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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必修 １

Ｕｎｉｔ １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一、词汇运用
１． ｕｐｓｅｔ ｙｏｕ　 ２． ｃａｌｍ ｙｏｕｒ ｆｒｉｅｎｄ ｄｏｗｎ　 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４． ｈｉｓ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ｗ　 ５． ｃｈｅａｔｉｎｇ　 ６． ｗｅｎｔ ｃｒａｚｙ　 ７． ｓｈａｒｅ；ｓｈａｒｅｓ
８．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９． ｄｉｄｎｔ ｄａｒｅ ｔｏ　 １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二、语法填空

本文通过一个城市清理工业污染的例子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我们
坚持不懈，我们可以做成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１． ｗａｓ。前句有时间状语Ｉｎ １９６９，因此描述的是过去的情况。应用一般
过去时，本空填ｗａｓ。

２．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空格在动词前，应用副词修饰，本空填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３． ｔｈｅ。后面有形容词的最高级，因此该空填定冠词ｔｈｅ。
４． ｏｒ。本句为否定句，故用ｏｒ连接两个并列成分。
５．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本句是Ｉｔ ｔｏｏｋ爥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句型，因些本空填不定式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６． ｃｌｅａｎｅｒ。空后的ｔｈａｎ ｅｖｅｒ暗示空处应填形容词的比较级ｃｌｅａｎｅｒ。
７． 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本句含有定语从句，先行词为ａ ｈａｂｉｔ，指物，在从句中作
主语，应填关系代词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

８． ａｍａｚｉｎｇ。本空在名词之前，应用形容词作定语。ａｍａｚｉｎｇ “惊人的”，
修饰名词ｓｔｏｒｉｅｓ。

９． ｃｈａｎｇｅｓ。本句为主系表结构，空格后的ａ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暗示本空填句词复
数ｃｈａｎｇｅｓ。

１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本句为祈使句。在系动词ｂｅ后应用形容词作表语，因此本空
填ｐａｔｉｅｎｔ。

三、完形填空
１－５ ＣＣＢＡＣ　 ６－１０ ＣＤＢＡＣ　 １１－１５ ＢＤＡＣＢ　 １６－２０ ＢＣＡＣＤ
四、阅读理解
１－３ ＢＤＢ

Ｕｎｉｔ 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一、词汇运用
１．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ｅ　 ２． 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３． ｉｎ ｈ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４． ｒｅｑｕｅｓｔｅｄ；ｓｈｏｕｌｄ ｓｉｎｇ
５．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　 ６．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ｏｐ ｃｈａｔｔｉｎｇ　 ７．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８． Ａ ｌｏｔ ｏｆ ａｄｖｉｃｅ ｃａｍｅ ｕｐ　 ９． ｉｎ ａｌ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１０．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ｙｏｕｒ ａｃｃｅｎｔ
二、语法填空
１． ｗｈｉｃｈ。此处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在从句中作主语，故用ｗｈｉｃｈ。
２． ｉｎ。此处意为“灾难孕育着价值”，ｉ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意为“在灾难当中。”
３． ｈｅ。所填词在句中作主语，指代Ｔｈｏｍａｓ Ｅｄｉｓｏｎ，故用ｈｅ。
４． ａｎ。ｗｈａｔ引导感叹句，所填词修饰名词ａｔｔｉｔｕｄｅ，泛指“一种态度”，
且以元音音素开头，故用ａｎ。

５．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此处作ｏｆ的宾语，且被ｔｈｅ修饰；由下文的事例可知，此处
用ｆａｌｌ的名词复数形式。

６．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此处修饰数词表示“大约”，故此处用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的副
词形式。

７． ｗａ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ｗｈｉｌｅ引导时间状语从句，从句中的谓语动词为延续性动
词，从句意为“当他在研究灯泡的时候”，故用过去进行时。

８． ｂｕｔ。所填词连接的前后两个句子为转折关系，故用ｂｕｔ。
９．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此处意为“挫折在生活中当中是难以避免的”，故此用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ａｓ。ａｃｔ ａｓ爥 “起……作用”，是固定搭配。
三、阅读理解
１． Ｄ　 根据第二段的“Ｗｈｙ ｕｎｄｅｒ ｍｙ ｂｅｄ”可知，凯特进屋之后大喊是因

为作者把自已的鞋子放在凯物的床下面了。
２． Ｃ　 作者打扫房间是在得知凯特的奶奶病重的消息之后，再根据第三

段最后一句的提示可知，作者之所以这样做主要还是出于同情和关

怀。
３． Ｂ　 第一段用连词ｗｈｉｌｅ、ｂｕｔ、ａｎｄ巧妙地将作者和凯特的不同进行了

对比，由此可知应该选择Ｂ项。
４． Ｄ　 全文通过对两个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室友由闹矛盾到和好如初的

叙述生动地展示了“学做室友”这一主题。
６－８ ＢＤＡ

Ｕｎｉｔ ３　 Ｔｒａｖ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一、词汇运用
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２．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ｖｅ　 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５． Ｆｉｎａｌ
６． ｄｒｅａｍｅｄ；ｄｒｅａｍ ７． ｉｎｓｉｓｔｅｄ　 ８． 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　 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１０．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二、语法填空
１． ｂｕｔ。由语境可知，前后两名存在转折关系，故用ｂｕｔ。
２． ｉｄｅａ。因为迷路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坐地铁，ｈａｖｅ ｎｏ ｉｄｅａ “不知道”，
固定搭配。

３． 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此处表示对地铁的线路不清楚，系动词ｗａｓ后用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
表示“模糊不清的”作表语。

４． ｓｏ。“如此”，代替上文提到的肯定情况。
５． ｔｏ ｂｕｙ。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ｏ ｓｈｔ． “需要做某事”，固定用法。
６． ｏｆｆ。ｇｅｔ ｏｆｆ为固定短语，意为“下车”。
７．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ｂｙ是介词，后面跟动名词作宾语，故用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８． ｏｆｔｅｎ。由下文的答语“每六分钟”可知，此处提问频率，故用ｏｆｔｅｎ。
９． ｆｒｏｍ。由语境可知，此处表示距离车站有多远，故用介词ｆｒｏｍ。
１０． Ｇｏｔ。ｇｅｔ ｉｔ为习惯用语，表示“明白了”。
三、阅读理解

迪斯尼创作的米老鼠和唐老鸭早已家喻户晓，不过，灰姑娘的最初版
本和现在大不相同。
１． Ｂ　 根据上一句中的内容可知“灰姑娘”和白雪公主”都是其他深受

喜爱的人物的代表，所以Ｔｈｅｙ指的是Ｏｔｈｅｒ ｗｅｌｌｌｏｖ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２． Ｃ　 第三段中提到她们总是把她的食物扔到灰烬中，并且让她睡在地上

的灰烬中，她的名字由此而来，由此可推断灰姑娘这个名字源于
“灰”。

３． Ｄ　 结合鸟说给王子的话以及倒数第二段开头部分中的内容可知鸟告
诉了王子他被骗的事情。

４． Ａ　 根据倒数第二段故事的结尾内容可知邪恶的人终究逃不过惩罚。
５． Ａ　 根据最后一段最后一句中的内容可知作者认为迪斯尼版本非常

“出色”。
６－１０ ＣＢＤＡＦ

Ｕｎｉｔ 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一、词汇运用
１． ｓｈａ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ｇｅｒ　 ２． ｒａｉｓ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３． ｂｕｒｓｔ ｉｎｔｏ 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４． ｇｏｔ ｒｕｉｎｅｄ　 ５．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６． ｓｈｏｃｋｅｄ　 ７． ｂｕｒｉｅｓ　 ８． ａ ｇｒｅａｔ ｈｏｎｏｕｒ
９． ｒｅｓｃｕｉｎｇ　 １０．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二、语法填空
１． ｂｒｏｋｅ。自行车坏了发生了过去，故用过去式ｂｒｏｋｅ。
２． ｓａｙｉｎｇ。句意为“当我不在的时候史密斯教授说了什么”，由时间状语
“当我不在的时候”可知此处是过去正在进行的动作，因此用ｓａｙｉｎｇ构
成过去进行时。

３． ｆｏｒｍｓ。由下文中的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可知，此处表示“能源的种类”，应该
用复数形式ｆｏｒｍｓ。

４． ａｔｔｅｎｄ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此处表示“听讲座”，故用ａｔｔｅｎｄ或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５． ｗｈｏ ／ ｔｈａｔ。本句为强调句型，强调主语ｓｔｕｄｅｎｔｓ，故用ｗｈｏ或ｔｈａｔ。
６． ｗｉｌｌ ｂｅｇｉｎ。此处表示将来的动作，故用一般将来时ｗｉｌｌ ｂｅｇｉｎ。
７． Ｃａｎ ／ Ｃｏｕｌｄ。由下文答语可推知，该解码器用于征求对方意见，故用
ｃａｎ或ｃｏｕｌｄ，意为“可以……吗”。

８． ｂ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由语境可知，此处表示被允计，因此要用被动语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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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　　

９． ｅｘａｃｔｌｙ。副词ｅｘａｃｔｌｙ在此相当于Ｙｏｕ ａｒｅ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ｒｉｇｈｔ （完全正确）
１０． ｐｉｃｋ。ｐｉｃｋ ｓｂ． ｕｐ “接载某人”，固定搭配。
三、短文改错

Ｍｙ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Ｉ ｅｎｊｏｙ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Ｏｎｅ Ｓｕｎ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ｗｅ ｇｏ

ｗｅｎｔ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ａｔ ａ ｌａｋｅ． Ｗｅ ｔｏｏｋ ｏｕｒｓ

ｏｕｒ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ｐ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ｄ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ｗｅ ａｒｒｉｖｅｄ，ｓｏ ｗｅ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ｈａｌｆ ａｎ ｈｏｕｒ，Ｉ ｗａｓ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ｇｅｔ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ｌｙ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ｔ

． Ｉ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ｇｉｖｅ ｕｐ，ａｎｄ
ｂｕｔ
ｍｙ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ｔｏｌｄ ｍｅ ｔｏ ｗａｉｔ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ｕｄｄｅｎ ｐｕｌｌ 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ｅ ａｎｄ ∧
ａ
ｆｉｓｈ ｗａｓ ｃａｕｇｈ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ｆｅｗ ｍｉｎｕｔ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ｍｙ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ａｌｓｏ ｃａｕｇｈｔ ａ ｆｉｓｈ．

Ｆｅｌｔ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ｈｕｎｇｒｙ，ｗｅ ｂｕｉｌｔ ａ ｆｉｒｅ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ｂａｒｂｅｃｕ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ｓｈ． Ｉｔ ｗａｓ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四、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ｉｎｄ Ｙｏｕ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ｌａｃｅｓ
Ｌａｓｔ Ｓｕｎｄａｙ，Ｉ ｗｅｎｔ 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ｙ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ｉｒｙ Ｌａｋｅ Ｐａｒｋ． Ｔｈｅ

ｐａｒｋ ｗａｓ ｆｕｌｌ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ｎ ｓｈ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ｒｄｓ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Ｉ ｗａｓ ｅｎｊｏ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ａｒｏｕｎｄ，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ｕｎ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ｃａｕｇｈｔ ｍｙ ｅｙｅ． Ａ ｙｏｕｎｇ ｃｏｕｐｌｅ ｉｎ ａ ｂｏａｔ ｗｅｒｅ ｅａｔｉｎｇ，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ｌｏｕｄｌｙ
ａｓ ｉｆ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ｈａｔｓ ｗｏｒｓｅ，ｔｈｅｙ ｓｐａｔ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ｒｅｗ ｒｕｂｂｉｓｈ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ｋｅ，ｔｏｔａｌｌｙ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ｃｅａｂｌｅ ｓｉｇｎ，“Ｎｏ 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ｇ”
ｎｅａｒｂｙ． Ｗｈａｔ ａ ｓｈａｍｅ！

Ｓｕｃ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ｌｅｆｔ ｍｅ ｄｅｅｐ ｉ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ｆ ａｌｌ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ｉｒｙ Ｌａｋｅ Ｐａｒｋ
ｄｏ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ｅ ｄｉｄ，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ｏｎ ｔｕｒｎ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ｈｕｇｅ ｄｕｓｔｂｉｎ． Ｉ ｔｈｉｎｋ ａｌｌ ｏｆ ｕ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ｉｎｄ ｏｕ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ｌａｃｅｓ．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ｃａｎ ｗｅ ｌｉｖｅ ｉｎ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Ｕｎｉｔ ５　 Ｎｅｌｓｏｎ Ｍａｎｄｅｌａ —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ｅｒｏ
一、词汇运用
１． ｗｉｌｌｉｎｇｌｙ　 ２． ａｄｖｉｓｅｄ；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ｇｉｖｅ ｕｐ ｓｍｏｋｉｎｇ　 ３． ｗｉｔｈ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４． ｅｑｕａｌｌｅｄ　 ５． ｔｅｒｒｉｆｙｉｎｇ　 ６． ｗｈｏ ａｒｅ ｃｒｕｅｌ ｔｏ ａｎｉｍａｌｓ　 ７． ｗｅｒｅ ｒｅｗａｒｄｅｄ
８． ｗｅｌｌ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ｍｉｎｄｅｄ　 ９．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ｃｃｅｐｔ
１０．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二、语法填空
１．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此处修饰形容词ｃｏｏｌ，故用副词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 （意为“出奇
地”），表示程度。

２． ａｎ。此外泛指“一台空调”，并用ａｉｒ以元音素开头，故用不定冠词
ａｎ。

３．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此处表示“第五层”，故用“ｔｈｅ ＋序数词”结构。
４． ｗｉｔｈ。此处是ｗｉｔｈ引起的独立主格结构作伴随状语。
５． ｓｏ。该句是上一句所说内容的结果，故用连词ｓｏ引导结果状语从句，
表示“因此，所以”。

６． Ｈｏｗｅｖｅｒ。此处表示转折，并且空后有逗号，故用ｈｏｗｅｖｅｒ。
７． ｈｏｔｔｅｒ。由后面的ｔｈａｎ可知，此处表示“比今个热”，故用比较级。
８． ｂｌｏｗｉｎｇ。ｂｒｅｅｚｅ与动词ｂｌｏｗ是主动关系，故用ｂｌｏｗｉｎｇ作定语。
９． ｕｎｔｉｌ 。由题意可知，此处表示“直到”，故用介词ｕｎｔｉｌ。
１０． ｗｈｙ。此处是表示原因的表语从句，故用ｗｈｙ。
三、完形填空

这是篇记叙文。作者的餐馆倒闭了，于是一家人坐着车去录找新的出
路，他们在一个国家公园谋得一份差事，日子虽然很苦，但却增加了家庭的
凝聚力。
１． Ｄ　 根据下文中的“Ｗｅ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ｋ”可知，作者在这个国家公园

的入口处看到招聘广告，因此选Ｄ表示“入口”（处）。
２． Ｃ　 作者在这里注意到招聘广告，而不是作者“赞助、出版、回答”

广告，因此选Ｃ。
３． Ｂ　 这是说的是招聘广告提出的招聘待遇，因此选Ｂ表示“不收费

的”。
４． Ａ　 空前说雇主给这个职位的待遇，空后说公园管理员的职责是在来

公园的游客和护林人之间建立纽带关系，由此判断选Ａ表示“作
为（对……的）回报”。

５． Ｄ 　 根据第四段最后两句可知，作者与雇主约定（ｍａｄｅ ａ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第二天去应聘。

