明白了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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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_ 2__华文理解课与写作程统一教材 

看图作文《迟到》 

第一段： 

A:词汇：电视迷     每天    看电视     很晚      睡觉 

 

B:写作方法（人物介绍）小明是个电视迷，每天，他都会看电视看到很晚才

去睡觉。 

 

第二段： 

A：词汇 ：闹钟      随手     闹钟     翻了个身      继续睡觉      

醒来      八点      匆匆忙忙      校服      早餐      三步并作两

步     学校 

 

B：写作方法（ 情景描写）早上闹钟响了，小明随手把闹钟按停了，翻了

个身后又继续睡觉。当小明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八点了。小明匆匆忙忙

换了校服，早餐也没吃，就三步并作两步跑去学校了。 

 

第三段： 

A:词汇：课室     老师    同学们    正在上课    连忙    认错 

B：写作方法（情景描写）来到课室后，老师和同学们正在上课，小明连忙

向老师认错。 

 

第四段： 

A:词汇：这个时候      全班同学      哈哈大笑     老师     拖鞋    

上课    决定    早睡早起 

 

B：写作方法（情景描写       总结）就在这个时候，全班同学都哈哈大

笑起来，老师也看了一下小明，原来小明穿着拖鞋来上课了。经过这件事后，

小明决定早睡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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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___2__ 华文理解与写作课程统一教材 

看图作文：《迟到》听写词语和造句 

 

姓名：_______  日期：_______   分数：________ 

 

1. 电视迷     diàn    shì    mí 

解释：比喻十分爱看电视的人。 

 

2. 睡   觉    shuì     jiào 

解释：在睡眠状态中休息。 

造句：小明是个电视迷，每天，他都会看电视看到很晚才去睡觉。 

 

3. 闹   钟    nào     zhōng 

解释：是带有闹时装置的钟。 

4. 继续睡觉   jì   xù   shuì   jiào 

解释：连续，没有停止地睡觉。 

造句：早上闹钟响了，小明随手把闹钟按停了，翻了个身后又继续睡觉。 

 

5.匆匆忙忙   cōng   cōng   máng   máng 

解释：仓促，忙碌。 

6.三步并作两步    sān   bù   bìng   zuò   liǎng   bù 

解释：比喻走路非常快。 

造句：小明匆匆忙忙换了校服，早餐也没吃，就三步并作两步跑去学校了。 

 

7.正在上课       zhèng   zài   shàng   kè  

解释：（1）老师在学校里正在讲课；（2）学生正在听老师讲课。 

造句：来到课室后，老师和同学们正在上课，小明连忙向老师认错。 

 

8.哈哈大笑      hā   hā   dà   xiào  

解释：形容开怀的大笑起来。形容非常开心。 

造句：就在这个时候，全班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老师也看了一下小明，原

来小明穿着拖鞋来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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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早睡早起：    zǎo   shuì   zǎo   qǐ 

解释：很早睡觉，很早起床。 

造句：经过这件事后，小明决定早睡早起。 

 

 

 

注：请老师提醒学生下周听写今天所学过的词汇和默写以下的句子。 

 

默写： 

1. 姐姐火冒三丈地把小华责骂了一顿，小华听了姐姐的话，惭愧地低下了

头。 

2. 小明匆匆忙忙换了校服，早餐也没吃，就三步并作两步跑去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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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4  华文写作与理解课程统一教材 
 

姓名：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   分数：___________ 
 

一、语文应用 

1. 弟弟在周老师的教导下，成绩进步了。                  (      ) 

（1）zhào dǎo    (2) jiào dǎo    (3) jiāo dǎo    (4) jiào dáo   
 

2.妹妹穿的裙子，颜色和式样都很漂亮。                   （     ） 

（1）qióng zi   (2)qóng zi      (3)qún zi       (4)qún zī 
 

3.听到姐姐要帮忙洗碗，妈妈脸上露出了笑容。             （     ） 

（1） lòu chū    (2)lòu  cū      (3)lù cū        (4)lù  chū 
 

4.哥哥最喜欢收_______世界各地的钱币。                 (      ) 

（1）及          (2) 急           (3) 集           (4) 级 
 

5.弟弟很懒，从来都不会主动收_______房间。            （      ） 

（1）哈       （2）恰           （3）洽         （4）拾 
 

6.肥皂泡一碰到东西，就会马上_______失。               （     ） 

（1）逍          （2）消           （3）稍        （4）悄 
 

7.我正想约你去图书馆，你________就出现了。              (      ) 

