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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请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有机食品
由于食物日渐受到农药、污染和假冒等行为侵害，中国人开始对有机食品﹡感兴趣。
有机食品必须是在按照国家的严格标准进行产地、大气、环境等认证后按规范来生产的。
任何有机食物在生长、制造以及加工、包装等所有环节中不能接触任何形式的化学制
品。有机水果及蔬菜生长过程中不能使用杀虫剂。在动物产品，比如肉类和奶制品的生产
过程中，牲畜必须通过有机的方式进行喂养，而农民喂养奶牛通常会使用大量的化学制品
来提升奶牛的体型和产奶量。
研究显示，有机食品含有较多对人体有益的成份，而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含量则较低。
有机农业还提倡保持产品的天然成份，动物饲养都采取散养的方式，因此许多人认为有机
食品除了较健康，味道也较好。
同时，有机食品对整体的自然环境也有着积极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水果蔬菜还在田
地里的时候就用了化学品，这样一来暴露在化学混合物下的土壤就会改变性质，化学品的
使用也可能会污染水源。但是，有机食物的种植就不会改变土壤的天然性质，因而可以保
护土壤和水源的健康。很多人认为，多种植有机食物可以起到促进环保的作用。
﹡有机食品 = yǒu jī shí pι̌n; organic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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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章中找出与以下词语意思最接近的词语。
例如：根据
(第一段)
回答：按照
(a) 要求

(第一段)

[1]

(b) 一切

(第二段)

[1]

(c) 碰到

(第二段)

[1]

(d) 很多

(第二段)

[1]

(e) 正面

(第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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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食物日渐受到农药、污染和假冒等行为侵害，中国人开始对有机食品感兴趣。
(因为……所以……)
回答：因为食物日渐受到农药、污染和假冒等行为侵害，所以中国人开始对有机食品感兴
趣。
(a) 有机水果及蔬菜生长过程中不能使用杀虫剂。

(是……的)

[2]

(b) 有机食品除了较健康，味道也较好。

(不仅……而且……)

[2]

(c) 有机食物的种植不会改变土壤的天然性质，因而可以保护土壤和水源的健康。

(所以)

[1]

[总 5 分]
3

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不要照抄原文。
(a) 什么原因使中国人开始对有机食品感兴趣？

[3]

(b) 有机食品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按规范生产的？

[2]

(c) 有机食物在哪些环节中不能接触化学品？

[2]

(d) 农民喂养奶牛通常采取什么方式？为什么？

[3]

(e) 为什么许多人认为有机食品的味道会比较好？

[2]

(f)

从对整体自然环境的影响来说，有机食物的种植方法比普通种植方法好在哪里？

[3]

语言的质量 [5]
[总 20 分]

© UCLES 2012

9715/23/O/N/12

[Turn over

4
Section 2

请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反营养物质危害不容忽视
不久前，大众医院接诊了一位胸部闷痛不适的病人。他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
体型偏胖、血压偏高，医生诊断是“冠心病”早期。追问他的病史，医生发现他虽然没有
家族病史，但从小特别喜欢吃甜食和焙烤、油炸食品。
专家认为，该病人年纪轻轻就有“冠心病”，这与他吃了含有过多反营养物质 ﹡ 的
零食有很大关系。常见的反营养物质有反式脂肪、合成色素、精制糖等。高量摄入这些物
质，不仅妨碍营养吸收，而且增加患病的危险，降低寿命。
许多反营养物质是在食品加工过程中添加进去的，因为它们能够延长食品保质期，使
食品颜色更漂亮，口感更好。专家们提出，要想健康，大家就要避免食用各种颜色美丽的
甜点、饮料，以及焙烤、油炸食品；多吃蔬菜、水果等新鲜天然的食品；优先购买有机、
绿色食品；烹饪时注意多采用蒸和煮的方式。
﹡反营养物质 = fǎn yíng yǎng wù zhì; anti-nutr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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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不要照抄原文。
(a) “冠心病”早期在这个小伙子身上有哪些表现？

[3]

(b) 医生在追问病史时发现了什么？

[2]

(c) 专家认为这个小伙子的病跟什么有很大关系？

[2]

(d) 高量摄入反营养物质会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

[3]

(e) 为什么人们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会添加一些反营养物质？

[3]

(f)

要想健康，大家应该怎么做？请列两点。

[2]

语言的质量 [5]
[总 20 分]
5

(a) 结合两篇文章的内容，谈谈食品与健康。

[10]

(b) 请谈谈你对这方面的了解、体验和看法。

[5]

语言的质量 [5]
[总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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