６． Ａ　 根据空后的“ｓｏ ｉｔ ｔｏｏｋ ｕｓ ｓｏ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ｆｉｎｄ ａ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ｉｔｅ”可知，
公园里人很多，因此选Ａ表示“拥挤的”。

７． Ｂ　 作者一家刚吃完晚饭，作者的妻子就看到两只臭鼬朝他们的饭桌
走来，他们就马上爬到桌子。因此选Ｂ表示“立即，马上”。

８． Ｂ　 给合语境可知，作者一家爬到桌子上是为了等这只大臭鼬离开。
９． Ｃ　 那天晚上一切安然无事，于是作者一家相信其他方面也没有问题，

因此选Ｃ表示“自信的”。
１０． Ａ　 这里说的是雇主告诉作者一家要做的事，因此选Ａ表示“职责，

责任”。
１１． Ｄ　 语境表明此处表示转折，上文说作者一家在公园的第一夜和第二

天找工作很顺利，下文说到这里恶劣的环境，因此选Ｄ表示转折
关系。

１２． Ａ　 根据下文中的“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爥ｔｈｅ ｗｉｎｄｓ ｄｉｅｄ ａｗａｙ”可知选Ａ，
表示峡谷里的狂风。

１３． Ａ　 根据语境判断选Ａ，用ｓｈａｋｉｎｇ表示“摇动，（使）颤动”。作者
一家人在车上躺着，人随着卡车在晃动。

１４． Ｃ　 这里表示在那次狂风之后的几个星期。Ｄｕｒｉｎｇ表示“在……期
间”。

１５． Ｃ　 作者一家人学会了在卡车上求生存，并且学会了就靠他妻子代课
赚的一点儿钱过日子。ｌｉｖｅ ｏｎ表示“靠（……钱）生活”。

１６． Ｂ　 结合语境可知，此处表示妻子代课赚到的一点儿钱。
１７． Ｃ　 结合下文中的“Ｉ ｍｉｇｈｔ ｌｏｓｔ ｍｙ ｆａｍｉｌｙ”“Ｗｅ ｈａ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ｆａｍｉｌｙ”

可知，ｆａｍｉｌｙ是本文的主题，因此选Ｃ表示“家庭”。
１８． Ｂ　 根据文章开头的“ｏｕｒ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ａｉｌｅｄ”可知，这里说的

是作者的生意失败后的那段时间。
１９． Ａ　 上文提到作者一家人就在公园里，住在自家的卡车上，下文说他

们读书、交谈，因些选Ａ，这些都是在卡车上发生的事情。
２０． Ｄ　 作者此时感激所有的摩难，这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
四、阅读理解

文章讲述了作者和Ｊｅｎｎｉｅ之间的友谊。从Ｊｅｎｎｉｅ身上作者不仅学会了
如何教育孩子，还学会了怎样欣赏生活。
１． Ａ　 句意理解题。由上一句中的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ｈｉｌｄ和下一句中的ａ ｇｏｏｄ

ｂｅａｔｉｎｇ可知，作者对她的儿子是无计可施、无可奈何了，其他选
项均不合文意。

２． Ｄ　 推理判断题。由文章倒数第二段中的“Ｍａｙｂｅ ｈｅ ｊｕｓｔ ｎｅｅｄｓ ｓｉｎｃｅｒｅ
ｐｒａｉｓｅ”和“Ｉ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可知，作者平时很少表扬自
己的孩子，故Ｄ项为正确答案。由第三段可知是作者的朋友有这
种用心看人的天赋，所以Ａ选项不正确；作者喜欢春雨不是因为
春天少雨，而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鲜花，故Ｂ项不正确；Ｃ项
明显错误，因为作者的母亲是在作者结婚后去世的。

３． Ａ　 细节理解题。由文章第四段最后一句可知，在家里没有人能听作
者谈一些似乎不重要的事情，故Ａ项正确。

４． Ｃ　 主旨大意题。本文主要讲述了作者和她的朋友Ｊｅｎｎｉｅ之间的友谊，
及该友谊对作者生活的影响，故Ｃ项最合适。

综合质量评估（一）
１－５ ＣＡＣＣＣ　 ６－１０ ＢＣＢＢＢ　 １１－１５ ＣＢＣＢＢ　 １６－２０ ＡＣＢＣＢ
二、语法填空。
２１． ｌｅａｄｉｎｇ。由空格后面的ｒｏｌｅ可知，此处需要一个形容词来修饰名词
ｒｏｌｅ。这里是动词的ｉｎｇ形式作定语。

２２． ｈｏｔｔｅｓｔ。由空格后面的ｏｆ ａｌｌ可知，此处应该填的是形容词的最高级。
２３． ｉｔ。此处用来指代前面提到的ＴＶ ｓｈｏｗ，因此应该用ｉｔ。
２４． Ｗｈｅｎ。这里用从属连词ｗｈｅｎ，引导时间状语从句。
２５． ｃｏｖｅｒｓ。此处讲的是ｔｈｅ ｓｈｏｗ的内容，是一种事实，所以应用一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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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　　

在时的单数形式。
２６． ｗｈｏ ／ ｔｈａｔ。ｗｈｏ ／ ｔｈａｔ在此引导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ｔｈｅ ｍａｎ。
２７． ｅｎｇａｇｅｄ。此处为固定用法ｇｅｔ ／ ｂｅ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ｔｏ ｓｂ．）“同某人订婚”。
２８． ｇｒａｎｔｅｄ。ｔａｋｅ爥ｆｏｒ ｇｒａｎｔｅｄ为固定短词，意为“认为……理所当然”。
２９． ａ。此外泛指，故用不定冠词ａ。
３０． ｗｏｒｔｈ。ｂｅ ｗｏｒｔｈ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 为固定短语，表示“值得做……”。
３１－３５ ＣＤＡＢＣ
３６－４０ ＤＣＡＢＣ　 ４１－４５ ＢＡＢＡＡ　 ４６－５０ ＤＢＤＢＡ　 ５１－５５ ＢＤＡＢＢ
５６－６０ ＡＡＡＣＢ　 ６１－６５ ＢＣＣＢＤ　 ６６－７０ ＥＢＣＧＡ
短文改错
　 　 Ｉ ｌｉｋｅ ｒｉｄｉｎｇ ｍｙ ｂｉｋ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ｖｅｒｙ ｎｅｗ，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ｍｙ ｂｅｓｔ ｆｒｉｅｎｄ．
Ｉ ｆｉｎｄ ∧

ｉｔ
ｖｅｒｙ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ｔｏ ｇｏ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ｋｅ． Ｒｉｄｉｎｇ ｇｉｖｅ

ｇｉｖｅｓ
ｍ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Ｉ ｕｓｅ ｍｙ ｂｉｋ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ｍｏｓｔｌｙ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ｉｓ

ｗａｒｍ ａｎｄ ｄｒｙ． Ｉｔ ｃａｎ
ｃａｎｔ

ｂｅ ｖｅｒｙ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ｒａｉｎ ｉｓ

ｐｏｕｒ
ｐｏｕｒ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Ｉ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ｖｅｒｙ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Ｉ ｗｉｌｌ ｂｅ ｖｅｒｙ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ｏｎ

ｍｙ ｂｉｋｅ． Ｉｎ ｆａｃｔ，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ｎｃｅ Ｉ ｗｅｎｔ ｔｏ∧
ａ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

ｏｎ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ｂｉｋｅ ｔｏ ｂｕｙ ｓｏｍ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ｅ
ｃａｍｅ

ｏｕ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ｋｅ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Ｎｏｗ Ｉ ｈａｖｅ ｔｗｏ ｓｔｒｏｎｇ ｌｏｃｋ
ｌｏｃｋｓ

．

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 ｇｏｏ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ｕｓ ａｌｌ

Ａｓ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Ｉ ｔｈｉｎｋ ｉ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ｇｏｏ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ｏｕ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ｆｏｒ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ｗｈｏ ｓｈｏｗ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ｏｒ ｕ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Ｗ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ｅｅｋ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ａｄｖ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ｍ，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 ｍ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ｎ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ｖｅ，ｃ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ｏ ｗｅ ｃ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ｄｅａｓ ｆｒｅｅｌ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ｕ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ｗｈｉｌｅ ｗ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ｔｒｕｓ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ｏｕ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ｆｒａｎｋｌｙ． Ｏｎｌｙ ｂｙ ｊｏｉ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ｃａｎ
ｗｅ ｅｎｊｏｙ ａ ｗａｒ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 ｌｉｖｅ ａ ｈａｐｐｙ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ｌｉｆｅ．
听力材料原文：
１． Ｗ：Ｒｏｂｅｒｔ，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ｂｒｅａｄ？
Ｍ：Ｎｏ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ｂｕｔ Ｉｍ ｆｏｎｄ ｏｆ ｃａｋｅｓ．

２． Ｗ：Ｉｆ 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ｇｅｔ ｕｐ ｓｏｏｎ，ｙｏｕｌｌ ｂｅ ｌａｔｅ ｆｏｒ ｗｏｒｋ．
Ｍ：Ｉｍ ｎｏｔ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ｔｏｄａｙ． Ｉｍ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ｊｏｙ ｌｙｉｎｇ ｈｅｒｅ．

３． Ｍ：Ｉ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Ｊａｎｅ ａｎｄ Ｂｏｂ ｗｅｒｅ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ｉｎ Ｊｕｎｅ．
Ｗ：Ｎｏ，ｔｈａｔｓ ｗｈｅｎ ｈｉｓ ｃｏｕｓｉｎｓ ｗｅｄ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ｙｒｅ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ｏｎｔｈ．

４． Ｗ：Ｌｅｔｓ ｓｅｅ ｉ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 ｇａｍｅ ｈａ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ｙｅｔ．
Ｍ：Ｓｔａｒｔｅｄ？Ｉ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ｌｅａｒ ｗｈｏ ｉｓ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ｂｙ ｎｏｗ．

５． Ｍ：Ｃｏｕｌｄ Ｉ ｂｏｒｒｏｗ ａ ｐｅｎ ｆｒｏｍ ｙｏｕ？Ｔｈｅｒｅｓ ｎｏ ｉｎｋ ｌｅｆｔ ｉｎ ｍｉｎｅ．
Ｗ：Ｉｍ ａｆｒａｉｄ Ｉ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ｅｘｔｒａ ｏｎｅ． Ｗｏｕｌｄ ａ ｐｅｎｃｉｌ ｄｏ？

６． Ｍ：Ｓｏ，Ｍｉｓｓ Ｍａｒｙ，ａｒｅ ｙｏｕ 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ｔｒｉｐ？
Ｗ：Ｏｈ，ｙｅｓ． Ｉｍ ｒｅａｌｌｙ ｅｘｃｉｔ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ｂｕｔ ｃ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ｔｅｌｌ ｍｅ ｗ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ｔｏ ｄｏ
ａｔ ｔｈｅ ａｉｒｐｏｒｔ？Ｉｖｅ ｎｅｖｅｒ ｆｌｏｗ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ｍｙ ｌｉｆｅ． Ｉ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Ｍ：Ｉ ｓｅｅ． Ｗｅｌｌ，ｌｕｃｋｉｌｙ ｔｈｅ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ｉｓ ｓｍａｌｌ ｓｏ ｙｏｕ ｃａｎｔ ｇｅｔ ｌｏｓｔ． Ｎｏｗ，ａｓ ｙｏｕ
ｅｎｔｅｒ，ｏｎ ｙｏｕｒ ｌｅｆｔ ｙｏｕｌｌ ｓｅｅ ａ ｌｏｔ ｏｆ ｃｈｅｃｋｉｎ ｄｅｓｋｓ．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 ｔｏ ｙｏｕｒ
ａｉｒｌｉｎｅ ｄｅｓｋ，ＯＫ？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ｔｈａｔｓ ｖｅｒｙ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Ｏ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ｓｈｏｗ ｙｏｕｒ ｔｉｃｋｅｔ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ｅｒｋ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ｙｏｕｒ ｌｕｇｇ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Ｔｒｙ ｎｏ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ｖｅ ｋｉｌｏｓ ａｌ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Ｏｈ爥ａｎｄ
ｄｏｎｔ ｃｈｅｃｋ ｉｎ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ｌｕｇｇａｇｅ，ａｓ ｙｏｕｌｌ ｂ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ｙｏｕ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 Ｔｈｅｎ，ｔｈｅ ｃｌｅｒｋ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ｙｏｕ ａ ｂｏａｒｄｉｎｇ ｐａｓｓ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ｒ ｓｅａ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ｏｎ ｉｔ．
Ｗ：Ａ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ｍｉｎｅ ｔｏｌｄ ｍ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ａ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ｔａｘ．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Ｉ ｐａｉｄ ｉｔ？

Ｍ：Ｄｏｎｔ ｗｏｒｒｙ． Ｉ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ｙｏｕｒ ｔｉｃｋｅｔ．
７． Ｗ：Ｉ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ｍａｉｌ ａ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ｔｏ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ｐｏｓｔａｇｅ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Ｍ：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ｍａｉｌ ｏｒ ａｉｒ ｍａｉｌ？
Ｗ：Ｉ ｈａｖｅｎｔ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ｙｅｔ．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ｄｏｅｓ ｉｔ ｔａｋｅ ｉｆ ｉｔ ｇｏｅｓ ｂｙ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ｍａｉｌ？
Ｍ：Ａｂｏｕｔ ３ ｗｅｅｋｓ． Ｉｔｓ ｑｕｉｃｋｅｒ ｂｙ ａｉｒ ｍａｉｌ．
Ｗ：Ａｎｄ ｃａｎ ｉｔ ｇｏ ａｓ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ｍａｔｔｅｒ？
Ｍ：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Ｗ：Ｓｏｍ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ｔａｐｅｓ．
Ｍ：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ｏｕｒ ｒｕｌｅｓ，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ｃａｎ ｇｏ ａｓ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ｍａｔｔｅｒ，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ｔａｐｅｓ．

Ｗ：ＯＫ． Ｉ ｗａｎｔ ｔｈｉｓ ｏｎｅ ｔｏ ｇｏ ｂｙ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ｍａ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ｂｙ ａｉｒ ｍａｉｌ．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ｉｓ ｉｔ？

Ｍ：Ｔｅｎ ｙｕ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ｙｕ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ａｐｅｓ．
Ｗ：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
Ｍ：Ｎｏｗ，ｐｌｅａｓｅ ｆｉｌｌ ｏｕｔ ｔｈｅｓｅ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ｂｅ ｓｕｒｅ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ｄｏｗｎ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

８． Ｗ：Ｉｓ ｔｈｉｓ ｙｏｕｒ ｌｕｇｇａｇｅ？
Ｍ：Ｙｅｓ． Ｍａｙ Ｉ ｔａｋｅ ｉｔ ｍｙ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
Ｗ：Ｉｍ ａｆｒａｉｄ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ｉｔ ｉｎ．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ｙ，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ｃｌａｒｅ？

Ｍ：Ｉｖｅ ｇｏｔ ａ ｗａｔｃｈ．
Ｗ：Ｍａｙ Ｉ ｓｅｅ ｉｔ，ｐｌｅａｓｅ？Ｗｈｅｎ ｄｉｄ ｙｏｕ ｂｕｙ ｉｔ？
Ｍ：Ｉｔｓ ｖｅｒｙ ｎｅｗ． Ｉ ｂｏｕｇｈｔ ｉｔ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Ｗ：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ｗａｔｃｈ，ｓｏ ｙｏｕｌｌ ｈａｖｅ ｔｏ ｐａｙ ｄｕｔｙ ｏｎ ｉｔ． 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ｅｌｓｅ ｔｏ ｂｅ ｋｅｐｔ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Ｙｅｓ． Ｗｅｌｌ，ｔａｋ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Ｗ：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ａｓｋｅｄ ｆｏｒ 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Ｍ：Ｎｏ，ｎｏｔ ｙｅｔ．
Ｗ：Ｉｌｌ ｓｅｅ ｗｈａｔ Ｉ ｃａｎ ｄｏ ｆｏｒ ｙｏｕ．
Ｍ：Ｔｈａｔｓ ｖｅｒｙ ｋｉｎｄ ｏｆ ｙｏｕ． Ｔｈａｎｋｓ．