(1)自然        (2)然后          (3) 后来          (4) 刚巧 
 

8.只要大家_______帮助，很快就可以把工作做完。         （      ） 

（1）互助     （2）相对        （3）互相         （4）相处 
 

9.妈妈是伟大的，即使自己吃不饱，也不让孩子们_______。 （      ） 

（1）苦闷      （2）悲伤       （3）受苦         （4）忍受 
 

10. _______不断的努力，_______会看到成绩。            （     ） 

（1）为了 … 便                  （2）只有 … 才 

（3）只要 … 却                  （4）也许 … 一定 
 

11.一听到妈妈说假期带我们去韩国看雪景，我们都高兴得_______。（       ） 

（1）指手画脚                    （2）手舞足蹈    

（2） 鸡手鸭脚                    （4）手忙脚乱 
 

12.我以为你是一个好学生，_______。                     (      ) 

(1) 没想到你竟然偷改分数            (2) 所以你一定得不到高分                  

(3) 因为你上学天天迟到             (4) 果然在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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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______________，渐渐远离了我的视线。             （       ） 

（1）船儿准备远航 

（2）船儿准备开动了 

（3）船儿在水面上航行 

（4）船儿在水面上翻滚 
 

14.以下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                            (      ) 

(1)水是宝贵的，我们要好好珍藏。      (2) 他一直把心事珍藏起来，不告诉我们。 

(3) 爸爸把珍藏的画拿出来给大家欣赏。 (4) 这些美丽的风景，令大家珍藏不已。 
 

15.以下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                            (      ) 

(1) 我们竟然等了这么久，就再等一会儿吧。          

(2) 你真大胆，竟然摔坏了妈妈心爱的花瓶。 

(3) 你不要生气，他竟然会向你说对不起。  

(4) 小美竟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什么都知道了。 

 

二、短文填充 

告诉     动听      骄傲      灵机一动       美丽   赞美     迅速    一言不

发 
 

狐狸从树林里出来找食物，看见小公鸡在屋外唱歌，很想把它捉来吃。于是，它

对小公鸡说：“小公鸡，你的歌声真 1._________啊！如果你闭上眼睛唱歌，一定会更

好听的。” 

小公鸡听了狐狸的 2._________ ，心里很高兴，真的闭上眼睛，高声地唱起歌来。 

狐狸马上跳上前，咬住小公鸡 3._________ 地奔向树林里。 

小公鸡的主人看见狐狸把小公鸡捉走了，立刻放出猎狗去追。小公鸡心里想：我

一定要想个办法逃脱。它 4._________ ，对狐狸说：“狐狸大哥，你应该 5._________ 

我的主人，我们是朋友，他就不会再追你了。”狐狸一听，觉得小公鸡说得很有道理，

于是转身要对小公鸡的主人说话。当它把嘴巴一张开，小公鸡就乘机逃脱了，猎狗跑

上去，一口咬住了狐狸。 

 

三、完成对话 

(1)那我们现在找一找吧 

(2)是不是我们在海边拍的照片 

(3)原来照片在我妹妹那里                       

(4)我忘了寄出去 

(5)你的照片放在哪儿 

(6)我三天前就已经寄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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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丁丁，我寄给你的照片，你收到了吗？   

丁丁：照片？哦，      Q1  ？我没有收到啊！ 

小文：真奇怪，     Q2 

丁丁：你等一下，我去问妹妹。（丁丁走开一会儿后又回来） 

丁丁：我已经问了我妹妹，       Q3  

小文：是不是她忘了给你？ 

丁丁： 是啊！      Q4 

小文： 没关系！找到就好。 

丁丁： 对了，    Q5 

小文：是吗？谢谢你的夸奖。    

 

Q1(           ) 

Q2(           )  

 

 

Q3(           )  

 

Q4(           ) 

  

Q5(           ) 

 

四、阅读理解（A 组） 

李白幼时不喜欢读书，他觉得书里的内容十分难懂，于是他常常逃学，不肯努力

学习。这件事情让李白的父母头痛不已。 

有一次，他出去玩的时候，看见一

个老婆婆蹲（dūn）在河边。老婆婆正在

专注（concentrate）地磨着一根铁棒（a 

thick iron bar），连李白在她旁边蹲

下，她也没有察觉（chá jué）。李白好

奇地问：“老婆婆，你在做什么呀？” 

