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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博爱的博爱的博爱的博乐语文学校乐语文学校乐语文学校乐语文学校 2012012012012222 年年年年 SSSSA2A2A2A2 模拟考试卷模拟考试卷模拟考试卷模拟考试卷    

 

               

 

 

 

     

         姓名:  __________              日期: ____月____日 

     老师: ___________    
考试卷项目 单项分数 学生得分 

1 语文应用 10 题 20 分  

2 短文填空 6 题 12 分  

3 阅读理解（一） 7 题 14 分  

4 完成对话 5 题 10 分  

5 阅读理解（二） 13 题 34 分  

   

   

   

总分 90 分  

 

 

 

 

    

P5P5P5P5 小学华文小学华文小学华文小学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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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语文应用语文应用语文应用语文应用（（（（11110000 题题题题 20202020 分分分分））））    

Q1-Q2 请选出划线词语的汉语拼音。 

 

QQQQ1111    他为人他为人他为人他为人诚恳诚恳诚恳诚恳，，，，是个不可多得的好青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青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青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青年。。。。………………………………………………………………( ( ( (                         ))))    

          (1) chéng  kěn                                                (2) chén kēng                   
         (3) chéng kēng                                             (4) chén kěn   
QQQQ2222 为了庆祝为了庆祝为了庆祝为了庆祝爸爸的生日爸爸的生日爸爸的生日爸爸的生日，，，，我们在餐馆吃了我们在餐馆吃了我们在餐馆吃了我们在餐馆吃了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丰盛丰盛丰盛丰盛的晚餐的晚餐的晚餐的晚餐。。。。(    (    (    (        ))))    

          (1)  fāng  shēng                                             (2)  fēng sēng   
          (3)  fēng shèng                                              (4)  fāng shèn   
    
Q3-Q10 从所提供的选项中选出正确答案。 

QQQQ3333 老师叫同学们站起来老师叫同学们站起来老师叫同学们站起来老师叫同学们站起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流读一段课文流读一段课文流读一段课文流读一段课文。。。。…………………………………………（（（（                    ））））    

   (1)轮      (2)伦                            (3)论        (4)仑    

Q4Q4Q4Q4    小明在空闲时小明在空闲时小明在空闲时小明在空闲时，，，，喜欢到喜欢到喜欢到喜欢到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物中心闲逛物中心闲逛物中心闲逛物中心闲逛。。。。        ………………………………( ( ( (                 ))))    

   (1)够      (2)钩                            (3)购        (4)构    

QQQQ5555    一群小孩一群小孩一群小孩一群小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走廊上大喊大叫在走廊上大喊大叫在走廊上大喊大叫在走廊上大喊大叫，，，，简直闹翻了天简直闹翻了天简直闹翻了天简直闹翻了天。。。。(       )(       )(       )(       )    

   (1)使力地    (2)费劲地                    (3)用劲地     (4)使劲地    

    Q6Q6Q6Q6 我我我我____________________在图书馆里看过在图书馆里看过在图书馆里看过在图书馆里看过《《《《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里头有很多字我都看不里头有很多字我都看不里头有很多字我都看不里头有很多字我都看不

懂懂懂懂。。。。    …………………………………………………………………………………………………………………………………………………………………………………………………………………………………………    (     (     (     (         ))))    

   (1)已经      (2)曾经       (3)经过        (4)经理 

Q7Q7Q7Q7 看到丈夫又在玩电脑游戏看到丈夫又在玩电脑游戏看到丈夫又在玩电脑游戏看到丈夫又在玩电脑游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1)她真的十分后悔              (2)她不禁火冒三丈    

   (3)她马上大声争辩              (4)她于是不理不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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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Q8Q8Q8 能代表新加坡参加比赛能代表新加坡参加比赛能代表新加坡参加比赛能代表新加坡参加比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1)我感到很自豪                (2)是惊喜连连的 