９． Ｗ：Ｇｏｏ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
Ｍ：Ｇｏｏ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Ｍｙ ｎａｍｅ ｉ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 ｊｏｂ ｎｏｗ？
Ｍ：Ｙｅｓ． Ｉｍ ａ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ｎｏｗ．
Ｗ：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ｗｏｒｋｅｄ ａｓ ａ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Ｍ：Ｆｏｒ ｆｉｖ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Ｗ：Ｗｈｙ 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ａ ｎｅｗ ｊｏｂ？
Ｍ：Ｔｈｅ ｏｎｅ Ｉ ｈａｖｅ ｎｏｗ ｉｓ ｔｏｏ 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ｍｙ ｈｏｍｅ．
Ｗ：Ｗｅ ｎｅｅｄ ａ ｇｏｏｄ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Ｃａｎ ｙｏｕ ｔｙｐｅ？
Ｍ：Ｏｈ，ｙｅｓ．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ｄｏｅｓ ｔｈｉｓ ｊｏｂ ｐａｙ？
Ｗ：Ｆｉｆｔｙ ｄｏｌｌａｒｓ ａ ｗｅｅｋ．
Ｍ：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ｈｏｕｒｓ？Ｅｉｇｈｔ ｔｏ ｆｏｕｒ？
Ｗ：Ｔｈａｔｓ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ｙｏｕ ｇｅｔ ｔｗｏ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ｖａｃａｔｉｏｎ．
Ｍ：Ｃａｎ Ｉ ｓｔａｒｔ ｉｔ ｒｉｇｈｔ ｎｏｗ？
Ｗ：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ａ ｔｅｓｔ ｆｉｒｓｔ．
Ｍ：Ｆｉｎｅ．

１０．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ａ ２１ｙｅａｒ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ｇｏｔ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ｍｅｄ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ｎｓ
１１０ｍｅｔｅｒ ｈｕｒｄｌ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Ｓｔａｄｉｕｍ ｉｎ ｔｈｅ ２８ｔｈ Ｏｌｙｍｐｉｃｓ ｉｎ Ａｔｈｅｎｓ．
Ｈｅ ｃｌｏｃｋｅｄ ａ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１２． ９１ ｓｅｃｏｎｄｓ ｔｏ ｅｑｕａｌ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ｅｔ ｂｙ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Ｃｏｌｌｉ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ｉｎ １９９３． 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Ｔｒａｍｍｅ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ｌｖｅｒ，Ａｎｉｅｒ Ｇａｒｃｉａ ｏｆ Ｃｕｂａ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ｂｒｏｎｚｅ．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ｏｌ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ｎｓ ａｔｈｌｅｔｅ ｈａｓ ｅｖｅｒ ｗ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ｋ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ｗｏｎ ｏｖｅｒ １００ ｇｏｌｄ ｍｅｄ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４ ｂｕｔ ｉｔｓ 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ｏｎｌｙ ｇｏｔ
ｏｎｅ ｍｅｄａｌ ｆｒｏｍ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ｐｏｒｔ．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ｈｉｇｈ ｊｕｍｐｅｒ Ｚｈｕ
Ｊｉａｎｈｕａｓ ｂｒｏｎｚ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４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Ｇａｍｅ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ａｔｉｖｅ，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ａ ｔｒｕｃｋ ｄ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 ａｎ ｏｕ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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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２
Ｕｎｉｔ １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一、词汇运用
１． ｅｘｐｌｏｄｅｄ　 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３．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ｎｇ　 ４．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５．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ｓｔｙｌｅ
６． ｉｎ ｒｅｔｕｒｎ　 ７． ｔｏｏｋ ａｐａｒｔ　 ８． ａｔ ｗａｒ　 ９．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０． ｔｈｉｎｋ ｈｉｇｈｌｙ ｏｆ
二、语法填空
１． ｆｏｒ　 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　 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４． ｃａｌｌｅｄ　 ５． ａ　 ６． ｈｉｒｅｄ　 ７．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８． ｒｅａｄｅｒｓ　 ９． ｔｈｅｉｒ　 １０． ｕｎｔｉｌ
三、完形填空
１－５ ＢＤＣＡＡ　 ６－１０ ＤＣＢＣＡ　 １１－１５ ＡＢＣＤＡ　 １６－２０ ＣＢＢＡＤ
四、阅读理解
　 　 本文是一篇记叙文，介绍了具有超凡记忆力的钢琴奇才Ｓａｍｕｅｌ．他从
未学示音乐和钢琴，却可以准确无误地演奏出他亿听到过的乐曲。
１． Ｄ　 根据首段中的“ｈｅ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ｐｉｅｃｅｓ ｂｙ ｍｕｓｉｃｉａ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爥ａｆｔｅｒ ｈｅ ｈｅａｒｓ ｔｈｅｍ”可知答案。
２． Ｂ　 根据第二段中的“Ｓａｍｕｅｌ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ｌａｗｙｅｒ ａｓ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ｗｉｓｈ

ｏｆ ｈｉ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ｂｕｔ ｍｕｓｉｃ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ｏｌｄ ｈｉｍ 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ｍｕｓｉｃ
ｉｎｓｔｅａｄ”可知，学习音乐并非他的本意，最初是想听从父母之命做
一名律师。

３． Ｃ 　 根据第三段中的“Ｓａｍｕｅｌ ｃａ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ｗｈｙ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ｉｓ ｓｏ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以及“Ｉ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ａｎｏ，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ｉｎｇ 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ａｄ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ａｎ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可知
选择Ｃ。其他选项均不合题意。

４． Ｂ　 第四段尾句“Ｓａｍｕｅｌ ｓａｙｓ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ｌｙ，‘Ｉｔｓ ａｌｌ ａｂｏｕｔ ｓｕｐｅｒ ｍｅｍｏｒｙ—Ｉ
ｇｕｅｓｓ Ｉ ｈａｖｅ ｔｈａｔ ｇｉｆｔ’”中以说明Ｓａｍｕｅｌ对自已的超凡记忆力很自
信，也很自豪。故选Ｂ。

５． Ｂ　 虽然倒数第二段提到Ｓａｍｕｅｌ小时候就可以一字不漏地复述故事，
但全文主要还是有关Ｓａｍｕｅｌ音乐天赋的描述和介绍，不难看出答
案是Ｂ。

Ｕｎｉｔ ２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一、词汇运用
１．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２． ｒｅｐｌａｃｅ　 ３． ｍｏｔｔｏ　 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５．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６． ａｓ ｗｅｌｌ
７．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ｆｏｒ　 ８．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 ｉｎ　 ９． ｇｏｔ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ｔｏ　 １０．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二、语法填空
１． ｓｍｏｋｉｎｇ　 ２． Ｗｈｅｒｅ　 ３．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４． ａ　 ５．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６． ｆｏｒ　 ７． ｗｉｔｈｏｕｔ　
８． ｉｆ　 ９． ｔｏ ｋｉｃｋ　 １０． ａｒｅ ｄｙｉｎｇ
四、阅读理解

这是一篇记叙文，作者讲述了自已给残疾儿童上课的一个小故事：面
对故意在工艺室里捣蛋的男孩，作者任由其发泄，然后打开了男孩的心扉，
让男孩意识到了自已的错误行为。
１． Ｃ　 最后一段交代了这个男孩故意捣蛋的原因———“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ｉｄｎｔ

ｌｅｔ ｈｉｍ ｄｏ ｗｈａｔ ｈｅ ｋｎｅｗ ｗｅｌｌ ｄｕｅ ｔｏ ｓａｆｅｔｙ ｂｕｔ ａｓｋｅｄ ｈｉｍ ｔｏ ｄｏ ｗｈａｔ ｈｅ
ｄｉｓｌｉｋｅｄ”，这与Ｃ项的陈述是一致的。因此选Ｃ。

２． Ａ　 根据第四段内容可知，面对这个男孩的捣蛋，作者没有生气，作者了
解到这个男孩是想故意气老师，他需要沟通；由最后一段可知，如果
作者批评了他，正在敞开的大门会被牢牢地关上。由此判断选Ａ，作
者明白其中原因，不想使情况更糟糕。

３． Ｄ　 根据最后一段中的“Ｉｔ ｗａｓ ｐｕｒｅｌｙ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ｏ ｂｌａｍｅ ｏｒ ａｎｇｅｒ ｉｎ ｍｙ

ｔｏｎｅ”和“Ｔｈｉｓ ａｇａｉｎ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ｅｄ ｓｉｍｐｌｙ ａｓ ａ ｆａｃｔ”可推知应选Ｄ。
４． Ｂ　
５． Ｄ　 推理判断题。在美国，高耸的大桥通常是人们自杀的场所。根据

这个背景知识（失业），再结合第三段中的“ａ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ｍｙ ｌｏｓｓ ｏｆ ｈｏｐｅ”和这位巴基斯坦司机说的话可推断出司机以为作
者要到华盛顿桥去自杀。

６． Ｂ　 细节理解题。本题考查对复杂句的理解。答案可以在文章的最后
一句话中找到，第二个破折号后面ｂｕｔ引出的内容才是作者对司机
不愿等人的理解，即甚至抢银行的人也不能指望得到无条件的支
持。

７． Ｃ　 细节理解题。答案可从第三段第一句话中找到，Ｃ项是该句的同义
替换。Ａ项中的“ｄｏ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过于绝对；Ｂ项不符合
逻辑，因为司机不可能先问乘客是否要自杀再决定是否让这个乘客
坐车；巴基斯坦司机的例子表明司机不都是为了钱，因此Ｄ项不
正确。

８． Ｃ　 主旨大意题。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整篇文章的主题句，接下来
的各段内容都是围绕此主题展开的，只有Ｃ项最能概括文章大意。
本题最具干扰性的是Ｄ，事实上，该选项中的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ｍｅ意为
“烦人的”，而不是“陷入麻烦的”。因此不能用该词形容文中的乘
客，故排除Ｄ。

Ｕｎｉｔ 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一、词汇运用
１． ｓｏｌｖｅ　 ２． ｓｉｇｎａｌ　 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４． ａｒｏｓｅ　 ５．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６． ｍａｋｅ ｕｐ
７．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ｏｖｅｒ　 ８．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　 ９．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１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二、语法填空
１． ｗｈａｔ　 ２． ｃｕｐｓ　 ３． ｗａｓ ｓｅｒｖｅｄ　 ４． ｆｏｒ　 ５． ｒｅａｌｌｙ　 ６． ｔｏ ｇｏ　 ７． ｄｒｅｓｓｅｄ
８． ｔｈｅ　 ９． ｐａｙｉｎｇ　 １０． ｔｈｉｓ ／ ｔｈａｔ
三、阅读理解
　 　 轮子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最早的用途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无人
能回答。但是我们知道，轮子存在的时间已经超过５ ５００年。
１． Ｃ　 考查细节理解。由第二段第四句“Ｔｈｉ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ｄｉｄ

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ｇｏｏｄ ｊｏｂ ｏｆ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ｒｏｕｎｄ．”可
知，动物在运载农具和人这一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轮子一
时没有流行的原因。

２． Ｄ　 考查细节理解。由第三段最后一句“Ｔｈｅｒ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ｎ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ｗｈｅｅｌ ａｎ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ｒｒｉｖ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ｏａｄ
ｄｅｓｉｇｎ．”可知，在现代的道路设计之前，轮子和车辆的设计是没有重
大变化的。故Ｄ项“道路设计为轮子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正确。

３． Ｃ　 考查文章结构。根据第四段中的“ｍｉｄ１７００ｓ” “１８２０ｓ” “１８４６”
“１９６７”可知，整个段落是按时间顺序展开说明的。

４． Ｂ　 考查主旨大意。由文章全文内容尤其是第一段可知，本文主要介
绍了轮子的发展，所以Ｂ项正确。

　 　 本文讲述了应该教会孩子怎样花钱，钱的基本用途是什么，怎样用
钱买东西。
５． Ｇ　 由下文可知，当孩子对买东西感兴趣时，这时你向他讲述钱的事情。
６． Ｆ　 由上文可知，给孩子钱，让他买玩具，买完之后再和他谈一下怎样

用钱来买东西。
７． Ｄ　 由下文内容可知，孩子已有玩具，所以他不需再买，故Ｄ项正确。
８． Ａ　 由下文内容可知，给孩子几种选择，要他去选择买什么样的才省

钱。由此可知Ａ项正确。
９． Ｃ　 由下文内容可知，孩子可以自己选择。故Ｃ项正确。

Ｕｎｉｔ ４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一、词汇运用
１．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４． ｒｅｌｉｅｆ　 ５． ｉｎｃｏｍｅ　 ６． ｄｙｉｎｇ ｏｕｔ　
７．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８． ｉｎ ｄａｎｇｅｒ ｏｆ　 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１０． ｉｎ ｒｅｌｉｅｆ
二、语法填空
１． ｗｈａｔ　 ２． ｗｈｅｎ　 ３． ｎｅｒｖｏｕｓ　 ４． ｎｏｔ　 ５．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６． ｈａｒｄ　 ７． ｔｅｒｒｉｂｌｙ
８． Ｅｖｅｎ ｉｆ　 ９． ｓｃｏｒｅｄ ／ ｈａｖｅ ｓｃｏｒｅｄ　 １０． 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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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形填空
这是一篇夹叙夹议文，母亲离开家人一个人在巴西生活的经历使作者

感悟到要学会独立，照顾好自已。
１． Ｂ　 由上下文母亲比喻作者跳级的问题可知，母亲要升职，但是要到

巴西工作。ｐｒｏｍｏｔｅ意为“提升，晋升”。
２． Ｃ　 本句中的“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ｙｏｕ ｔｏ ｓｋｉｐ ａ ｇｒａｄｅ （跳级）”表明老师说孩子做

得好，因此选ｗｅｌｌ。
３． Ａ　 因为需要跳到高一个年级学习，所以要离开昔日的朋友。
４． Ｃ　 根据上下文的“Ｉ ｗａｓ ｐｕｚｚｌｅｄ”可知，作者对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

因此这个问题让作者思考了后半夜。ｋｅｅｐ ｍｅ ｗｏｎｄｅｒｉｎｇ表示“使我
冥思苦想”。

５． Ｄ　 根据第三段中的“ｔｈｅ ｔｏｕｇｈ ｃｈｏｉｃｅｓ”可知，这里指成年人必须做
的艰难决定。

６． Ａ　 下文中作者谈到想告诉母亲他每天的事情，由此可知，他每天晚
上着急地等候电话响。

７． Ｂ　 上文提到了母亲离开家到巴西工作，因此母亲不在这时。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表示“出席，到场”。

８． Ｃ　 由下文中的“ｈｏｗ ｌｏｎｅｌｙ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可知，作者看到
的是母亲住在空旷的公寓中。