“磨针！（abrading a needle）”

老婆婆头也不抬地答道，仍然专心地磨

针。李白心想：老婆婆手里拿着的是铁

棒，怎么可能是针呢？李白再问：“可

(7)你的照片拍得真好                         

(8)她把照片放在书桌上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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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磨的明明是一根粗的铁棒啊！”老婆婆一边磨，一边说：“我就是要把这根铁棒

磨成细小的针。”李白还是不明白，于是，他继续问：“这么粗的铁棒能磨成针吗？” 

这时候老婆婆才抬起头来，对李白说：“没错，这铁棒又粗又大，要是磨成针是 

很困难的。可是我每天不停地磨呀磨，总有一天，我会把它磨成针的。孩子，只要功

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啊！” 

李白听了老婆婆的话后十分感动。他心想：做事只要有恒心（héng xīn 

perseverance），不管多困难，什么事都能完成的。读书也是这样，一定要坚持下去，

有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别人，慢慢地，一定会弄懂的。 

从那天起，李白努力学习，终于成为一名著名的大诗人（poet）。 

1. 根据词语在文中的意思，用自己的话各造一个句子。（4分） 

a. 专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恒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李白的父母为什么事情而感到头痛不已？ (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根据文章内容，把内容填在下面的表格里。(4 分) 

 看到老婆婆磨针前 看到老婆婆磨针后 

李白读书的态度变化   

 

4.从文章哪里可以看出老婆婆磨针时非常专注？（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听了老婆婆的话后，李白明白了什么道理？（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一个人做事没有恒心，会有什么后果？你读了这篇文章后，有什么感想？（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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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起得特别早，像往常一样，我拿着菜篮去巴刹帮妈妈

买菜。 

到了巴刹，我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我来到一个卖鱼的摊位前，我想：买一条新鲜

的鱼回家给妈妈吃，她一定会很高兴。我站在一边，让先到的人先买，顺便听听鱼价。

突然，一条大黑鱼跳出了鱼摊，在我脚边滚（gǔn）动。卖鱼阿姨正在与顾客讲价钱，

没有留意到。我想也没想，立刻弯下腰，抓住鱼，放进菜篮里，然后慌慌张张地挤出

了人群。这时，我心跳得很快，快要透不过气来了。我赶紧来到卖小白菜的摊位前，

匆匆买了一些小白菜把鱼遮（zhē）住。 

我一进家门，妈妈向篮子里瞧了一眼。看见那条大黑鱼，妈妈高兴地说：“哇！

买到一条这么新鲜的大黑鱼啊！”我把剩余（shèng yú）的钱交妈妈，妈妈惊奇地问

我：“买了这么大一条鱼，怎么还会剩这么多钱？”于是，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

一十地告诉妈妈，谁知妈妈听了以后，不但没有夸奖我，反而语重心长对我说：“做

人一定要诚实，决不可以贪小便宜。”说完还要我赶快把鱼送回去给摊主。 

我又来到巴刹，看见卖鱼的阿姨正忙着收摊子。我走过去，抓起篮子里的鱼，赶

紧把它放在鱼摊上，然后一溜烟地跑了。当时的我简直像一个逃犯似的，对自己贪小

便宜的行为感到十分后悔，我一边跑，一边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能犯这种错误了。 

 

1. 文中形容“贪图小的利益，好处”的词语是: _______________ （2分） 

2. 文中形容“言辞恳切，有分量，情意深长”的词语是: _______________ （2 分） 

3. 为什么作者到了巴刹不立刻买鱼？（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从文章哪里可以看出作者“捡到”鱼后很不安？（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妈妈知道真相后，有什么反应？为什么她要作者把鱼还给卖鱼阿姨？（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你认为作者是一个怎样的孩子？试举一个例子说明。(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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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_5___华文理解与写作统一教材 
 

