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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请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发展旅游帮助脱贫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用发展旅游的方法已使占贫困地区总人口约十分之一的人摆脱了
贫困。目前，中国乡村旅游每年接待五亿多人，受益农民超过两千四百万。
从世界范围看，发展乡村旅游已有百年历史，传统的乡村旅游型式包括徒步旅行、骑
自行车旅行、游览历史遗迹、野餐、参与乡村生活等。乡村旅游以其鲜明的特色和功能，
在满足旅游消费需求的同时，有效促进了贫困农村的经济发展，它已成为各国旅游业发展
的重要领域。
中国广大的农村聚集了大约百分之七十的旅游资源，丰富的乡土文化、独特的民俗风
情、浓郁的民族特色、秀美的田园风光，使乡村旅游充满了魅力。近年来，中国各地兴起
了各式各样的乡村旅游活动，不仅活跃了旅游市场，而且帮助一些地方的农村改变了落后
面貌，帮助一部分农民摆脱了贫困。陕西延安、江西井冈山等一批革命老区还发展了红色
旅游，大大带动了当地农副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加工生产。
旅游业是加速脱贫致富的产业，不仅见效快、返贫率低，而且具有很强的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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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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于

(第一段)

回答：超过
(a) 穷

(第一段)

[1]

(b) 得到好处

(第一段)

[1]

(c) 走路

(第二段)

[1]

(d) 辽阔

(第三段)

[1]

(e)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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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有效促进了贫困农村的经济发展，它已成为各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领域。
(因为……所以……)
回答：因为乡村旅游有效促进了贫困农村的经济发展，所以它已成为各国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领域。
(a) 中国用发展旅游的方法已使占贫困地区总人口约十分之一的人摆脱了贫困。

(通过)

[1]

(b) 乡村旅游在满足旅游消费需求的同时，有效促进了贫困农村的经济发展。

(既……又……)

[2]

(c) 一批革命老区还发展了红色旅游，大大带动了当地农副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加工生产。
(从而)
[2]

[总 5 分]
3

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不要照抄原文。
(a) 传统的乡村旅游型式有哪些？请列四种。

[4]

(b) 乡村旅游为什么成了各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领域？

[3]

(c) 是什么使得乡村旅游充满魅力？请列三点。

[3]

(d) (i) 发展红色旅游的地区是什么样的地方？

[1]

(ii) 发展红色旅游在这些地方起到了什么具体作用？
(e) 在脱贫致富方面，乡村旅游有哪些特点？请列两点。

[2]
[2]

语言的质量 [5]
[总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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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请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贸易与发展
长期以来,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存在着不公平,这是
经济欠发达地区落后和贫困的主要根源之一。近年来，世界上要求公平贸易的呼声日益高
涨，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开展公平贸易活动，帮助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的生产者
摆脱贫困。
公平贸易要求在互相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贸易关系。
公平贸易通过与弱势生产者合作，为他们提供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改善他们的生计和
发展机会，从而帮助弱势生产者发展独立性，不依靠捐款者的援助。
公平贸易保障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生产者的权利，致力于使参与开发公平贸易产品的农
民不但从种、养业中获利，还可分享加工环节和销售环节的利润，从而增加收入。
公平贸易还把从贸易中获得的部分利润用来帮助改善生产者所在的社区，比如修建新
公路、接入干净的饮用水源、建立社区活动中心、办学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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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济欠发达地区落后和贫困的一个主要根源是什么？

[2]

(b) 公平贸易活动是要帮助哪些人摆脱贫困？

[2]

(c) 公平贸易要求贸易关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2]

(d) 公平贸易如何帮助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者发展独立性？请列三点。

[3]

(e) 公平贸易帮助弱势生产者从什么地方获得收入？

[3]

(f)

公平贸易如何帮助改善生产者所在的社区？请列三点。

[3]

语言的质量 [5]
[总 20 分]
5

(a) 结合两篇文章的内容，谈谈发展乡村旅游和公平贸易如何能帮助脱贫。
(b) 请谈谈你对这方面的了解、体验和看法。

[10]
[5]

语言的质量 [5]
[总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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