９． Ｂ　 看到母亲生活的空旷的公寓，作者意识到母亲一定感觉很孤独。
１０． Ｄ　 这是一个强调句式，句中强调了时间状语“ｔｈｅｎ”，因此选ｔｈａｔ，

构成强调句式的结构。
１１． Ｂ　 由句中的“ｔｏｕｇｈ ｃｈｏｉｃｅｓ”可知，作者理解了母亲在平衡家庭和工

作上所作的艰难选择。ｂａｌａｎｃｅ是及物动词，表示“使均衡”。
１２． Ｃ　 在困难面前，她过去常常告诉作者。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表示“面临”。
１３． Ｃ　 由连词“ａｎｄ”可知，该空的词与“ｐａｓｓｉｏｎ”是近义词，再根据

上文的“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可知，应用满腔的热情、积极的态度
去应对困难。

１４． Ｄ　 回到家中，作者经常提醒自已母亲能做到的，他也能做到。
ｒｅｍｉｎｄ表示“提醒”。

１５． Ａ　 作者到巴西时，母亲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因此选
ｍａｎａｇｅ。

１６． Ｃ　 看到母亲一个人生活在巴西，作者认为自已也能学会独立。
１７． Ｄ　 作者学着照顾自已，并制定高的但可以实现的目标，句中的

“ｓｅｔ”和“ａｃｈｉｅｖａｂｌｅ”暗示着这里指目标。
１８． Ｂ　 由上文的“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ｎｏｗ ｂａｃｋ ｗｉｔｈ ｕｓ”可知，这里指作者的母

亲一个人在巴西生活的经历。
１９． Ａ　 因为母亲的离开，作者学会了独立生活，因此这样的付出得到了

回报。ｐａｙ ｏｆｆ表示“取得成功，奏效”。
２０． Ａ　 与母亲两地分离是不幸的，但是作者感悟很深，也培养了自已的

独立性，因此这是因社员得福。ｂｌｅｓｓｉｎｇ “幸事，福气”符合语
境。

四、阅读理解
１． Ｂ　 细节理解题。由文章第三段最后一句话及第四段中关键词

“ｃａｌｍｎｅｓｓ，ｓｉ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ｌｉｆｅ”等可知答案为Ｂ。
２． Ｂ　 细节理解题。由文章倒数第三段可看出。
３． Ｄ　 推理判断题。由第二段可知Ａ正确；由第三段可知Ｂ正确；由倒

数第四段可知Ｃ正确；由倒数第三段可知Ｄ不正确。
４． Ｃ　 主旨大意题。通览全文可知，本文主要介绍了“ｃｏｏｌ”这个词汇在

意思上的发展变化，从它的起源到后来在不同年代所代表的含义。
Ｕｎｉｔ ５　 Ｍｕｓｉｃ

一、词汇运用
１． ｒｏｌｌ　 ２． ｐａｓｓｅｒｓｂｙ　 ３． ｅｘｔｒａ　 ４．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５．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６． ｄｒｅａｍｓ ｏｆ
７． ｏｒ ｓｏ　 ８． ｗａｓ ／ ｗｅｒ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１０． ｐｌａｙ ｊｏｋｅｓ ｏｎ
二、语法填空
１． ｎａｉｌｓ　 ２． ａｎｄ　 ３． ｔｏ ｐｌａｙ　 ４． ｆｒａｍｉｎｇ　 ５． ｌｙｉｎｇ　 ６． ｎｅｗｌｙ　 ７． ｗｈｉｃｈ
８． ｗａｓ ｒｕｓｈｅｄ　 ９． ｉｔ　 １０． ｔｈｅ ／ ｔｈｉｓ

三、短文改错
Ａ

　 　 Ｉ ｗａ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ｔ ｍｙ ｃｏｕｓｉｎ
ｃｏｕｓｉｎｓ

ｈｏｕｓｅ． Ｓｉｎｃｅ ｈ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ａｓ ｒｉｃｈ
ｒｉｃ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ｍｉｎｅ，

ｈｅ ｈａｄ ｍｏｒｅ ｔｏｙｓ ｔｈａｎ Ｉ ｄｉ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ｏｎｅ ｏｎ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Ｉ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ｗａｎｔｅｄ． Ｉ

ｐｕｔ ∧
ｉｔ ／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ｏ ｍｙ ｐｏｃｋｅｔ ｗｈｅｎ ｈｅ ｗａｓｎｔ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Ｉ ｇｕｅｓｓｅｄ，ｅｖｅｎ ａｔ ｔｈａｔ ａｇｅ，Ｉ

ｗｏｕｌｄ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ｎｊｏｙ ｔｏ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ｏｙ ｏｒ ｆａｃｅｄ
ｆａｃｅ

ｍｙ ｃｏｕｓｉｎ ａｇａｉｎ；

Ｉ ｗｏｕｌ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ｋｎｏｗ Ｉｄ ｄｏｎ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ｗｒｏｎｇ． Ｌａｔｅ
Ｌａｔｅｒ

ｏｎ，ｍｙ ａｕｎｔ ｄｒｏｖｅ ｍｅ

ｈｏｍｅ． Ｗｈｅｎ ｓｈｅ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ｍｅ ｏｆｆ，Ｉ ｐｕ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ｏｙ ｓｌｏｗ
ｓｌｏｗｌｙ

ａｎｄ ｇａｖｅ ｉｔ ｂａｃｋ．

Ｓｈｅ ｋｎｏｗｓ
ｋｎｅｗ

ｗｈａｔ ｈａｄ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ｂｕｔ ｓｈｅ ｔｈａｎｋｅｄ ｍ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ｒ
ｎｅｖｅｒ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ｔ

ａｇａｉｎ．
Ｂ

　 　 Ｍ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ｉｓ ａ ｈａｒｄ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ｈｅ ｓｐｅｎｄｓ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ｏｎ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ｌｉｔｔｌｅ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ｌｙ ａｎｙ ｂｒｅａｋ， ｓｏ 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ｔｉｌｌ ｎｉｇｈｔ．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ｈａｖｅ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ｈｉｍ ｖｅｒｙ ｉｌｌ． “Ｈｅ ｈａｓ ｒｕｉｎｅｄ ｈｉｓ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ｈｅａｌｔｈ

． Ｗｅ ａｒｅ ｗｏｒｒｉ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ｈｉｍ．”Ｔｈａｔ ｉ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ｈａｔ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ａｙ．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Ｉ ｐａｉｄ∧
ａ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Ｍ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Ｉ ｗａｓ ｅａｇｅｒ ｔｏ ｓｅｅ ｈｉｍ，ｂｕｔ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ｈｅｒ

ｈｉｓ
ｒｏｏｍ Ｉ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Ｉ ｈａｄ ｔｏ ｃａｌｍ ｍｙｓｅｌｆ ｄｏｗｎ． Ｑｕｉｅｔｌｙ Ｉ ｓｔｅｐ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Ｉ ｓａｗ

ｈｉｍ ｌｙｉｎｇ ｉｎ ｂｅｄ，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ｗｅ ｈａｄ ｔａｋｅ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ｔｈａｔ ｈｅ ｍｉｓｓｅｄ ｕｓ ｊｕｓｔ ａｓ ｍａｎｙ
ｍｕｃｈ

ａｓ ｗｅ ｍｉｓｓｅｄ ｈｉｍ．

四、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８，２０１１
Ｄｅａｒ Ｍｒ Ｈｅａｄｍａｓｔｅｒ，
　 　 Ｉｍ Ｌｉ Ｙｕｅ，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Ｃｌａｓｓ １，Ｓｅｎｉｏｒ Ⅱ． Ｉ ａｍ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ｄｒａｗ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ｍｏｎｇ ｕ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ｂｌｉｎｇ．①Ｉｔ ｍａｋｅｓ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ｒ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ｈａ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Ｉ ａｌｗａｙｓ ｆｅｅｌ ａｓｈａｍｅｄ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Ｉ ｓｅｅ ｔｈｉｓ．②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ｎｏ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ｂｌｅ ａｂｏｕｔ． ③ Ｉ ｗｏｎｄｅｒ ｉ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ｕｌｄ ｐｌａｃｅ ｍｏｒｅ ｄｕｓｔｂｉｎ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ｓｅｔ ｕｐ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ｕｃ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④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ｇｏｏｄ
ｈａｂｉ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ｂｅｈａｖ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ｏｒｅ ｅｎｊｏｙａｂｌｅ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Ｙｏｕｒｓ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ｌｙ，
Ｌｉ Ｙｕｅ

【高级词汇】
ｄｒａｗ ｏｎｅ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吸引某人的注意力
ｄｏ ｈａｒｍ ｔｏ爥对……有害；有损于……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无论何时
ｊｏｉ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 ａ ｊｏｉ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共同的努力
【佳句变换】
１．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ｏｅｓ ｉｔ ｍａｋｅ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ｒ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ｔ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２． 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ｂｌｉｎｇ ａｒｅ ｎｏｔ ｗｈａｔ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
３． Ｉ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ｌａｃｅ ｍｏｒｅ ｄｕｓｔｂｉｎ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ｓｅｔ ｕｐ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ｓｔｏｐ ｓｕｃ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４．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ｒｙ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ｓｔ ｔｏ ｂｅｈａｖ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ｎ．



参考答案

２３１　　

综合质量评估（二）
１－５ ＢＣＣＡＣ　 ６－１０ ＣＡＢＡＡ　 １１－１５ ＢＡＣＢＣ　 １６－２０ ＣＡＣＢＢ
２１． ｍｉｎｄ　 ２２． ｙｅｔ　 ２３． ｆｒｉｅｎｄｓ　 ２４． ｎｏｔ　 ２５．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２６． ｈａｉｒｓｔｙｌｉｎｇ
２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２８． ｔｈｅ　 ２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３０． ｈａｖｅｎｔ ｄｅｃｉｄｅｄ．
　 　 一见钟情的爱情有时源于一个令人心醉的微笑。
３１． Ｂ　 我和一些朋友到了麦当劳，我们边聊边开怀大笑。从ｓｏｍｅ ｓｔｕｐｉｄ

ｓｔｏｒｉｅｓ可知选ｃｈａｔ。ｉｍａｇｉｎｅ想像；ｇｒｅｅｔ问候；ｌｅａｒｎ学习。
３２． Ａ　 从下文ｔｈａｔ ｓｗｅｅｔ ｓｍｉｌ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ｕｇｈｔ ｍｅ可知选Ａ。ｅｌｅｇａｎｔ优雅的；

ｐｒｅｃｉｓｅ准确的，精确的；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一致的。
３３． Ｃ　 当她们到柜台前点食物时。ｄｅｍａｎｄ要求；ｅｎｊｏｙ喜欢，欣赏；

ｏｒｄｅｒ点；ｌｉｆｔ举起。
３４． Ｃ　 从下句Ｂｕｔ，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ｍｅ可知。
３５． Ａ　 从下段中ｓｈ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ｇａｖｅ ｍｅ ｈｅ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ｅｒ ｎａｍｅ可知：我走近

她们，问她的电话号码。ａｓｋ ｆｏｒ要求；ａｐｐｌｙ ｆｏｒ申请；ｒｅａｃｈ ｆｏｒ伸
手去够；ｌｏｏｋ ｆｏｒ寻找。

３６． Ｂ　 她家没有电话，没有可能同她讲话。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没有可
能性。

３７． Ｄ　 从下句Ｗｈｅｔｈｅｒ ｓｈｅ ａｇｒｅ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ｔｅ可知。
３８． Ａ　 她能否接受我的邀请，我也不知道。ｆｏｒ因为。
３９． Ｂ　 我们约在利多影院见面，一起看电影。ｗａｔｃｈ ａ ｍｏｖｉｅ看电影。
４０． Ｃ　 她出现了，脸上依旧挂着那甜美的微笑。ｉｎｄｉｃａｔｅ表明，暗示；

ｆｏｒｃｅ挤出；强迫；ｗｅａｒ留着，挂着；ｐｒｅｔｅｎｄ假装。
４１． Ａ　 我们只有通过书写才能交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交流；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经历，

体验；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采访；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参加。
４２． Ｄ　 她告诉我她很开心也很担心。ｃｕｒｉｏｕｓ好奇的；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关心的；

ｈｏｌｙ神圣的；ｈａｐｐｙ高兴的，幸福的。
４３． Ｂ　 从下文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Ｉ ａｍ ａｎｄ ｎｏｔ ｏｕｔ ｏｆ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可知：因为她不知道我

对她的爱是出于同情还是发自内心。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体贴；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同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婚姻；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财产。

４４． Ｃ　 直到在一个月后我考试结束时，我终于明白，我是真的爱上她了。
ｓｈｙｌｙ害羞地；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立即地；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最终地；ｐｒｏｕｄｌｙ骄
傲地。

４５． Ａ　 我去了她的家里，这让她相当吃惊。她没想到我会去她家，故选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而ｃｈｅｅｒｆｕｌ “高兴的”放在此与女孩当时的心情不符
合。

４６． Ｂ　 她又大又黑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摄人心魄。
４７． Ｃ　 她拿起笔，写下了这句话。
４８． Ｄ　 我也爱你，我现在知道，你不是出于同情而爱我，而是真的喜欢

我本人，我不会后悔和你在一起的决定。ｓｃｅｐｔｉｃａｌ怀疑的；ａｂｒｕｐｔ
唐突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决定的；ｓｕｒｅ确信的。

４９．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决定，决心；ｐｒｏｍｉｓｅ诺言；ｐｒｉｄｅ骄傲；ｄｕｔｙ职责。
５０． Ｃ　 我从未跟她吵过架，即使在纸上也从来没有过，我永远不会和她

吵架。ｙｅｔ还；ａｌｓｏ也；ｅｖｅｎ甚至；ｉｎｄｅｅｄ的确。
５１． Ｂ　 主旨大意题。第一篇短文主要讲述电视剧《西游记》将以３Ｄ的

形式重返电视荧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３Ｄ版的美猴王。故答案
为Ｂ。

５２． Ｃ　 细节理解题。由第一篇短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可推知答案。其他三
项均不符合文意。

５３． Ａ　 推理判断题。第二篇短文简单介绍了“ｔｈｅ Ｓｏｌａｒ Ｒｏａｄｗａｙ”这种新
型、环保的高科技公路的概念、构成及与传统概念公路相比较的
优势。故可推知作者认为其发展前景应该很光明。

５４． Ｄ　 推理判断题。通读第二篇短文，尤其是根据其中的一些关键词，
如Ｓｏｌａｒ，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ｐａｎｅｌ，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ｓ，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ｏｎｇ ｇｌａｓｓ以
及ＬＥＤ可知该篇文章最有可能出自一篇科技报道。故答案为Ｄ。

　 　 人们用嘴巴吃饭、说话、喊叫和歌唱。但是你知道有关ｍｏｕｔｈ的短
语吗？
５５．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的首句“爥ｉｆ ｙｏｕ ｓａｙ ｂａ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ｍｉｇｈｔ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ａｙ ‘Ｄｏ ｎｏｔ ｂａｄ ｍｏｕｔｈ ｍｅ．’”
可知答案。

５６． Ｂ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的第二、三、四句可知“当人们发现自
己说错话时，就会说“Ｉ ｒｅａｌｌｙ ｐｕｔ ｍｙ ｆｏｏｔ ｉｎ ｍｙ ｍｏｕｔｈ （我说错了）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５７． Ａ　 推理判断题。根据第四段的“Ｔｈｉｓ ｒｉｃｈ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ｆ 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 ｌ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ａｎｄ ｔｏ ｍｏｕｔｈ．”可推出他应该是一个穷人。

５８． Ｄ　 句意理解题。根据最后一段中的“Ｂｕ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ｔａｌｋ．”可
推知下一句作者说自己已经谈得太多了。

　 　 经常上网的人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浏览网页（ｓｕｒｆ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时总是跳出一些广告，内容还都是你最近想买的商品。别误
会，你的电脑还没智能到读懂你的想法———是你的个人隐私被出卖啦！
赶快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５９． Ｂ　 主旨大意题。本文介绍了上网时个人信息如何被别人收集并被出