姓名：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分数：______________ 
 

一、 语文应用（把正确的号码填写在括号里）（26 分） 
 

1. 王强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悲伤地留下眼泪。（          ） 

（1）bēi shān      (2) biē shāng    (3) bēi sāng     (4) bēi shāng 
 

2. 我坐在钢琴前，弹奏了一首美妙动听的乐曲。（          ） 

（1）gàng qíng     (2) gàng qín       (3) gāng jín    (4) gāng qín 
 

3. 你别看不起穷人，他可有志气呢！  （          ） 

（1）qún rén       (2) qiōng rén      (3) qióng rén   (4) qióng réng 
 

4.  明华那_________自以为是的样子，真令人反感。（          ） 

（1）副          (2)福           (3)幅           (4)富 
 

5.  他对吃一向很讲究，没想到竟然会落到饥不________食的地步。（          ） 

（1）折         (2)则           (3)泽            (4)择 
 

6.  陈老板付的工资太低了，_________他不会接受这份工作。（          ） 

（1）终于       (2)总是         (3)恐怕          (4)然而 
 

7.  雪地上，留下了雪橇划过的_________。（          ） 

（1）奇迹       (2) 痕迹        (3)行迹          (4)足迹 
 

8. 这些服饰别具一格，充满了_________的民族色彩。    （         ） 

   （1）深厚      （2）忠厚       （3）浓厚        （4）浓重 
 

9. 为了钱财纠纷，他们两人_________了。 

   （1）抱怨      （2）结怨       （3）怨恨       （4）怨言 
 

10.    ___________________，还是无法完成工作。（          ） 

（1）即使没有人卖力工作          (2)尽管工人日夜赶工              

（3）虽然交通四通八达            (4)如果大家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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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他们是双胞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所以能够万众一心              (2)所以很喜欢模仿对方             

（3）所以非常容易分辨出来          (4)所以长得非常相像 
 

12. 以下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     ） 

（1）哥哥读了这篇文章，感恩得流下了眼泪。 

（2）他在这个乡村长大，对这儿有深厚的感恩。              

（3）父母劳心劳力地培养我们，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 

 (4) 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伸出了援手，我很感恩他。 

 

13. 以下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     ） 

（1）爸爸每天为了工作早出晚归，从不抱怨。 

（2）他有远大的理想，是个很有抱怨的年青人。              

（3）王叔叔为了养活一家六口，不得不抱怨。 

 (4) 小明对小东很不满，准备一有机会就抱怨。 

 

二、短文填充（把词语填写在横线上）（10 分） 
 

理睬   仍然    分散    试探    高明    试验    杰出    动摇    理想    
 

几十年前，波兰有个叫玛妮雅的小女孩。她学习十分认真，非常专心。不管周围

怎么吵闹，都 Q14_____________不了她的注意力。 

一次，玛妮雅在做功课，淘气的姐姐和同学故意在她面前玩闹，玛妮雅完全不

Q15_________她们。 

又有一次，姐姐和同学想 Q16___________玛妮雅,悄悄地在她的椅背后搭起了几

张椅子。只要玛妮雅轻轻一动，椅子就会倒下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玛妮雅读

完了一本故事书，那些椅子 Q17_____________完好地立在那里。 

玛妮雅长大后，成为了一名 Q18___________的科学家，她就是—居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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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对话 （10分） 

  

 

小光：我再也不练篮球了！______Q19____                             （    ） 

妈妈：你昨天不是说要多练习，参加青年奥运会，拿个奖杯为学校争光吗？ 

小光：就算我再努力，______Q20_____                          ___   （    ） 

妈妈：为什么这么说呢？ 

小光：那个新来的教练每天只让我练习基本动作，不让我碰球，怎么可能参加青年奥

运会，______Q21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 

妈妈：记得爸爸曾经跟你说过，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事情都要从基础做起。 

小光：这么说来，是我错怪了新教练。 

妈妈：你这么说就对了，______Q22______                             （    ） 

小光：我明白了！基础重要，耐心也同样重要，______Q23______         （    ） 

 

四、阅读理解 (A 组) （6 分） 

                             你是否觉得自己有音乐细胞？ 

 

想不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弹奏钢琴 ? 

周老师音乐学院                                    

 学生组---10 堂课 100 元，每周三次。（小学至初院/高中，不包括大学） 

 成人组---10 堂课 200 元, 每周两次。(乐龄人士可享有成人半价优惠，只限本月

报名。) 

  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电话询问详情：62628920  或电邮 tianyue@piano.com.sg                                  

                                                             

(1) 也不可能夺冠 

(2) 愿望无法实现了 

(3) 永远夺不到奖杯 

(4) 更别说为校争光了 

(5) 应该多练习基本动作 

(6) 我一定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 

(7) 我的手脚都快要断掉，累死人 

（8）每天都去图书馆温习功课 

2012 年 11 月 15 日         

钢琴速成班 

mailto:或电邮tianyue@piano.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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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4.钢琴速成班为哪些人开办？                               （        ） 