(3)必须加倍努力                (4)献上你的祝福 

Q9Q9Q9Q9 以下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以下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以下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以下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        ) (        ) (        ) (        )     

(1)即使你不方便参加这次的聚会，我们也就不勉强了。          

(2)即使你什么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3)即使是最顽皮的学生，都会专心上王老师的课。 

(4)即使你爸爸不让你去，那你还是不要去吧！ 

QQQQ10101010 以下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以下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以下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以下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        ) (        ) (        ) (        )     

(1)如果没有你的鼓励，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2)推销员不断鼓励新产品，希望得到多一些人的支持。 

(3)在我的鼓励下，妈妈学会有事没事就打骂弟弟。 

(4)我鼓励自己每天多玩一些游戏，少做一些功课。 

    

    

二二二二        短文填空短文填空短文填空短文填空（（（（6666 题题题题 12121212 分分分分））））    

       根据短文的内容和上下文的意思，从括号选出适当的词语，然后把代

表它的数字填写在括号里。 

 

                一天富翁看见一个沿街乞

 qǐ 
讨

 tǎo 
的人很可怜，便决定帮助他。富翁

对乞

 qǐ 
丐

 gài 
说：“我晚上要举办一场 Q11_______（1.盛大   2.丰盛  

 3.盛开   4.盛满）的宴会，你来帮忙吧！”乞丐觉得这是天大的

好事，Q12_______（1.痛苦   2.心痛   3.痛快   4.很痛）地答应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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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丐随富翁回到家，看见富丽堂皇的客厅到处摆放着

Q13_______（1.珍惜     2.珍贵    3.真正    4.贵重）的古董，

十分羡慕，心想：我何时才能 Q14_______（1.持有  2.拥有 3.只有  

4.拥抱）这些啊？宴会快要开始了，乞丐和其他人一起帮忙打扫房

子。 

其中一个人问道：“你是谁？是新来的工人吗？”乞丐答道：

“我是临时来帮忙的，宴会结束就离开了。”那人又说：“噢，那

真是可惜。这里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如果你能在这里工作就好

了。”乞丐听了这人的话，一想到离开后，又要回到 Q15_______ 

（1.清凉     2.凉意    3.冷水    4.冰冷）的地方饿肚子，十分

沮

 jǔ 
丧。于是，乞丐再也无心干活了，别人都在紧张地工作，而他总

是呆坐在一旁。 

    宴会结束后，富翁就将乞丐送回到大街上。富翁

 wú 
无

 nai 
奈地对乞丐

说：“本来我是想留下你的，但看你根本无心工作。”乞丐大吃一

惊，Q16_______（1.后悔     2.悔意    3.愤怒    4.气愤）极

了，心想：要是我当时努力工作就好了，现在就不会回到这里了。 

 

 

Q11 Q12 Q13 Q14 Q15 Q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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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阅读理解阅读理解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一一一一））））    （（（（7777 题题题题 14141414 分分分分））））         

      根据短文的内容和上下文的意思，选出适当的答案写在括号里。 

AAAA 组组组组（（（（Q17Q17Q17Q17----QQQQ20202020））））        

    

 

 

 

 

 

 

 

 

 

 

 

 

 

 

 

 

 

 

 

 

 

 

 

 

 

 

 

Q17 外卖专送以什么服务吸引顾客？………………（       ） 

   （1）家庭美食随传随到        （2）便宜的自助餐服务 

   （3）健康自助餐服务          （4）原银奉还的服务 

 

   永圆健康自助餐服务永圆健康自助餐服务永圆健康自助餐服务永圆健康自助餐服务    

      包您满意包您满意包您满意包您满意，，，，否则否则否则否则原银奉还原银奉还原银奉还原银奉还！ 

 

 

 

 

 

 

 

家庭餐专送服务家庭餐专送服务家庭餐专送服务家庭餐专送服务    

    星期一至五 

 

午餐：12.00p.m.-2p.m 

晚餐：5.00p.m-7p.m 

 