售的。故选择Ｂ项。
６０． Ｂ　 推理判断题。根据文章第一段以及下文可知，当一个人上网时，

他的信息有可能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别人泄露或出售。
６１．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六段“Ｔｈｅｓｅ ｂｅａｃｏｎｓ ｉ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ｒ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ｅ，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可知选Ｃ项。根据第六段“Ｔｈｅ ‘ｃｏｏｋｉｅ’—ａ ｔｉｎｙ
ｔｅｘｔ ｆｉｌｅ ｐｕｔ ｏｎ ｙｏｕｒ ＰＣ ｂｙ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爥”可知Ａ错误。根据第四段
“Ｌｏｔａｍ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ｏ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可知Ｂ错
误。根据第六段“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ｅｗ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ｏｏ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ｅａｃｏｎｓ爥”可知Ｄ错误。

６２． Ｂ　 推理判断题。根据文章倒数第三段“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ｒ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ｌ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可知，作者指出互联网用户面临着空前的威胁。
所以，可以推断作者对这个问题非常担心。所以选Ｂ。

６３． Ｄ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一段的“ｌｅｔ ｔｈｅｍ ｓｅｅ ｈｏｗ ｙｏｕ ｈａｎｄｌｅ ｔｈｅｍ”可
知Ｄ项正确；ｈａｎｄｌｅ此处意为“处理”。

６４． Ａ 　 细节理解题。根据原文第五段的“Ａｌｌｏｗ ｙｏｕ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ｗｏｒｋ
ｔｈｉｎｇｓ ｏ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ｙｏｕ ｏｆｆｅ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可知父母应先
让孩子自己想办法做事，而不是先给孩子提建议。其他三项内容
均可在文中找到细节。

６５． Ａ　 词义猜测题。此处是建议小孩培养家庭以外的兴趣。
　 　 本文讲述的是保持思维灵敏的简易方法。即：聚焦未来，散步，学
习新知识。
６６． Ｆ　 下文的１，２，３条就是避免思维迟钝的方法。
６７． Ａ　 由下文可知经常做计划，制定短期或长期目标的人会做得更好，

要保持思维超前，故Ａ项正确。
６８． Ｅ　 由下文可知：同朋友约会喝咖啡这样的简单事情也行，所以你不

必担心。
６９． Ｇ　 由上文可知：锻炼能产生有益大脑的化学物质，后一句是进一步

说明，故Ｇ项正确。
７０． Ｃ　 由上句可知对大脑最好的事情是你学新东西时，身体也要动，即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事，就像学习园艺以及和朋友跳舞
这样的事情。

短文改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ＵＦＯ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ｗｅｒｅ

ｗａｓ
ｓｔｅａｄｙ，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 ｗｅｅｋｓ
ｗｅｅｋ

． Ｗｈｅ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ｏｎ Ｍｏｎｄａｙ，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６，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ｆｉｌｍ ａｂｏｕｔ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ｔｏ
ｆｒｏｍ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ｗ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ｏｎ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ａｎ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ｉｇｈｔ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ｒ，Ｗａｙｎｅ Ｔｙｌｅｒ，ｗｈｏ ∧

ｗａｓ ／ 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ｌｌ ｓｕ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ａｋｅ

ｈｉ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ｋｎｏｗｎ． Ｔｈｅｙ
Ｈｅ
ｗｒｏｔｅ ａ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ｈｉｃｈ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ＵＦＯ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ｑｕｉｔ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ｂｙ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ｌｌｏｗ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ｒａｐｉｄ ｄｒｏｐ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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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ｉｇｈｔｉｎｇ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 ｔｈｏｕｇｈ ／ ｂｕｔ ｙｅｔ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ｌｅｖｅｌ．
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ａｒ Ｔｏｍ，

①Ｈａｖｅｎｔ ｓｅｅｎ ｙｏｕ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ｓｉｎｃｅ ｗｅ ｐａｒｔｅｄ ｌａｓ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
ｍｏｎｔｈ ｓｉｎｃｅ ｙｏｕ ｃａｍｅ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Ｎｅｘｔ ｍｏｎｔｈ Ｉ ｗｉｌｌ ｇｏ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ｏ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ｎｔｅｓｔ．②Ｗｈａｔ ｗｏｒｒｉｅｓ ｍｅ ａ ｌｏ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Ｉ ａｍ ｒｅａｌｌｙ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③ Ｆｏｒ ｍｅ，ｉｔ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ｒｕｌｅｓ ｂｕｔ Ｉ ａｍ ｐｏｏｒ ｉｎ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ｉｔ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ｐｌｅａｓｅ ｄｏ ｍｅ
ａ ｆａｖｏｕｒ？Ｉ ｗｏｕｌ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ｉｔ ｉｆ ｙｏｕ ｃａｎ ｇｉｖｅ ｍｅ ｓｏｍｅ ａｄｖｉｃｅ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④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ｙ，Ｉ ｗｉｌｌ ｃａｌｌ ｏｎ ｙｏｕ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ｍ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ｙｏｕｒ ｒｅｐｌｙ．

Ｙｏｕｒｓ ｔｒｕｌｙ，
Ｌｉ Ｈｕａ

【高级词汇】
ｐａｒｔ分开；分离
ｗｈａｔ ｗｏｒｒｉｅｓ ｍｅ ａ ｌｏｔ ｉｓ爥使我非常担心的是……
ｐｕｔ爥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将……付诸实践
【佳句变换】
１． Ｗｅ ｈａｖｅｎｔ ｓｅｅｎ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ｍｏｎｔｈ．

２． Ｉｔ ｗｏｒｒｉｅｓ ｍｅ ａ ｌｏｔ ｔｈａｔ Ｉ ｒｅａｌｌｙ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ｅｔ
ａｌｏｎｅ ｕｓ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 Ｉｔｓ ｅａｓｙ ｆｏｒ ｍｅ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ｒｕｌｅｓ ｂｕｔ ｔｏｏ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ｍｅ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ｍ．

４．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ｙ，Ｉｌｌ ｖｉｓｉｔ ｙｏｕ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ｉｓ ｏｖｅｒ．
听力材料原文：
Ｔｅｘｔ １
Ｗ：Ｌｅｔｓ ｇｏ ｔｏ ｂｅｄ ｅａｒｌｙ ｔｏｎｉｇｈｔ． Ｙｏｕ ａ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ａｋｅ ａ ｐｌａｎ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ａｒｅｎｔ
ｙｏｕ？

Ｍ：Ｉｔｓ ＯＫ． Ｉ ｄｏｎｔ ｆｅｅｌ ｔｏｏ ｔｉｒｅｄ．
Ｗ：Ｙｏｕｒｅ ｎｏｔ ｗｏｒｒｉｅｄ ｙｏｕ ｍｉｇｈｔ ｇｅｔ ａｉｒｓｉｃｋ？
Ｍ：Ｄｏｎｔ ｗｏｒｒｙ，Ｉ ｎｅｖｅｒ ｇｅｔ ａｉｒｓｉｃｋ．
Ｔｅｘｔ ２
Ｗ：Ｉ ｃａｎ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ｏｕｒ ｂｏｓｓ ｉ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ｅ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Ｍｉｋｅ．
Ｍ：Ｗｈｙ ｎｏｔ？Ｈｅｓ ｖｅ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Ｗ：Ｂｕｔ ｈｅ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ａ ｆｏｏｌ．
Ｍ：Ｄｏｎｔ ｊｕｄｇｅ ａ ｂｏｏｋ ｂｙ ｉｔｓ ｃｏｖｅｒ． 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Ｈ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ｈｅｒｅ ｓｉｎｃｅ ｈ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Ｔｅｘｔ ３
Ｍ：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ｇｏｏｄ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ｙ ｗｉｌｌ ｇｅｔ ｈｏｍｅ ｔｏｄａｙ．
Ｗ：Ｗｅｌｌ，Ｉ ｈｏｐｅ ｓｈｅ ｄｒｉｖｅｓ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ｓ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ｏｆ
ｙｅａｒ．

Ｍ：Ｏｈ． Ｍａｒｙｓ ａ ｇｏｏｄ ｄｒｉｖｅｒ．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ｅｒ．
Ｔｅｘｔ ４
Ｗ：Ｈｅｌｌｏ，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Ｉ ｄｏ ｆｏｒ ｙｏｕ？
Ｍ：Ｉ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ｐａｙ ｍｙ ｐｈｏｎｅ ｂｉｌｌ．
Ｗ：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Ｍ：６５４７４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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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ｏｕ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ｒｉｔｅ ｔｏ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ｏｌ． ｃｏｍ． Ｗｅ ｍｉｇｈｔ ａｎｓｗｅｒ ｙｏｕ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ｈｏｗ． Ｓｏ ｐｌｅａ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

必修 ３
Ｕｎｉｔ １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一、词汇运用
１． ｏｂｖｉｏｕｓ　 ２．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３．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４． ｂｅｌｉｅｆ　 ５．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６． ａｓ ｉｆ
７．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ｔｒｉｃｋ ｏｎ　 ８． ａｒ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９． 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１０． ｈｅｌ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ｒｅａｔｈ
二、语法填空
１． Ａｓ。ａｓ在此为关系代词，引导定语从句，表示“正如”。
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此处要表达的是网络（的费用）也是包含在租金里的，因此
应该用被动语态。

３． ｆｕｌｌｙ。空格处的单词应该是用来修饰ｆｉｔｔｅｄ的，因此要用副词。
４． ｔｈｅ。此处特指从窗户往外能看到的公园，因此用定冠词ｔｈｅ。
５． ｓｍａｌｌｅｒ。由空格后面的ｔｈａｎ Ｉ ｔｈｏｕｇｈｔ可知，此处应该用比较级形式。
６． ｗｈｉｃｈ。在此ｗｈｉｃｈ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２００。
７． ｂｕｔ。此处指语气的转折，故用ｂｕｔ。
８． ｇｏｎｅ。此处表达的意思是楼上的房间已被租出去了，故用现在分词形
式。

９． ｃａｎ。在此ｃａｎ表示“能够”的意思。
１０． ａｄｖａｎｃｅ。ｉｎ ｄａｖａｎｃｅ为固定短语，表示“事先，预先”。
三、完形填空
１－５ ＡＢＤＣＡ　 ６－１０ ＡＣＢＤＡ　 １１－１５ ＢＡＣＣＤ　 １６－２０ ＡＣＡＢＡ
四、阅读理解

本文是一篇夹叙夹议义，介绍了英文句子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ｌｅｓｓ ａ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对几个人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诠释了其
真正含义“行善施美随时随意可为”。
１． Ｂ　 根据文章第一、二段内容可知，Ｎａｔａｌｉｅ Ｓｍｉｔｈ帮另外六辆车缴费的

善举源于她在朋友家看到的一句话“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ｌｅｓｓ ａ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

２． Ａ　 Ｊｕｄｙ Ｆｏｒｅｍａｎ把那句话抄下来，完全是出自对那句话的欣赏和喜
欢，文章第三段中的“Ｉ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ｔ ｗａ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有提示。

３． Ｄ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Ｓｍｉｔｈ和Ｊｕｄｙ Ｆｏｒｅｍａｎ只是把那句话抄下来，记着Ａｌｉｃｅ
Ｊｏｈｎｓｏｎ则是把它登在了报纸上。唯有Ａｎｎ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在“ｔｕｒｎｉｎｇ ｉ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ｉｎ ｈｅｒ ｍｉｎｄ ｆｏｒ ｄａｙｓ”之后，领悟到了那句话，即“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ｌｅｓｓ ａ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的真正含义，中文意
思为“行善施美随时随意可为”。故选Ｄ项。

４． Ｃ　 根据上下文可知，句中的“ｂｕｉｌｄ ｏｎ ｉｔｓｅｌｆ”相当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是
“重现，复制，再生”的意思。故选Ｃ项。

５． Ｂ　
Ｕｎｉｔ ２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ａｔｉｎｇ

一、词汇运用
１． ｄｉｅｔ　 ２． ｆｒｉｅｄ　 ３． ｌｉｍｉｔｓ　 ４． ｒａｗ　 ５．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６． ｉｎ ｄｅｂｔ　 ７． ｂｅｆｏｒｅ ｌｏｎｇ
８． ｔｏ ｅａｒｎ ｈｉｓ ｌｉｖｉｎｇ　 ９． ｇｅｔ ｔｉｒｅｄ ｏｆ　 １０． ｔｏ ｌｏｓｅ ｗｅｉｇｈｔ
二、语法填空
１． ａ。泛指“一顿可口的饭菜”，用不定冠词。
２． ｗａｓ。句中主语为ｏｎｅ ｔｈｉｎｇ，所填词在句中作谓语，描述过去发生的事
情，故用ｗａｓ。

３． 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所填词引导定语从句，在从句中作主语，先行词指物，故
用ｔｈａｔ或ｗｈｉｃｈ。

４． Ｂｕｔ。所填词连接的两个子为转折关系，故用ｂｕｔ。
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此处作定语修饰ｃｉｔｙ，故用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形容词形式。
６．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所填词作ｏｆ的宾语，被ｏｕｒ修饰，故用ｅｘｉｓｔ的名词形式。
７．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ｅ与ｓｔａｎｄ之间是逻辑上的主动关系，故用现在分词形式。
８． ａｎｄ。所填词在句中连接并列谓语，故用ａｎｄ。
９． ｗｈｙ。所填词引导宾语从句，在从句中作原因状语，故用ｗｈｙ。
１０． ｗｉｔｈ。ｐｕｔ ｕｐ ｗｉｔｈ “忍受”，为固定搭配。
三、阅读理解
１－５ ＣＢＡＣＣ　 ６－１０ ＤＢＦＣＧ

Ｕｎｉｔ ３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ｏｕｎｄ Ｂａｎｋ Ｎｏｔｅ
一、词汇运用
１． ｉｎｄｅｅｄ　 ２． ｓｔａｒｉｎｇ　 ３． ｐａｔｉｅｎｃｅ　 ４． ｆａｕｌｔ　 ５． ｗａｎｄｅｒｅｄ
６． ｗ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ｕｐ　 ７．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８． ｂｙ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９．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ｏｔ　 １０．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ｉｅｎｃｅ
二、语法填空

Ａ
１．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　 ２． ｍｕｓｔ　 ３． ｍｉｎｄ　 ４． ｆｒｏｍ　 ５． ｃｅｌｅｂｒｏｔｉｎｇ　 ６． ｉｔ 　 ７． ｂｅｃａｕｓｅ　
８． Ｄｏ　 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１０．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
１． ｆｒｏｍ　 ２． ｈｏｗ　 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５． ｗｉｔｈ　 ６． Ｎｅａｔｌｙ
７． ａｒｅ ａｃｃｅｐｅｄ　 ８． ａ　 ９． ｒｅｓｔ　 １０． ｉｔ
三、短文改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ｆｅｗ
ｗａｙｓ ｔｏ ｐａｙ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ｅｅｓ． 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ａｙ ｔｈｅ ｆｅｅｓ． 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ｆｏｒ
ａ ｂａｎｋ ｌｏ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ｔｒｙ ｔｏ ｆｉｎｄ ｐａｒｔｔｉｍｅ ｊｏｂｓ ｉｎ ａｎｄ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ｕｓ．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ｍａｎｙ ｇｏｏ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ｗｉｎ 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Ｂ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ｐａｙ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ｅｓ． Ａｓ ｔｏ ｍｅ，Ｉ ｗｉｌｌ ｌｅｔ ｍｙ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ａｙ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ｙ