（1） 小学生、中学生、初院生 

（2） 小学生、中学生、初院生、成人 

（3） 小学生、中学生、初院生、大学生 

（4） 小学生、中学生、初院生、乐龄人士 
 

Q25.小刚的爷爷在圣诞节那天看到了这个广告，为什么他会失望呢？（       ） 

（1） 因为他没有时间 

（2） 因为他付不起学费 

（3） 因为他有太多的疑问 

（4） 因为他得不到半价优惠 
 

Q26.如果小强和妈妈要报名，必须付多少钱？                   （       ） 

（1）10堂课 400 元 

（2）10堂课 300 元 

（3）10堂课 200 元 

（4）10堂课 100 元 

 

理解问答（B 组）（每题各 2分） 

 

勤奋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古人苏秦常常苦读到深夜，有时累得睁不开眼睛，便用尖利的东西刺自己的大腿；

孙敬也是一个刻苦学习的人。他看书常常看到深夜，为了避免睡着，于是他用绳子将

头发绑在屋梁上。后来，他们都成了有学问的人。 

可是，在物质生活日渐丰富的今天，许多年轻人早已忘了勤奋刻苦的美德。他们

不思学习，不思进步，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他们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怎样享

乐。 

曾经有人做过调查，发现那些不良青年从小追求享乐，缺少勤奋刻苦的品质。他

们当中有许多人其实并不笨，但是，由于不肯吃苦，好吃懒做，使得他们学习没有进

展，变得一无所长。 

现在，一些学生的华文成绩不好，家长往往归罪于教材太难，时间又不足，而忽

视了孩子本身的学习态度，其实不肯勤奋学习才是主因。 

 

Q27.你认为下面哪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      ） 

(1)为学习而终日不睡觉。 

(2)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 

(3)苏秦用尖物刺大腿的方法。 

(4)孙敬用绳子绑头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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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8.为什么有许多青年不勤奋学习？                    （      ） 

(1)他们游手好闲。 

(2)时代已经进步了。 

(3)物质生活丰富。 

(4)个个天生聪明。 
 

 

Q29.青年们从小贪图享受，怕吃苦会有什么结果？        （      ） 

(1)长大了智力不好。 

(2)没有一点儿专长。 

(3)会变得非常聪明。 

(4)成绩会一落千丈。 
 

 

Q30.造成学生的华文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 

(1)学习态度问题。 

(2)学习时间不够。 

(3)家长怪教材难。 

(4)生活非常幸福。 

 

（C 组） 
 

    一匹骏马在湖边饮水，一条鲤鱼在湖里吹气泡，一只雄鹰在湖面上空盘旋。 

雄鹰一会儿冲上天，一会儿滑翔（huá xiáng  【glide】）下来，不屑一顾（bù xiè 

yī gù ）地对骏马和鲤鱼说：“天空广阔无比，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是多么快活！” 

骏马不甘示弱，绕着湖边转了一圈，说：“我可以日行千里，在沙场上奔跑，又

可以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轻松地散步，我的生活其乐无穷。” 

鲤鱼一会儿钻进水里，一会儿浮上水面，摇头摆尾地说：“瞧（qiáo），我住的

水晶宫，既安全又舒适，谁能跟我比？” 

它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争论不休。一只天鹅飞来了。它笑了笑对大家说：

“我习惯在天空中飞翔，也常在陆地上散步，或在水中游泳……，这些地方都不错。

我们都用各自的方式在自己适应的环境中生活，何必跟别人比较呢？” 

听了天鹅的话，雄鹰猛地钻进了云彩，骏马红着脸跑开了，鲤鱼则一下子躲到水

底去了…… 
 

 

1.从文中找出表达下列意思的词语，然后把它们写在横线上。 （4分） 

（a） 舒服安闲：________________   (b)不甘心表示比别人差：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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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雄鹰、骏马、鲤鱼为了什么事争论不休？（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说说三种动物的生活方式是什么？（6 分） 

雄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骏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鲤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你赞同天鹅的见解吗？为什么？（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组)  

 