自助餐专送服务自助餐专送服务自助餐专送服务自助餐专送服务    

需两天前预约 

 

 

20202020 天天天天((((三菜一汤或四菜三菜一汤或四菜三菜一汤或四菜三菜一汤或四菜))))    

 

     人数  价钱  

     1 人  ＄128 

     2 人  ＄188 

     3 人  ＄258 

     4 人  ＄298

   

            ����            少盐少盐少盐少盐    
            ����            低胆固醇低胆固醇低胆固醇低胆固醇    
        ����            100100100100％菜油％菜油％菜油％菜油 

永圆自助餐服务永圆自助餐服务永圆自助餐服务永圆自助餐服务    

  大牌 111，＃01－10 

  海鲜路，S777707 

  专送热线：6666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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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 想订购自助餐的人应该怎么做？…………………… （       ） 

（1）网络订购              （2）写信订购 

（3）电话订购              （4）到海鲜路订购 

 

Q19 以下有关家庭餐服务说明哪一项是不正确的？…… （       ） 

（1）星期一到星期五外送     （2）健康营养餐 

（3）需两天前预约          （4）少盐、低胆固醇 

 

Q20 有两名顾客要预订自助餐服务，她们应付多少钱？…（     ） 

     （1）$188    （2）$128    （3）$238    （4）$338 

 

 

BBBB 组组组组        

    

 9 月 22 日是国际无车日，也就是鼓励人们不要驾车的日子。可

是，这个听起来富有意义的日子，却鲜少为人所知。对于一些驾车

者来说，缺乏宣传是原因之一，但有人认为，即使事先知道，要他

们突然放弃驾车也很难。 

不过，本地有一名女子花了一小时，骑着脚车从淡滨尼到市区

上班。开车已 20 年的余月华，今天早上 7 点在友人的鼓励和陪同

下，骑着脚踏车到中央商业区去上班。往常，她只需要 20 分钟的开

车路程，今天，却要花上多两倍的时间才能抵达工作场所。她接受

采访时说：“我很开心因为我可以减少排碳，可以帮地球尽一份

力。” 

根据资料，国际无车日在 1998 年由法国一些年轻人发起，后渐

渐被欧洲各国接受。新加坡的第一个无车日诞生于 2001 年，两年后

扩展成为“绿色交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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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  很少人参与国际无车日，哪一个不是原因？………（      ） 

    （1）缺乏广泛宣传      

    （2）这个节日一点意义也没有 

    （3）要人们突然放弃驾车会很难  

    （4）很多人不知道无车日是哪一天。  
Q22  余月华比平常花了多少时间才到达工作场所？…（       ） 

（1）20 分钟      

（2）30 分钟 

（3）40 分钟 

（4）60 分钟 

 

Q23  以下哪一项是正确的？…………………………（       ） 

（1）国际无车日是印尼先开始的。 

（2）国际无车日不被欧洲各国接受。 

（3）国际无车日可以为地球尽一份力。  

（4）国际无车日鼓励人们骑脚车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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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完成对话完成对话完成对话完成对话（5 题 10 分）    

    从表中选出适当的短句，然后把代表它们的号码填写在下面的对话栏中。 

 

1.我相信考完试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2.不只会使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受影响 

3.整晚在使用电脑和发简讯 

4.家长通常不会注意孩子的睡眠问题 

5．如果情况没有改善 

6．每晚都会醒来几次 

7.有些人一直被睡眠问题困扰着 

8.不然反而会影响到功课和健康  
 

姑姑：你眼圈发黑，没精打采，昨晚没睡好吗！ 

文明：我这个星期都没睡好，Q23______。 

姑姑：考试快来临了，你是不是因为担心紧张才这样呢 ？  

文明：也许是吧。妈妈答应我，如果我考到好成绩，她就带我到日 

      本旅游，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姑姑：尽力就好，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Q24_____。 

