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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请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让老年人休闲娱乐丰富些
近年来，许多社区纷纷建起了适合老人们休闲娱乐的活动中心，一些社区还亲切地将
活动中心称为“老年之家”。可是，活动中心也面临着许多难题。
记者曾到一家老年活动中心实地调查。该中心的大部分面积被四张麻将桌所占据。每
张麻将桌周围都坐满了人，而不远处的书报桌则空空荡荡，健身器材无人问津。
记者发现，不少老年活动中心都设置了麻将室。许多中心设施简单，“一个场所、几
张桌椅、几副棋牌”是这些中心的真实写照。不少老年朋友告诉记者，以前他们也常去老
年活动中心，可是那里的项目千篇一律，要么打牌，要么下棋，而且活动室常常有人抽烟，
空气不新鲜。他们担心，在这种环境里活动，不但不能愉悦身心，反而还会有害健康。
其实，老年人活动内容很多，除了读书看报，打牌下棋，还有许多健身活动，如使用
健身器材、打太极拳、打乒乓球、跳舞、唱歌、园艺等等。老年活动中心应多提供和鼓励
这些健身活动，从而使老年人的休闲娱乐起到保健的作用。
Glossary：麻将：má jiàng; mah-j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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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文章中找出与以下词语意思最接近的词语。
例如：不�
不�
回答：有害
有害
(a) 接二连三地

( 第一段 )

[1]

(b) 叫作

( 第一段
一段
段)

[1]

(c) 旁边�

( 第二段
二段
段)

[1]

(d) 描写

( 第三段 )

[1]

(e) 都是一个样子，没有变化�

( 第三段 )

[1]
[总 5 分]

2

用括号中的词语重写下列各句，并保持句子原意。
例如：每张麻将桌周围都坐满了人，而不远处的书报桌则空空荡荡。
每张麻将桌周围都坐满了人，而不远处的书报桌则空空荡荡。
( 可是 )
回答：每张麻将桌周围都坐满了人，可是不远处的书报桌则空空荡荡。
每张麻将桌周围都坐满了人，可是不远处的书报桌则空空荡荡。
(a) 那里的项目千篇一律，要么打牌，要么下棋。
( 不是……�是……
�是……
……)

[2]

(b) 活动室常常有人抽烟，空气不新鲜。
( 由于 )

[1]

(c) 在这种环境里活动，不但不能愉悦身心，反而还会有害健康。
( 不仅……而且……
……而且……
而且……
……)

[2]
[总 5 分]

3

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不要照抄原文。
(a) “老年之家”�的是�么�
老年之家”�的是�么�
�

[2]

(b) 记者实地调查的那间老年活动中心的活动情况怎样�
�

[3]

(c) “一个场所、几张桌椅、几副棋牌”�的是一种�么��情况�
一个场所、几张桌椅、几副棋牌”�的是一种�么��情况�
�

[4]

(d) 为�么有些老年活动中心的环境对健康不太好�

[2]

(e) 老年人可做些�么健身活动�请举四项。

[4]
Quality of Language [5]
[ 总 2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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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请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跳舞能防老年痴呆
美国老年人最喜欢在社区健身中心、老年人俱乐部等地方跳舞。在健身中心里，定期
参加成人芭蕾舞训练的老年人相当多。教练会从基本动作开始，将不需腾空的步子组合起
来，让老年人学习。而平时在家庭聚会中，老年人最喜欢的还是民族舞蹈和拉丁舞。
美国业余交际舞协会的工作人员玛丽�，跳舞是一种有�于身心健康的活动。绝大多
数舞蹈都是很好的�育锻炼，能有效防止老年痴呆症，而且能使老年人心情愉快。这对于
极为害怕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美国人来�，�像救命稻草一样�有吸引力。不过很多老年人
会酒后兴奋，大跳拉丁舞，结果使心跳加快，极容易诱发心脏病。所以，在他们这个业余
交际舞协会里，是禁止酒后跳舞的。
Glossary：老年痴呆：lǎo nián chī dāi; Alzheimer’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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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不要照抄原文。
(a) 美国老年人最喜欢在�么地方跳舞�

[4]

(b) 教练怎样教老年人跳芭蕾舞�

[4]

(c) 在家庭聚会中，老年人喜欢跳�么舞�

[2]

(d) 为�么�跳舞是一种有�于身心健康的活动�

[4]

(e) 美国业余交际舞协会禁止老年人在�么情况下跳舞�

[1]
Quality of Language [5]
[ 总 20 分 ]

5

(a) 结合两篇文章的内容，��老年人休闲娱乐时应�意�些�项，从而�过休闲娱
，��老年人休闲娱乐时应�意�些�项，从而�过休闲娱
��老年人休闲娱乐时应�意�些�项，从而�过休闲娱
老年人休闲娱乐时应�意�些�项，从而�过休闲娱
[10]
乐达到保健。
(b) 请��你对这方面的了解和看�。
和看�。
看�。

[5]

[ 不超过二百字 ]
Quality of Language [5]
[ 总 2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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