比尔.盖茨是美国微软电脑公司的总裁。他之所以能取得非常大的成就，是因为他

从小就立下了一个志愿---要做顶天立地的橡树。 

比尔。盖茨上小学时，一本《世界百科全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了。他钻到爸

爸的书房里，看不懂法律方面的书，就看起名人传记来，著名的科学家富兰克林、政

治家罗斯福、军事家拿破仑以及大发明家爱迪生等人的传记，他都看。 

“我的孩子，你为什么喜欢这些人物传记呢？”老盖茨摸着儿子的头，非常温和

地问。 

“为了思考。” 

“为了思考？” 

“对，为了思考。这些伟大人物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我要反复研究他们是如何

思考的，这样就能找出这些人取得伟大成句的原因 。” 

见儿子小小年纪就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思想已经走在年龄的前头，老盖茨是既

吃惊又高兴。一有机会，老盖茨就给孩子买各种书籍。比尔盖茨高兴极了，他在自己

的小房间里搭建了一个小书架，把书分门别类，还编上序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书

架上的书越来越多，有历史人物传记，有法律、商业方面的书，还有文学作品等等。 

一天，比尔盖茨的同学来他家做客，发现比尔盖茨在看这些书，禁不住好奇地问：

“你怎么买这么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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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可以学到好多好多东西。只有多读书，才能使自己变得与众不同。” 

“干嘛要与众不同？和别人一样生活不好吗？就像草原上的小草一样。” 

“与其做一株小草，还不如做一棵橡树，因为小草千篇一律，毫无个性，而橡树

高大挺拔，顶天立地。”比尔盖茨坚定的说。 

 

1. 请在文中找出表达下列意思的词语，填在横线上。(4 分) 

（1）一遍又一遍  ________________ 

（2）跟大家不一样   ____________________ 

 

2．“思想已经走在年龄的前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比尔盖茨认为阅读有什么好处？（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根据文章内容，把答案写在表格里。(4 分) 

 

比尔盖茨 值得学习的地方 

a.兴趣： 

 
 

b.成就： 

 
 

5.这篇短文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你从中学到了什么？（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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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华文学生) 

 

五、文章划线的词语是运用不当的词语，括号里的字是错别字，请你把它们都改正过

来。 （10 分） 

    今天，我被同学们选为“本月最佳学生”，心里十分 Q29（偷）快。 

    晚餐后，我和妈妈一起去散步。路上，我看见一个跛（bǒ）脚的中年人一拐一拐

地走着，觉得很好笑，就对妈妈说：“妈妈，你看那个人，真好笑！”说完，我还学

那个人走路的 Q30（摸）样。不料，妈妈沉默了片刻，问道：“这是最佳学生应有的

Q31 行动吗？”听了妈妈的责备，我知道自己错了。妈妈又说：“残废是很不幸的事，

你却嘲笑他，他不是更难过吗？” 

    妈妈 Q32 严重的批评使我很惭愧。看到自己的不足，我暗暗下定了 Q33 (觉)心，

要处处关心、爱护与帮助有需要的人。 

Q29._______   Q30. _______    Q31. _______    Q32. _______   Q33.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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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__5__华文理解与写作课程统一教材 

    看图作文：《一件令人感动的事》 

 

第一段： 华文课   测验的卷子   沾沾自喜   买礼物   奖励     

写作技巧：（情景开头法   心理描写）：今天上华文课的时候，老

师把华文年中测验的卷子发给了大家。我考到了 90 分，不禁沾沾

自喜，心想：妈妈知道了，一定会买礼物奖励我的。 

 

 

第二段： 脱缰的野马    纷纷   冲出校门    无意中   小明 

哭   握着  一份卷子   关心   诉说   成绩很差    很伤心   

惊讶   养家糊口   工厂   熟食摊    打工   劳累过度   热油 

烫伤   双脚   医院   两个月 

写作技巧：（情景描写    语言描写）下课了，同学们像脱缰的野

马，纷纷冲出校门。可是，我无意中看见小明坐在石凳上哭，手里

还握着一份卷子。我和国华关心地走过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小

明向我们诉说，这次的测验，他的成绩很差，只得了 20 分。如果

他的爸爸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我也很惊讶，便问他：小明，你

平时的成绩一直很不错，怎么这次会考得这么差呢？小明一边哭，

一边解释：“你们不知道，为了养家糊口，我的爸爸同时做两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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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白天他在厂里工作，晚上在熟食摊帮忙。两个月前，因为劳累

过度，他在熟食摊帮忙时，不小心被热油烫伤了双脚，结果在医院

里休息了两个月。” 

 

 