文明：有这么严重吗？ 

姑姑：目前已经有足够的研究证明，要是缺乏睡眠，Q25______，他

们也更容易发胖，也容易患病。 

文明：我只是几天没睡好，又不是不能睡觉，Q26______。 

姑姑：好吧，Q27_______。你就一定要告诉妈妈。 

 

 

 

Q24   

(        )   

Q25   

(        )   

Q26   

(        ) 

Q27    

(        ) 

Q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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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阅读理解阅读理解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二二二二））））    （（（（13131313 题题题题 33334444 分分分分））））         

   根据短文的内容和上下文的意思，选出适当的答案写在横线上。 

 

AAAA 组组组组（（（（Q29Q29Q29Q29----Q34Q34Q34Q34））））                            

去年十月，我代表学校参加演讲比赛。一位女生坐在我旁边，

只见她身穿一套白色校服，绑着马尾，脸上居然还有两个腮红。我

不禁觉得这人土里土气的，心里不舒服。她见我在看她，对我淡淡

一笑，我却不理不睬。 

比赛开始了，每当有同学演讲完毕，她都热烈鼓掌，一句话也

不说。“请欢迎聋哑学校的同学上台演讲。”司仪在台上报告。这

时，坐在我身旁的她站起身来，走到台上。啊！原来她是个哑巴，

哼！看来她面对舞台，只能默默叹息。出乎我的意料，她信心十足

地用手语给我们演讲，由她的老师翻译。她虽然不会说话，但她以

表情、动作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她演讲完后，掌声、喝彩声此起彼落，我不禁对这位女生肃然

起敬。回到座位时，她对我微微一笑，我心头一震，对她笑颜以

对。我一向认为聋哑人是就好像不会唱歌的夜莺，可怜又可悲。可

她并没有为此自暴自弃，而是坚强地选择改变命运。我不记得谁说

过：“对于强者来说，困难不可能成为前进的绊脚石。”她以自身

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我时常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思念着这位不知名的同学。虽然

只见过她一面，但她的微笑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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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9.文中形容“自己瞧不起自己，甘于堕落”的词语是：

________(2 分) 

Q30.作者为什么对坐在她旁边的女生印象不好？(2 分) 

 

 

 

Q31.聋哑女生如何对观众“演讲”？她的表现怎样？(2 分) 

 

 

 

Q32.根据文章内容，把答案写在表格里。(4 分) 

 (a)女生在演讲前 (b)女生在演讲后 

作者对聋

哑女生的

印象 

  

 

Q33.“她以自身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Q34.这名聋哑女生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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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组组组组(Q35(Q35(Q35(Q35----Q41Q41Q41Q41))))    

            

    读书长见识，应付将来生活上的需要、各人读书的方法不同，

决定了成绩的好坏；很多人因为方法不适当，所以效果不好。 

    很多人容易犯的毛病是死读书，每天死记硬背，整天捧着书念

个不停，虽然读了很多书，花费了很多时间，但不能活用，不能举

一反三。头脑像一个货仓，堆了很多学问，但无法搬出来应用，一

般人称为“书呆子”。 

    活读书是读书讲求理解，能够活用，能举一反三，学以致用，

将自己所学的，充分地发挥出来。读书要是不能活用，就不能发挥

学问的功能了。 

总之：活读书才是求学的好方法，死读书只会事倍功半，无法

创造伟大的事业，我们平时读书或者准备升学考试都要知道活读书

的方法。 

 

Q35—Q36 从文中找出表达下列意思的词语：(4 分) 

Q35 因使用而消耗掉：_____________ 

Q36 从一件事情推想到许多事情：___________ 

 

Q37 学业成绩的好坏，决定于什么？(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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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8 什么是死读书？(3 分) 

 

 

 

Q39 怎样的人会被称为“书呆子”？(3 分) 

 

 

 

 

Q40 试写出活读书的好处。(3 分) 

 

 

 

 

Q41 死读书会有怎样的后果？(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