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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请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谈休闲
广义地说，休闲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休闲，他有的就只是空
闲，会常常感到无聊。他应该多接触外界新鲜事物，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休闲的方式
种类繁多：看书绘画、唱歌跳舞、打球跑步、钓鱼旅游、逛街购物……凡是自己想做又能
够做的都是休闲。
当人们把工作当成爱好和乐趣来做时，工作也成了休闲。爱因斯坦和爱迪生就是把事
业当成乐趣和休闲来做的。爱迪生曾说，自己从来没有工作过，因为自己是在享受研究的
乐趣，自己的工作是一种休闲。
如果一种休闲适合自己；自己能从中找到乐趣；这种休闲方式和自己的价值观吻合；
并能够作为事业做，那么，这种休闲就是幸福的。
近年来，休闲成了人们生活中更加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个机构发表的中国城市幸福
指数排行中，排在前列的并非北京、上海这些经济发达城市，而是杭州、成都等以休闲生
活闻名的城市。这是因为人们已逐渐把生活品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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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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统
(第一段)
回答：广义
(a) 没意思

(第一段)

[1]

(b) 各式各样

(第一段)

[1]

(c) 买东西

(第一段)

[1]

(d) 相符

(第三段)

[1]

(e)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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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的方式种类繁多。
(是……的)
回答：休闲的方式是种类繁多的。
(a) 凡是自己想做又能够做的都是休闲。

(只要……就……)

[2]

(b) 当人们把工作当成爱好和乐趣来做时，工作也成了休闲。

(如果……就……)

[2]

(c) 近年来，休闲成了人们生活中更加重要的组成部分。

(越来越)

[1]

[总 5 分]
3

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
(a) 什么是休闲？

[1]

(b) 文中是怎样描述没有休闲的人的？

[2]

(c) 文章为没有休闲的人提出了哪两个建议？

[2]

(d) 休闲的方式有哪些？请举两例。

[2]

(e) 爱迪生说自己从来没有工作过，这是什么意思？

[2]

(f)

幸福的休闲方式是什么样的？

[4]

(g) 在中国城市幸福指数排行中，为什么杭州、成都排在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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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的乐趣
教学对于我来说不是老师向学生生硬地传授知识，而是老师与孩子快乐地对话。孩子
生性天真活泼，不喜欢硬生生地接受知识，更喜欢以好奇求知的心态学习知识。因此，备
课时我会把一些与课堂有关的游戏编织在其中，这样可以将课堂的教学变得更灵活。与孩
子一起在快乐、活跃的游戏课堂中共同学习，不仅激发了孩子学习的兴趣，而且也增添了
我工作的乐趣。
改作业也是我非常愉快的时候。当我看到孩子们的作业干净又正确时，我会很骄傲、
自豪，并非常大方地给予表扬；当发现作业有不太满意的地方时，我会指出出错的原因，
留下一行可爱的批语；当感觉到孩子们缺乏自信时，我会鼓励他们，给他们“加油”。在
作业这个环节中我最喜欢的是“自由写话”，它要求学生用新学的生字来造句。在这里，
孩子们的语言充满了童真童趣，常常引我发笑。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慢慢地成长。
有这样愉快的工作心态，有这样放松的工作环境，我觉得我的教学工作是一种休闲。
4

(a) 作者是怎样看待教学的？

[2]

(b) 为什么要将课堂的教学变得很灵活？

[2]

(c) 为了灵活教学，备课时可以怎么做？

[1]

(d) 快乐、活跃的课堂对老师和学生起什么样的作用？

[2]

(e) 作者怎样对待不太满意的作业？

[2]

(f)

“加油”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1]

(g) 作者为什么最喜欢批改“自由写话”？

[3]

(h) 让作者觉得教学工作是一种休闲的两个原因是什么？

[2]

语言的质量 [5]
[总 20 分]
5

(a) 结合两篇文章的内容，谈谈工作、生活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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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