第三段：秘密   照顾   偷偷   接替   熟食摊   工作   赚点钱 

补贴家用    很迟才回家   无精打采    打瞌睡   一落千丈 

写作技巧（情景描写）小明还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他除了经常去照

顾生病的爸爸，还偷偷地接替了爸爸在熟食摊的工作，赚点钱来补

贴家用。由于他每天工作到很迟才回家，所以第二天上课时就无精

打采，常常打瞌睡，成绩也一落千丈。 

 

第四段：跑去   告诉老师    恍然大悟   拜访  鼓励  好好安排 

时间   遇到  困难   找老师   感动   接受  好意  勇敢面对 

写作技巧（细节描写    动作描写）我和国华不知道应该怎么帮助

小明，于是就跑去告诉老师。老师此时才恍然大悟。过后，老师和

班上的几个同学，买了一些水果去拜访小明的父亲。老师也鼓励小

明要好好安排时间。如果有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老师。小明和

爸爸非常感动，他们不但接受了老师的好意，也答应老师一定会勇

敢地面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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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__5___华文理解与写作课程统一教材 

看图作文：《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听写词语和造句 

姓名：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分数：__________ 

 

1.沾沾自喜  zhān zhān zì xǐ 

解释：形容自以为好而洋洋得意的样子 

2.奖  励   jiǎng lì 

解释：奖赏勉励 

造句：今天上华文课的时候，老师把华文年中测验的卷子发给了大家。我考

到了 90 分，不禁沾沾自喜，心想：妈妈知道了，一定会买礼物奖励我的。 

 

3. 脱缰的野马   tuō   jiāng  de  yĕ   mă 
解释：缰：缰绳（halter），脱了缰绳的野马。比喻脱离羁绊的人或失去了

控制的事物。 

造句：下课了，同学们像脱缰的野马，纷纷冲出校门。 

 

4.惊  讶   jīng yà 

解释：惊异;惊奇 

5. 养家糊口  yǎng jiā hú kǒu 

解释：谓勉强养活家人，使不饿肚。 

造句：我也很惊讶，便问他：小明，你平时的成绩一直很不错，怎么这次会

考得这么差呢？小明一边哭，一边解释：“你们不知道，为了养家糊口，我

的爸爸同时做两份工作。 

 

6.劳累过度   láo lèi guò dù 
解释：长时间的过度劳累； 过度：超过限度 

造句：白天他在厂里工作，晚上在熟食摊帮忙。两个月前，因为劳累过度，

他在熟食摊帮忙时，不小心被热油烫伤了双脚，结果在医院里休息了两个

月。” 
 
 



             华语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基地 A place to nurture young talents.  

Zhou’s Academic Studio Pte Lte                                     www.zas.sg 
1 Goldhill Plaza, #03-03 Singapore 308899                           Tel: 65-6252 8920         zhou@zas.sg  

7.补贴家用  bǔ tiē jiā yòng 

解释：亦作“ 补帖 ”。 家用：家庭的开销 

造句：小明还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他除了经常去照顾生病的爸爸，还偷偷地

接替了爸爸在熟食摊的工作，赚点钱来补贴家用。 
 

8.无精打采  wú jīng dǎ cǎi 

解释：形容不高兴 、不振作、没有神采 

9. 一落千丈  yī luò qiān zhàng 

解释：suffer a great fall; 原形容琴声由高而低突然变化。现作下降得很利害, 

用来形容声誉、地位或经济状况急剧下降。 

造句：由于他每天工作到很迟才回家，所以第二天上课时就无精打采，常常

打瞌睡，成绩也一落千丈。 

 

10.恍然大悟  huǎng rán dà wù 

解释：突然醒悟过来了 

造句：我和国华不知道应该怎么帮助小明，于是就跑去告诉老师。老师此时

才恍然大悟。 

 

11.勇  敢  yǒng gǎn 

解释：有勇气，有胆量 

造句：过后，老师和班上的几个同学，买了一些水果去拜访小明的父亲。老

师也鼓励小明要好好安排时间。如果有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老师。小明

和爸爸非常感动，他们不但接受了老师的好意，也答应老师一定会勇敢地面

对问题。 

 

默写句子： 

1. 我考到了 90 分，不禁沾沾自喜。 

2. 下课了，同学们像脱缰的野马，纷纷冲出校门。 

3. 赚点钱来补贴家用。 

4. 由于他每天工作到很迟才回家，所以第二天上课时就无精打采，常常打

瞌睡，成绩也一落千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