ｆｅ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
ｎｏｔ
ｒｉｃｈ ｅｎｏｕｇｈ． Ｂｅｓｉｄ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ｍｙ ｓｔｕｄｙ，Ｉ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ｕｐ ａ ｐａｒｔｔｉｍｅ

ｊｏｂ ｂｙ ｔｅａｃ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ｔｈ，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Ｉｍ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Ｉ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ｗｏｒｋ ｖｅｒｙ ｈａｒｄ

ａｔ ｍ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ｔｈａｔ
Ｉ ｃａｎ ｅａｓｉｌｙ ｗｉｎ 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四、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ｐａｙｉｎｇ 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ａｂｏｕｔ ８５ 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ｓ ｐｏｏｒ． Ｙｅｔ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ａｓｏｎｓ，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ｏｎｔ
ｗａｎｔ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５１． 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ｊｕｓｔ ｕｓｅ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ｏ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ｗａｓｔｅ ｔｉｍ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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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 ３２． 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ｏ ｂｕｓ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０． 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ｐｒａｃｔｉｓｉｎｇ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ｓ ｕｓｅｌｅｓ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ｙｉｎｇ ｇｏｅ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ｍａｎ．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ａｎｄ ｎｅａｔ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 ｍ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ｍｏ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ｎｉｔ ４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
一、词汇运用
１．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３． ｐｕｌｌｉｎｇ　 ４． ｐｕｚｚｌｅｓ
５． ｈａｒｍｆｕｌ　 ６． ｇａｖｅ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７． Ｎｏｗ ｔｈａｔ
８．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９． ｗａｔｃｈ ｏｕｔ　 １０． ｇｅｔ ｔｈｅ ｈａｎｇ ｏｆ
二、语法填空
１． ｗｈｉｌｅ。前后两种情况的对比可知用连词ｗｈｉｌｅ。
２． ｗｈｅｒｅ。此处引导定语从句，在从句中作地点状语，故用ｗｈｅｒｅ。
３． ｔｈｅ。形容词ｐａｓｔ用在句词前作定语，其前需用定冠词。
４．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句子谓语为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ｐｒｏｖｉｄｅ需用非谓语动词形式。ｐｒｏｖｉｄｅ
与ｗｅｂｓｉｔｅｓ是主动关系，故用现在分词

５．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所填词作定语修饰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被ｔｈｅ修饰表示最高级意义，故
用ｇｒｅａｔ的最高级形式。

６．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由主句的现在完成时可知ｓｉｎｃｅ引导的从句用一般过去时。
７． Ｉｆ。所填词引导条件状语从句，意为“如果”，故用ｉｆ。
８． Ｆｉｎａｌｌｙ。作句子的状语，表示时间，意为“最后”，故用副词ｆｉｎａｌｌｙ。
９． ｆｏｒ。此处意为“你应该为了你的学习设立目标”，ｆｏｒ意为“为了”。
１０． Ｔｈｅｙ。所填词在句中作主语，指代ｓｏｍｅ ｇｏａｌｓ，故用ｔｈｅｙ。
三、完形填空
　 　 本文是一篇记叙文。作者与妻子约定七点在餐馆就餐，但是作者的迟
到以及解释让彼此产生误解。向朋友描述了这种情况后，朋友指出了问题
所在。于是作者开始理解妻子。
１． Ｂ　 根据上文“Ｉｔ ｗ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ｈａｌｆ ｐａｓｔ ｓｅｖｅｎ ａｎｄ Ｉ ｗａｓ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ｌａｔｅ ａｇａｉ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ｎｎｅｒ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ｍｙ ｗｉｆｅ，Ｅｌｅａｎｏｒ”可知，作者和妻子
已经同意七点在餐馆见面。ｓｔａｒｔ意为“开始”；ａｇｒｅｅ意为“同
意”；ｃｏｎｔｉｎｕｅ意为“继续”；ｎａｎａｇｅ意为“设法”。故选Ｂ。

２． Ａ　 根据下文“Ｉ ｈａｄ ａ ｇｏｏｄ ｅｘｃｕｓｅ”可知，作者庆幸的是，作者有一个
不错的借口，ｔｏ ｏｎｅｓ ｒｅｌｅｆ意为“让某人庆幸的是”，为固定用法。
故选Ａ。

３． Ｄ　 根据下文“ａｎｄ Ｉｄ ｗａｓｔｅｄ ｎｏ ｔｉｍｅ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ｎｎｅｒ”可知，业务
会议刚结束，而且“我”没有浪费时间就赶过来吃饭。ｂｒｅａｋ ｏｕｔ
意为“爆发”；ｃｌｏｓｅ ｄｏｗｎ意为“关闭”；ｆａｄｅ ａｗａｙ意为“逐渐消
失”；ｒｕｎ ｏｖｅｒ意为“过去，碾过”。故Ｄ项符合语境。

４． Ｃ　 根据上文“Ｗｅ ｈａｄ 　 ４　 ｔｏ ｍｅｅｔ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ｔａｕｒａｎｔ ａｔ ｓｅｖｅｎ ｏｃｌｏｃｋ”可
知选Ｃ。

５． Ａ　 作者能够分辨出来他的妻子生气了。ｃｏｕｌｄ意为“能够”；ｍｕｓｔ意
为“必须”；ｗｉｌｌ意为“将”；ｍｉｇｈｔ意为“可能，也许”。故选Ａ。

６． Ｄ　 作者认为迟到是无法避免的事情。ｍｏｖａｂｌｅ意为“可移动的”；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意为“舒适的，舒服的”；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意为“可接爱
的”；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意为“可避免的”。

７． Ａ　 然而，作者的解释似乎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Ｈｏｗｅｖｅｒ意为“然
而”，符合语境，故选Ａ。

８． Ｃ　 作者的解释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也把他逼得发疯。故Ｃ项符合
语境。

９． Ｄ　 作者向他的朋友Ｋｅｎ Ｈａｒｄｙ描述（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了当时的情况。故选
Ｄ。

１０． Ｂ　 ｍａｋｅ ａ ｍｉｓｔａｋｅ意为“犯错误”，为固定知语。故选Ｂ。
１１． Ａ　 作者犯的错误是他陷入到自已的思维方式中。ｂｅ ｓｔｕｃｋ ｉｎ意为

“陷入，困住”，为固定短语。故选Ａ。
１２． Ｄ　 作者没打算迟到。ｉｎｔｅｎｄ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意为“打算去做某事”，为固

定用法。故选Ｄ。
１３． Ｂ　 根据上文“Ｂｕｔ ｔｈａｔ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可知，重要的是作者的迟到如

何影响了Ｅｌｅａｎｏｒ。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意为“重要的”，符合语境，故选Ｂ。

１４． Ａ　 作者的朋友指出作者关注的是意图，而作者妻子关注的是结果。
前后两句进行对比，故用ｗｈｉｌｅ “而，却”。故选Ａ。

１５． Ｃ　 作者和妻子两人者感到被误解了并很生气。ｂｏｔｈ意为“两者都”，
符合语境，故选Ｃ。

１６． Ｄ　 作者逐渐地认可了这种分岐的根本原因。ｕｓｕａｌｌｙ意为“通常”；
ｍｅｒｅｌｙ意为“仅仅，只不过”；ｈａｒｄｌｙ意为“几乎不”；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意为“逐渐地”。故选Ｄ。

１７． Ｂ　 真正重要的是行动的结果。ｍａｔｔｅｒ意为“要紧，有关系”，符合语
境，故选Ｂ。

１８． Ａ　 作者本应该通过表达他的行为如何影响了Ｅｌｅａｎｏｒ开始谈话的。
ｈｏｗ意为“怎么样，如何”，符合语境，故选Ａ。

１９． Ｄ　 此处指把讨论意图留到以后，再以后，甚至从不讨论。ｓａｖｅ意为
“保留，储存”，符合语境，故选Ｄ。

２０． Ｃ　 之后，作者和妻子谈话并且真正地理解了自已迟到时妻子的感受
后，作者已经设法更经常地准时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意为“理解”，符
合语境，故选Ｃ。

四、阅读理解
１－４ ＣＢＡＤ

Ｕｎｉｔ ５　 Ｃａｎａｄａ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Ｎｏｒｔｈ”
一、词汇运用
１． ｎｅａｒｂｙ　 ２． ｃｈａｔｔｉｎｇ　 ３． ｂｏｒｄｅｒ　 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５． ｓｌｉｇｈｔ
６． ｈａｓ ａ ｇｉｆｔ ｆｏｒ　 ７．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８．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ｄｏｗｎ
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１０． ｃａｕｇｈｔ ｓｉｇｈｔ ｏｆ
二、语法填空
１． ｗｉｌｌ ｂｅ。根据时间标志词ｎｅｘｔ ｍｏｎｔｈ可知，本句为一般将来时，故空格
应填入ｗｉｌｌ ｂｅ。

２． Ｗｈａｔ。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Ｉ ｄｏ ｆｏｒ ｙｏｕ是固定搭配，意为“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注意首字母要大写。

３． ｔｏ ｊｏｉｎ。此处意在表达“你不得不排队”，故空格处填入ｔｏ ｊｏｉｎ，ｈａｖｅ
ｔｏ为固定短语，意为“不得不”。

４． ｂｅｆｏｒｅ。分析句意可知，在分到学校宿舍之前，可以需要等几个月甚至
一年的时间，故空格处填入ｂｅｆｏｒｅ。

５． ｔｈｅｒｅ。此处是ｔｈｅｒｅ ｂｅ句型，故空格处填入ｔｈｅｒｅ。
６． ｍｏｖｉｎｇ。结合空格前的ｍｙ可知，此处应填入ｍｏｖｅ的ｉｎｇ形式。
７． ｈｏｗ ｍｕｃｈ。结合下文Ａｂｏｕｔ％ １００ ｐｅｒ ｍｏｎｔｈ可知，此处是在询问价格，
故填入ｈｏｗ ｍｕｃｈ。

８． ｃｈｅａｐｅｒ。结合空格后面的ｔｈａｎ可知，此处为比较结构，故填入ｃｈｅａｐ
的比较级ｃｈｅａｐｅｒ。

９． ａｓｋｉｎｇ。本句主语ｓｔｕｄｅｎｔｓ与ａｓｋ是主动关系，故空格入填入其ｉｎｇ形式
作状语。

１０． ｉｆ。空格所在句为条件状语从句，故填入ｉｆ，表示“如果”。
三、阅读理解
１－５ ＤＤＢＤＤ　 ６－９ ＡＣＦＧ

综合质量评估（三）
１－５ ＣＢＢＢＡ　 ６－１０ ＣＢＣＣＣ　 １１－１５ ＡＢＢＣＣ　 １６－２０ ＢＣＣＢＣ
２１． ｗｉｌｌ ｂｅ。此处意为“试着记住他们有一天会到３３岁的”，描述将来要
发生的事性，用一般将来时。

２２． ｂｅｌｉｅｆｓ。所填词作表语且有ｌａｔｅｓｔ修饰，故作ｂｅｌｉｅｖｅ的名词形式；再
由ａｒｅ可知用复数。

２３． ｗｈｅｎ。所填词引导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ｔｈｅ ａｇｅ，在从句中作时间状
语，故用ｗｈｅｎ。

２４． ａｎｄ。此处前后两个句子是并列顺承关系，故用连词ａｎｄ。
２５． ｂｅｓｅｄ。前面所描述的结果和ｂｅｓｅ为被动关系，故用ｂａｓｅ的过去分词。
２６． ｕｎｓｅｌｆｉｓｈ ／ ｓｅｌｆｌｅｓｓ。由上文可知，此处意为“我们年龄越大，就会越无
私”，故用ｕｎｓｅｌｆｉｓｈ或ｓｅｌｆｌｅｓｓ。

２７． ａ。ｔｕｒｎｉｎ修饰可数句词单数ｐｏｉｎｔ，泛指“一个转折点”，故用不定冠
词ａ。

２８． ｔｏ ／ ｗｏｗａｒｄｓ。此处意为“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ａｔｔｉｔｕｄｅ搭配ｔｏ ／
ｔｏｗａｒｄｓ。



参考答案

２３５　　

２９． ｈｏｗｅｖｅｒ。所填词连接的句子和前文为转折关系，且被逗号隔开，故
用ｈｏｗｅｖｅｒ。

３０． ｗｈａｔ。所填词引导表语从句，在从句中作主语，故用ｗｈａｔ。
３１－３５ ＡＤＢＣＡ
３６－４０ ＢＣＣＢＤ　 ４１－４５ ＡＤＤＡＣ　 ４６－５０ ＢＣＤＤＡ　 ５１－５５ ＢＢＢＣＢ
５６－６０ ＡＣＢＢＣ　 ６１－６５ ＡＤＡＣＤ　 ６６－７０ ＦＢＥＣＧ
短文改错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Ｉｍ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ａｌｋ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ｔｅａ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ｔ ｉｓ ｓａｉ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８００ｓ． Ｈａｖ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ｕｎｃｈ ａｎｄ ｄｉｎｎｅｒ，ｔ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ｍｉｇｈｔ 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ｒｖｅｄ ｕｎｔｉｌ ８ ｏｃｌｏｃｋ ａｔ

ｎｉｇｈｔ． Ｔｈｉｓ ｃｕｓｔｏｍ ｓｏｏｎ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ｌ ｏｆ ∧
ｔｈｅ
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ｙ

，ｉｔ ｈａｄ ａ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ｗｉｔｈ ／ ｔｏ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瓷器）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ｅ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ｒａｎｋ
ｄｒｕｎｋ

ｆｒｏｍ ｃｕｐ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ａｎｄｌ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ｅａ ｇｏ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ｃｒｙｉｎｇ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ｇｏｏｄ ｃｕｐ
ｃｕｐｓ

ｗｉｔｈ ｈａｎｄｌｅｓ ｔｏ ｓｕｉｔ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ｈａｂｉｔｓ． Ｔｈｉｓ

ｍａ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Ｍｏｎｄａｙ Ｆｉｎｅ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ｗａ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７ｔｈ，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ａｙ． Ｉ ｐａｉｄ ａ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ｏｕｔｉｎｇ Ｓｐｒｉｎｇ Ｐａｒｋ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ｎ ｈｏｕｒｓ ｒｉｄｅ，ｗｅ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ｗｅ ｇｏｔ ｔｈｅｒｅ，ｗｅ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ｅｎｊｏｙ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ｗｅ ｓａｎｇ ｈａｐｐｉｌ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ｅｄ ｓ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ｇａｍｅｓ． Ａｌｌ ｏｆ ｕｓ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Ａｆｔｅｒ ｗｅ ｈａｄ ｏｕｒ ｐｉｃｎｉｃ ａｔ ｎｏｏｎ，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ｓｏｍｅ ｉｍｍｏｒ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ｔｈｒｅｗ ｒｕｂｂｉｓｈ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ｗｅ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ａｙ，ｔａｌ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ｖｉｓｉｔｏｒｓ． Ａｔ ａｂｏｕｔ ３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ｗｅ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Ｗ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ｄ ａ ｇｏｏｄ ｔｉｍ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ｄｉｄ ａ ｇｏｏｄ ｄｅｅｄ． Ｔｈｏｕｇｈ Ｉ ａｍ ｔｉｒｅｄ
ｎｏｗ，Ｉ ｆｅｅｌ ｑｕｉｔｅ ｈａｐｐｙ．
听力材料原文：
Ｔｅｘｔ １
Ｗ：Ｗｈｙ ｓｏ ｅａｒｌｙ？
Ｍ：Ｅａｒｌｙ？Ｉｔｓ ３ ｏｃｌｏｃｋ ｎｏ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ａｒｔｓ ａｔ ８：４５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ｄｓ ａｔ ３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Ｗ：Ｉｎ 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ｅ ｇｏ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ｒｏｍ ８ ａｍ ｔｏ ５ ｐｍ．
Ｍ：Ｇｏｓｈ！
Ｔｅｘｔ ２
Ｗ：Ｊａｃｋ，ｃａｎ ｙｏｕ ｈｅｌｐ 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Ｍ：Ｓｕｒｅ，ｉｆ ｉｔ ｄｏｅｓｎｔ ｔａｋｅ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ｏｆ ｍｙ ｔｉｍｅ．
Ｔｅｘｔ ３
Ｗ：Ｉ ｄｏｎｔ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 ｊｏｂ ｈａｓ ｔｏ ｂｅ ｄｏｎ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Ｍ：Ｍａｙｂｅ，ｂｕｔ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ｄｏ ｙｏｕｒ ｂｅｓｔ．
Ｔｅｘｔ ４
Ｍ：Ｉ ｗｏｎｄｅｒ ｉｆ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ｒｅｅ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ｎｉｇｈｔ． Ｉｖｅ ｇｏｔ ｔｗｏ ｔｉｃ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ａ
ｃｏｎｃｅｒｔ．

