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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al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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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 fasten all your work securely together.
The number of marks is given in brackets [  ] at the end of each question or part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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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请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如何让家里的冰箱更省电
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多机会可更有效地利用每种能源，日积月累，可节省不少资源

和能源开支，并且有助于保护环境。就拿冰箱来说，冰箱是家用电器中用电较多的，一般

每天耗电 1 度左右。让家里的冰箱尽量省电，得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购买冰箱应挑选最省电的型号。例如，单门冰箱就比双门的更省电。购买冰箱

时还应根据实际的需要来买。家里人口少，有一个小冰箱就够了。

第二，冰箱不要放在加热器（如煤气炉）的旁边，或者太阳照得到的地方，应该放在

凉爽通风处，不要紧靠墙壁，四周都要有空间。因为当冰箱周围的温度提高 10 摄氏度时，

耗电量就会增加 10%-20%。

第三，使用冰箱时开门次数能少则少，开门动作也要快。箱内的温度要保持适中，不

要太低。存放食物不要太满，热的食品一定要等凉后再放入。这样可以保护冰箱不受损坏，

也可以更加节省能源。

最后，出门远行前应先清理冰箱内一切食物，然后关掉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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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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回答：第二

 (a) 花销 ( 第一段 ) [1]

 (b) 上下 ( 第一段 ) [1]

 (c) 按照 ( 第二段 ) [1]

 (d) 尽量少 ( 第四段 ) [1]

 (e) 所有的 ( 第五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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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人口少，有一个小冰箱就够了。  

     ( 倘若 )

 回答：倘若家里人口少，有一个小冰箱就够了。

 (a) 想让家里的冰箱尽量省电 ,得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 ... 就 )    [2]

 (b) 冰箱不要放在加热器的旁边 ,或者太阳照得到的地方。 

  ( 也 )     [1]

 (c) 这样可以保护冰箱不受损坏，也可以更加节省能源。 

  ( 既 ... 又 )    [2]

   [ 总 5 分 ]

3 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不要照抄原文。

 (a) 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有效利用能源有什么好处？ [3]

 (b) 购买冰箱时需要注意什么？ [2]

 (c) 放置冰箱时应避免什么？ [3]

 (d) 为什么冰箱应该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 [2]

 (e) 使用冰箱时怎么做可以省电？请举三例。 [3]

 (f) 为了省电出门远行前应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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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生活中节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可是，长期以来人类对能源的大量开

采和过度使用，引起了能源危机。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已成为政府

和公众重点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市民、学生，我们能为节能降耗做些什么呢？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看似并不重要的生活消费方式都与能源危机息息相关。

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应对能源危机。

我们可将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废纸、塑料、易拉罐、玻璃瓶等废旧物品；少用或不用

一次性物品，例如一次性筷子、塑料袋等；将废电池放到专门的收集箱；利用太阳能烧热

水。在节约用电方面，我们还可以在不用的时候关灯，关闭电器的供电电源，使用节能灯

泡，选购节能电器。在节约用水方面，我们要注意关紧水龙头，抽水马桶尽量用容量小的

水箱，处理利用废水，接收雨水用于浇花、洗车等。

在日常生活中节能的方法还有很多，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改进自己的消费方式来节能

减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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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不要照抄原文。

 (a) 引起能源危机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4]

 (b) 目前政府和公众非常关注的话题是什么？  [3]

 (c) 我们可对哪些废旧物品进行回收利用？请举三例。 [3]

 (d) 节约用电的办法有哪些？请举三例。 [3]

 (e)  除了回收废旧物品和节约用电以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怎样节能减耗？

请举两例。 [2]

   语言的质量 [5]

   [ 总 20 分 ]

5 (a) 结合两篇文章的内容，谈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节约能源。 [10]

 (b) 请谈谈你对这方面的了解和看法。 [5]

  [ 不超过二百字 ] 

   语言的质量 [5]

   [ 总 20 分 ]

© UCLES 2009
www.theallpapers.com



6

8681/02/O/N/09

BLANK PAGE

www.theallpapers.com



7

8681/02/O/N/09

BLANK PAGE

www.theallpapers.com



8

8681/02/O/N/09

BLANK PAGE

Copyright Acknowledgements:

Questions 4 & 5  © Saving Energy in Daily Life http://www.bast.net.cn/kjxx/kjdt/2007/7/20/119489.shtml;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Centre; 7 August 2007.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items where third-party owned material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s included has been sought and cleared where possibl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has been made by the publisher (UCLES) to trace copyright holders, but if any items requiring clearance have unwittingly been included, the publisher will be 
pleased to make amends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opportunit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is part of the Cambridge Assessment Group. Cambridge Assessment is the brand name of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s Syndicate (UCLES), which is itself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www.theallpape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