Ｗ：Ｔｈａｎｋｓ． Ｉｔｓ ｖｅｒｙ ｎｉｃｅ ｏｆ ｙｏｕ． Ｂｕｔ Ｉ ｍｕｓｔ ｇｏ ｔｏ ａ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ｐａｒｔｙ．
Ｔｅｘｔ ５
Ｍ：Ｗｈｅｒｅ ｔｏ，Ｍｉｓｓ？
Ｗ：Ｐｌｅａｓｅ ｄｒｏｐ ｍｅ ｏｆｆ ａｔ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ｔｏｒｅ．
Ｍ：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ｓｉｄｅ？
Ｗ：Ｎ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ｉｄｅ，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ｄｉｕｍ．
Ｔｅｘｔ ６
Ｍ：Ｈｅｌｌｏ，ｃａｎ Ｉ ｈｅｌｐ ｙｏｕ？
Ｗ：Ｙ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ｒｓ Ｗａｌｌｅｒ，Ｒｏｏｍ ３０９． Ｍｙ ｂｅｄｓｉｄｅ ｌｉｇｈｔ ｄｏｅｓｎｔ ｗｏｒｋ．

Ｍ：Ｉｌｌ ｓｅｎｄ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ｕｐ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Ｗ：Ａｎｄ ｃａｎ ｙｏｕ ｓｅｎｄ ｍｅ ｕｐ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ｉｌｌｏｗ？Ｉ ｌｉｋｅ ｌｏｔｓ ｏｆ ｐｉｌｌｏｗｓ．
Ｍ：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Ｍａｄａｍ．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ｅｌｓｅ？
Ｗ：Ｙｅｓ，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ｉｓ ｔｏｏ ｈｏｔ． Ｔｈｅ ｓｗｉｔ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ｒ ｄｏｅｓｎｔ
ｗｏｒｋ．

Ｍ：Ｗｅｌｌ，ｗｅｌｌ ｇｅｔ ｉｔ ｆｉｘｅｄ．
Ｗ：Ａｎｄ Ｉ ｈａｖｅｎｔ ｇｏｔ ａｎｙ ｈａｎｇｅｒｓ． Ｃｏｕｌｄ Ｉ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Ａｎｄ Ｉｖｅ ｇｏｔ ｏｎｅ ｔｏｗ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ｏｏ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ｎｔ ａｎｙ ｈｏｔ ｗａｔｅｒ．

Ｍ：Ｉｍ ｓｏｒｒｙ，Ｍａｄａｍ．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ｙｏｕｒ ｒｏｏｍ？
Ｗ：Ｎｏ，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Ｉ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ｅｘｔ ７
Ｗ：Ｈｉ，Ｍｉｋｅ！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ｎｏｗ？
Ｍ：Ｈｉ，Ｊａｎｅ！Ｈｏｗ ｄｉｄ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Ｉ ｗａｓ ｈｅｒｅ，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Ｉ ｗａｓ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ｏｍ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ａｎｄ ｈｅ ｔｏｌｄ ｍｅ ｙｏｕｒ ｒｉｇｈｔ ｌｅｇ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Ｈｏｗ ｄｉｄ ｔ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

Ｍ：Ｔｈｅｉｒ Ｒｉｇｈｔ Ｒａｃｋ ｋｎｏｃｋｅｄ ｍｅ ｄｏｗｎ ｗｈｅｎ Ｉ ｒｕｓ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ｇｏ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ｌｌ．
Ｗ：Ｗｏｗ！Ｈｅ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ｈｉｔ ｙｏｕ ｈａｒｄ．
Ｍ：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ｅ ｈｉｔ 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ｓｅｎｔ ｍｅ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
ｈａｄ ａ ｌｏｔ ｏｆ ｐａｉｎ． Ａｎｙｗａｙ，ｔｈｅ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Ｎｏｔｈｉｎｇ ｓｅｒｉｏｕｓ，Ｉ ｈｏｐｅ．
Ｍ：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ｓａｉ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ｎｔ ａｎ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ｂｕｔ Ｉ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ｔａｙ ａ ｃｏｕｐｌｅ
ｏｆ ｄａｙｓ ｆｏ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Ｗ：Ｗｅｌｌ，Ｍｉｋｅ． Ｔａｋｅ ｉｔ ｅａｓｙ．
Ｍ：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ｆｏｒ 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Ｔｅｘｔ ８
Ｍ：Ｈｅｌｌｏ？１５２３８５２．
Ｗ：Ｈｅｌｌｏ，ｉｓ Ａｎｎａ ｔｈｅｒｅ？
Ｍ：Ｎｏ，Ｉｍ ｓｏｒｒｙ Ａｎｎａ ｉｓ ｏｕｔ．
Ｗ：Ｉｓ ｔｈａｔ ｙｏｕ，Ｔｏｍ？
Ｍ：Ｎｏ，Ｉｍ ｎｏｔ Ｔｏｍ．
Ｗ：Ｏｈ． Ｉｍ ｓｏｒｒｙ爥Ｗｅｌｌ，ｃ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ｐｌｅａｓｅ ｌｅａｖｅ Ａｎｎａ ａ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ｏｒ ｍｅ？
Ｍ：Ｓｕｒ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Ｗ：Ｗｅｌｌ，Ｉｍ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ｎｎａ ｆｏｒ ｌｕｎｃｈ ａｔ ｍｙ ｈｏｍｅ．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ｐｌｅａｓｅ ａｓｋ ｈｅｒ ｔｏ ｓｅｅ ｉｆ ｓｈｅ ｈａｓ ｍｙ Ｆｒｅｎｃ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ｄ ｉｆ ｓｈｅ ｄｏｅｓ，ｔｅｌｌ
ｈｅｒ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ｉｔ ａｌｏｎｇ．

Ｍ：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Ｗ：１５４ － ７４９５，Ｒｏｓｅ Ａｖｅｎｕｅ． Ｉｍ Ａｎｎａｓ ｆｒｉｅｎｄ，Ｐａｔ．
Ｍ：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ｆｏ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Ｐａｔ．
Ｔｅｘｔ ９
Ｍ：Ｈｉ，Ｇｒａｎｄｍａ．
Ｗ：Ｗｅｌｌ，Ｈａｒｒ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ｈｏｍｅ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ｓｕｍｍｅｒ ｈｏｌｉｄａｙ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Ｉ ｄｉｄｎｔ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ｏ ｓｅｅ ｙｏｕ ｕｎｔｉｌ ｎｅｘｔ ｍｏｎｔｈ． Ｃｏｍｅ ｉｎ ａｎｄ ｓｉｔ ｄｏｗｎ．

Ｍ：Ｔｈａｎｋｓ，Ｇｒａｎｄｍａ．
Ｗ：Ｗｅｌｌ，ｔｅｌｌ ｍｅ． Ｈｏｗ ｄｉ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ｇｏ？
Ｍ：Ｐｒｅｔｔｙ ｗｅｌｌ． Ｂｕｔ Ｉ ｈａｖｅｎｔ ｇｏｔ ｍｙ ｍａｒｋｓ ｙｅｔ．
Ｗ：Ｉｍ ｓｕｒｅ ｙｏｕ ｄｉｄ ｆｉｎｅ． Ｙｏｕ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Ｂｕｔ ａｒｅｎｔ ｙｏｕ ｏｕｔ ｅａｒｌｙ？Ｙｏｕｒ
ｆａｔｈｅｒ ｕｓｅｄ ｔｏ ｇｅｔ ｏｕｔ ｉｎ Ｊｕｎｅ．

Ｍ：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ｙｅａｒ ｉｓ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Ｂｕｔ ｎｏｗ ｔｈｅｒｅｓ ｔａｌｋ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ａｙ ｔｈｅｙ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ｉｍｅ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Ｗ：Ｉｍ ｎｏｔ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 Ｗｅｌｌ，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ｗｉｌｌ ｙｏｕ ｓｔａｙ ａｔ ｈｏｍｅ？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ｒａｖｅｌ？

Ｍ：Ｙｅｓ，Ｉｍ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ａ ｔｒｉｐ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ｅｒｒ爥ｔｏ ｓｅ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Ｗ：Ｏｈ，ｔｈａｔｓ ａ ｇｏｏｄ ｉｄｅａ． Ｉ ｗｉｓｈ Ｉ ｃｏｕｌｄ ｇｏ ｗｉｔｈ ｙｏｕ． Ｉ ｈａ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Ｔｅｘｔ １０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ｎｊｏｙ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ｎｊｏｙ．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ｙ ｍａｋ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ｎｅｓ，ｃｏｗｓ ａｎｄ ｄｏｇｓ． Ｔｈｅｙ ｂｒｅａｔｈｅ ｆｒｅｓｈ ａｉｒ． Ｔｈｅｙ ｆｉ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ｎｄｓ． Ｔｈｅｙ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ｏｕ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ｂｕ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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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ｎｅａｒｓｉｇｈｔｅｄｎｅｓｓ ｉ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ａｎ ｅａｓｉｌｙ ｇｅｔ ｆｒｅｓｈ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ｆｒｅｓｈ
ｆｒｕｉｔ，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 ｍｉｌｋ．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ｇｅｔ ｔｈｅｍ ａｔ ｌｏｗｅｒ ｐｒｉｃｅｓ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ｈｏｎｅｓｔ． Ｔｈｅｙ ｓａｙ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ｍｅａｎ，ｍａｋｅ 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ｒ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ｈｅｙ ｄｏ ｎｏｔ ｐｕｔ ｏｎ ａｉｒｓ． Ｔｈｅｙ ｄｏ ｎｏｔ ａｓｓｕｍｅ 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ｗｈａｔ ｗｅ ｃａｌｌ ｐｏｌｉｔ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必修 ４
Ｕｎｉｔ １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一、词汇运用
１． 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　 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４． ｗｏｒｔｈｗｈｉｌｅ　 ５．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６．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７．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ｎ　 ８． ｃａ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
９． ｌｉｖｉｎｇ ａ ｈａｒｄ ｌｉｆｅ　 １０． ｍｏｖｅｄ ｏｆｆ
二、语法填空
１． ｏｌｄｅｒ　 ２． ｆｏｏｌｉｓｈ　 ３． ｈａｄ ｓｔｏｐｐｅｄ　 ４． ｂｕｔ　 ５． ｆｒｏｍ　 ６．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７． ｗａｓ ｒｅｆｕｓｅｄ　 ８． ｆｅｅｌｉｎｇ　 ９． Ｗｈａｔ　 １０． ｃａｌｌｅｄ
三、完形填空

文章讲述了祖母带着孙女回到自己当年生活的小村庄寻根问祖的故
事，提醒人们要有归属感，不能忘本。
１． Ａ　 整个上午我们都在雾中行驶，但是现在雾开始散去，于是海边的

小村庄一个接一个地出现（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在我们的视野中。上句中
的ｌｉｆｔｉｎｇ表示“（雾）散去”，是答案提示。

２． Ｃ　 “这是我祖母的房子，”我边说边指着海湾那边的一栋旧房子。
ｐｏｉｎｔ ｔｏ “指着”，符合语境。

３． Ｄ　 我陪伴孙女追溯珍贵的（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ｄ）回忆。
４． Ｃ　 根据空前的ｍｏｂｉｌｅ “流动的”可知，此处应选Ｃ项。
５． Ａ　 根据上句中的“ｆｒ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ｔｏ ｈｏｕ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可知，Ｌｉｓｅ渴望家

（ｈｏｍｅ）的感觉。故选Ａ项。
６． Ｂ　 Ｎｏｖａ Ｓｃｏｔｉａ是丈夫和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祖先生活（ｌｉｖｅｄ）

了２００年的地方。
７． Ｂ　 很快我们把车停在了那栋房子旁。ｐｕｌｌ ｕｐ “停靠”，符合语境。
８． Ｃ　 根据空后的“ｓｗｉｆｔ ａｓ ｔｈｅ ｔｉｄｅ （潮水）”可知，此处应选Ｃ项。
９． Ｄ　 根据第三段中的“ｂｙ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可知，此处应选Ｄ项。
１０． Ｃ　 这个房子现在仍然属于（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但有一

段时间无人居住了。
１１． Ｂ　 我们不能进到房子里，但是我仍能在记忆中穿梭于各个房间。

ａｃｒｏｓｓ强调“从表面通过”； ｔｈｒｏｕｇｈ 强调“通过空间”，故
选Ｂ项。

１２． Ｄ　 根据空后的“ｗｒｏｔｅ ｉｎ ｈｅｒ ｄｉａｒｙ”可知，此处表示妈妈坐（ｓａｔ）在
卧室的窗户旁写日记。

１３． Ｄ　 我还能看到热情的家庭成员往来于这栋房子。ｐｏｕｒ ｉｎｔｏ “涌进”，
符合语境。

１４． Ｂ　 ｃｏｕｌｄ ｎｅｖｅｒ ｈａｖ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ｏｆ ｓｔｈ． 意为“对某物如痴如狂”。结合语
境可知，此外表示我对和家人待在一起如痴如狂。

１５． Ｂ　 当我说话时，Ｌｉｓｅ仔细倾听（ｌｉｓｔｅｎ）。
１６． Ａ　 我的孙女说，“这就是我生命开始（ｂｅｇａｎ）的地方”。语境没有

足够的信息表明孙女在这里成长、学习及停留。
１７． Ｄ　 根据前文的“ｗｈｅｒｅ Ｉ ｂｅｌｏｎｇ”可知，此处意为我的孙女Ｌｉｓｅ找到

了她的根。
１８． Ａ　 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是人类内心（ｈｅａｒｔ）的巨大渴望之一。
１９． Ｃ　 根据空前的“ｔｏ ｈａｖｅ 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可知，此处特指前文中的ｏｒｉｇｉｎ，

故选ｔｈａｔ。
２０． Ａ　 回首过去，我们发现自己身上独特的地方，领悟“我”的含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四、阅读理解
１． Ａ　 根据第二段第一句“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ｕｓｉｎｇ ｌａｐｔｏｐｓ ｆｏｒ ｎｏｔ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清晰度）”可知，学生越来越
多地使用笔记本电脑记笔记是因为它的速度和清晰度，这说明用
笔记本电脑记笔记速度快记得多。故选Ａ。

２． Ｂ　 根据第二段第二句“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ｌａｐｔｏｐ ｕｓｅｒｓ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ａｕｇｈｔ”可知，
研究已以发现笔记本电脑的使用者没能记住和应用教给他们的概
念。由此可推知，笔记本电脑的使用者在笔记时是不动脑子的。
故选Ｂ。

３． Ｂ　 本文通过实验发现了用笔记本电脑记笔记的不良效果和用手记笔
记的优势，两者相比突出了用手记笔记的好处。故选Ｂ。

４． Ｃ　 根据文章内容可知，本文揭示实验研究的结果，用笔记本电脑记
笔记的人记忆和应用概念的能力较差，而用物记笔记的人在考试
中的表现更好。由此可推知，本文就该出现的科学杂志里。故选
Ｃ。

Ｕｎｉｔ 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ｄ
一、词汇运用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３． ｓｕｐｅｒ　 ４． ｄｅｃａｄｅ　 ５．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６．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７． ｒｉｄ爥ｏｆ　 ８． ｂｅ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９． ｗｏｕｌｄ ｒａｔｈｅｒ　 １０．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爥ｗｉｔｈ
二、语法填空
１． ｈｅｌｐｉｎｇ　 ２． ｇｒｅａｔｌｙ　 ３． ａｎｇｅｒ　 ４． ｈｅ　 ５． ｔｈｅ　 ６． ｌａｔｅｒ　 ７． ｔｏ ｌｏｏｋ　 ８． ｂｕｔ　
９． ｉｎｔｅｒｓｔｅｄ　 １０． ｓｉｎｇｅｒｓ
三、阅读理解

这是一篇应用文。文章就大学中的饮食、娱乐、健康、学术支持和交通
五个方面作了介绍。
１． Ｃ　 由题干中的ＴＷＵ Ｃａｆｅｔｅｒｉａ可知，应从第一段中查找信息。根据第

一段中的第二句“Ｉｔ ｓｅｒｖｅｓ ｓｎａｃｋｓ （小吃），ｄｒｉｎｋｓ，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 ｂａｒ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ｌｓ”可知，这里是吃饭的地方；根据第一段最后一句中的
“ｔｏ ｈａｖ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可知，这里也是你约见朋友、学习
的地方。故选Ｃ。

２． Ａ　 依据文章第三段可知，在Ｇｌｏｂｅ人们可以娱乐、学习、做饭和吃
饭，这个地方在星期日关门，因此选项Ａ正确。Ｌｏｗｅｒ Ｇａｆé只是让
人们娱乐的地方。故排除Ｂ项；在ＴＷＵ Ｃａｆｅｔｅｒｉａ，你可以买到很
多食品，但不允许你做饭，故排除Ｃ项；虽然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Ｈａｌｌ允许
人们做饭，但是星期日是关门的，故排除Ｄ项。

３． Ｄ　 依据题干中的Ｗｅｌｌｎｅｓｓ Ｃｅｎｔｒｅ可知，应从第四段中寻找信息。由第
四段的内容可知，Ｗｅｌｌｎｅｓｓ Ｃｅｎｔｒｅ主要致力人们的身体、情感、心
理的健康。故选Ｄ项。

４． Ｃ　 依据题干中的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可知，应从第五段中查找信息，由该
段中的“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ｉｇｎ ｕｐ ｆｏｒ ａ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ｕｐ ｓｈｅｅｔ”可
知，寻求帮助时你需要填写一张表格。故选Ｃ项。

５． Ｄ　 依据最后一段可知，ＴＷＵ Ｅｘｐｒｅｓｓ是班车，该班车运行在学校园和
购物中心之间。故选Ｄ项。

苹果公司ＣＥＯ乔布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人要有勇气去追逐自
己心灵的指示，不要让别人的声音影响到自己的选择。
６． Ｃ　 细节理解题。这是苹果公司ＣＥＯ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

演讲的节选部分。由第三段的ｉｎｃｕｒａｂｌｅ以及“爥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ｔｏ ｄｉｅ．”可知医生认为乔布斯的病
无法医治。

７． Ｄ　 细节理解题。由第四段中的“Ｉ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ｉｎ ｄｅｓｐａｉｒ．”可知诊
断结果出来之后，作者感到很绝望。

８． Ｄ　 推理判断题。最后一段中，作者提到：人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不
要将时间浪费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上。不要被其他人观点的喧嚣
掩盖你内心真正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去听从心灵的指
示———它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其他的事情都
是次要的。

Ｕｎｉｔ ３　 Ａ ｔａｓｔ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ｕｍｏｕｒ
一、词汇运用
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 ｗｈｉｓｐｅｒ　 ３． ｓｌｉｄ　 ４．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５．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６． ｃｕｔ ｏｆｆ
７． ｉｓ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８． ｉｓ ｂａｄｌｙ ｏｆｆ　 ９． Ｕｐ ｔｏ ｎｏｗ　 １０． ｐｉｃｋ ｕｐ
二、语法填空
１． ａｎ　 ２． ｒｅａｄｅｒｓ　 ３．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４． ｔｏ ｓｅｅ　 ５．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６．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７． ｔｈａｔ　
８．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９． ｏｆｆ　 １０． ｉｔ



参考答案

２３７　　

三、阅读理解
１． Ｄ　 根据后一句“最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经常取用早就存

在的消息，然后重新整合形成新的观点”可知，应选Ｄ，即世界
上没有多少新的观点，只有更新整合的观点。

２． Ｅ　 第三段讲的是在演讲课上，你学会如何组织你的演讲，故选Ｅ。
３． Ａ　 联系上下句可知，组织演讲不是一个整理你早就有的观点的问题，

而是形成观点本身的一个重要部分。
４． Ｆ　 你在演讲课上学到的技巧会帮助你成为一个更有效的思考者，下面

几句都围绕这个话题展开。
５． Ｇ　 前后都是ａｓ引导的从句，故中间这句也应该是ａｓ引导的句子。

继英国率先成为城市化社会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掀起了轰轰烈
烈的城市化运动。
６． Ｅ　 结合上一句以及下一句的内容可知，此处是按时间顺序叙述城市

化的进程的，且Ｅ项中的“ｏｎｌｙ ａ ｆｅ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ｕｌｄ ｌｉｖｅ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与
下一句中的“ｎｅａｒｌｙ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ｌｉｖｅｄ ｏｎ ｆａｒｍｓ”相呼应。

７． Ｄ　 上一段的后半部分提到英国在２０世纪成为第一个城市化社会，本
段第一句提到英国仅仅是开端，由此可知不久以后许多其他工业
国家也成为了城市化社会。

８． Ｂ　 结合前两句中提到的８２％和２％可知，此处应叙述其余的人居住在
何处。

９． Ａ　 根据前两句的内容，尤其是“Ｌａｒｇ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可知，
受农业社会的限制，当时的城市规模很小。本段后半部分提到的
当时的城市规模受限于剩余食物的数量也是线索提示。

１０． Ｆ　 上一句中提到工业革命打破了城市和农村的平衡，再结合下一句
中的“ｏｎ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ａｒｍｅｒ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ｅ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ｎ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可判断此项正确。

Ｕｎｉｔ ４　 Ｂｏｄ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一、词汇运用
１． ｍａｊｏｒ　 ２． ｇｒｅｅｔｅｄ　 ３． ｈｕｇ　 ４．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５． ｃｈｅｅｋ　 ６．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７． ｂ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８． ｄｅｆｅｎｄ爥ａｇａｉｎｓｔ　 ９． ａｓ ｗｅｌｌ　 １０．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二、语法填空
１． ａ　 ２． ｔｈｏｕｇｈｔ　 ３．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 ｅｖｅｎ ｉｆ　 ４． ｅａｔｉｎｇ　 ５．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６．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７． ｇｏｅｓ　 ８． ｇｒｅａｔｌｙ　 ９． ｗｈｉｃｈ　 １０．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三、完形填空
１． Ａ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指个人最喜欢的（事物），而ｐｏｐｕｌａｒ指受大家欢迎的（人

或事物）。
２． Ｂ　 ｉｎ ｔｉｍｅ及时。此处指“及时赶回家看喜爱的节目”。
３． Ｃ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ａｒｌｉｅｒ意为“早一点（离开办公室）”。
４． Ｄ　 ｓｔｉｌｌ仍然。
５． Ｄ　 ｒｕｓｈ ｏｕｔ ｏｆ意为“冲出去”，表达出了Ａｎｄｙ心里着急，动作快。

ｓｔｅｐ “迈出”，表达不出Ａｎｄｙ焦急的心情。
６． Ｂ　 ｎｏｔｉｃｅ是“觉察、注意到”的意思。
７． Ａ　 从下文看，“自助加油站”自己动手加油，还付同样的钱。所以

Ａｎｄｙ ｈａｔｅｄ。
８． Ｂ　 付同样的钱（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ｏｎｅｙ）说出了ｈａｔｅ的原因。
９． Ｃ　 Ｉｔ ｔａｋｅｓ爥ｔｏ ｄｏ ｓｔｈ．是固定结构，意为“花费多少时间（金钱）做

某事”。
１０． Ｂ　 表示“接电话，开门等”用ａｎｓｗｅｒ，此为习惯用法。
１１． Ｃ 　 ｆｉｘ ｏｎｅ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ｔｈ． 属固定用法，意为“集中注意力于

……”。
１２． Ａ　 ｋｅｅｐ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 强调动作的反复，此处指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１３． Ｄ　 因为是接电话，所以只能是听到人说话的声音（ａ ｖｏｉｃｅ）。
１４． Ｃ　 ａｔ ｏｎｅｓ ｐｌａｃｅ指在某人所处的地方，ａｔ ｏｎｅ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无此搭配。
１５． Ｂ　 “把某物忘在某地”应用ｌｅａｖｅ，而不能用ｆｏｒｇｅｔ，这是英汉表达的

不同。
１６． Ａ　 ｔｒｏｕｂｌｅ指麻烦，下文指出了麻烦的所在———加了油没付钱便离开

了。
１７． Ｂ　 ｙｏｕ ｓｅｅ意为“你知道，你明白”。
１８． Ｄ　 由ｂｕｔ表转折，指出“幸运”之所在。

１９． Ａ　 ｍｉｓｔａｋｅ此处意为“失误”。
２０． Ｄ　 ｔｕｒｎ ｒｏｕｎｄ意为“转回来；返回”。
四、阅读理解
１ － ３　 ＤＣＢ

Ｕｎｉｔ ５　 Ｔｈｅｍｅ ｐａｒｋｓ
一、词汇运用
１．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２． ｓｗｉｎｇｉｎｇ　 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４． ｕｎｉｑｕｅ　 ５．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６． ｂｅ ｆａｍｏｕｓ ｆｏｒ　 ７． ｂ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８． ｂｒｉｎｇ爥ｉｎｔｏ　 ９． ｃｏｍｅ ｔｒｕｅ
１０． Ｎｏ ｗｏｎｄｅｒ
二、语法填空
１． ｔｏ ｒｅｎｔ　 ２． ｏｒ　 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４． ｗｉｔｈｉｎ　 ５． Ｎｏｎｅ　 ６．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７． ｗｈａｔ
８．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９．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１０． ａｇａｉｎ
三、短文改错

Ａ
Ｌａｓｔ Ｓｕｎ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ｗｈｅｎ Ｉ ｗａ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ｗａｌ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ｋ ｎｅａｒ ｍｙ ｈｏｍｅ，

Ｉ ｃａ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ｃｒｅｗ ｍａｋ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ｆｉｌｍ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ｏｆ ｍｙ ｆａｖｏｕｒｉｔｅ ａｃｔｏｒ
ａｃｔｏｒｓ

． Ｉ ｄｉ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ｍｙ ｃａｍｅｒａ ｗｉｔｈ ｍｅ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ｂｕｔ
ｓｏ ／ ａｎｄ

Ｉ ｒｕｓｈｅｄ ｂａｃｋ ｈｏｍｅ ｔｏ ｇｅｔ ∧
ｉｔ
．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ｂｙ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 ｇｏｔ ｂａｃｋ，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ｈａｄ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ｂｅ ｓｅｅｎ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 Ｉ ｗａ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ｗｈｅｎ

ｈｅ ｗａｌｋｅｄ ｏｕｔ ∧
ｏｆ
ａ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Ｈｅ ｗａｓ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ｍｅ！Ｉ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ｍｙ ｌｕｃｋ—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ｉｄ Ｉ ｈａｄ
ｈａｖｅ

ｍｙ ｐｈｏｔｏ ｔａｋｅ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ｍ，ｂｕｔ ｈｅ ｓｉｇｎｅｄ

ｈｉｓ ｎａｍｅ ｏｎ ｍｙ ｓｈｉｒｔ！
Ｂ

Ｄｅａｒ Ｄｉａｒｙ，
Ｈｅｒｅ Ｉ 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ａ ｃｉｔｙ，３５０ ｍｉｌｅｓ 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ｏｕｒ

ｆａｒｍｈｏｕｓｅ． 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ｋｎｏｗ ｗｈｙ ｗｅ ｍｏｖｅ
ｍｏｖｅｄ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Ｄａｄ ｌｏｓｔ ｈｉｓ ｊｏｂ，ａｎｄ

ａｓ Ｍｏｍ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Ｈｅ ｗａｓ ｌｕｃｋｙ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ｏｎｅ．”Ｈｉｓ ｎｅｗ ｊｏｂ ｍｅａｎｔ Ｉ ｈａｄ

ｔｏ ｓａｙ ｇｏｏｄｂｙｅ ｔｏ ｍｙ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

，ｍ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ｒ
ａｎｄ
ｊｕｓｔ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ｅｌｓｅ Ｉ ｌｏ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ｂａｄ
ｗｏｒｓｅ

，ｎｏｗ Ｉ ｈａｖｅ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ａ ｒｏｏｍ ｗｉｔｈ ｍｙ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Ｍａｇｇｉ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ｉｓ ∧
ｔｈｅ ／ ｍｙ

ｆｉｒｓｔ ｄａ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Ｉ ａｍ ａｗｆｕｌｌｙ ｔｉｒｉｎｇ
ｔｉｒｅｄ
，ｂｕｔ Ｉ

ｋｎｏｗ 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ｆａｌｌ ｓｌｅｅｐ
ａｓｌｅｅｐ

．

Ｇｏｏｄ 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ｙｏｕ，ｄｅａｒ ｄｉａｒｙ，ｉｓ
ａｒｅ
ｍｙ ｏｎｌｙ ｓｏｕｖｅｎｉｒ ｆｒｏｍ ｍｙ

ｐａｓｔ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ｍｙ ｏｎｌｙ ｆｒｉｅｎｄ．
Ｙｏｕｒｓ，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四、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ｃｌａ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ｃｌａ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ｎ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①Ｉｎ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ｓ． Ｗｅ ｅｎｊｏｙ ｔｈｅｍ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②Ｐｌａｙｉｎｇ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ｍｙ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ｏ ｍｅ ｌｏｔｓ ｏｆ ｇｏｏｄ．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ｙ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ｍ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ｆｒｅｅ 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Ｈｅｒｅ Ｉ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ｙｏｕ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ｙｏｕ ａｎｄ ｓｕｉｔ ｙｏｕ；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ｍｏｒ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ｏｒ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ｂｙ ｇ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ｌｅｓ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③Ｄｅａ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ｐｌ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ａｆｔｅｒｃｌａ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ａｋｅ ｙ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ｆｅ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ｙｏｕ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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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词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ｏｆ各种各样的
ｂｕｉｌｄ ｕｐ增强（体质）
ｆｒｅｅ爥ｆｒｏｍ爥使……摆脱／避免……
【佳句变换】
１． Ｉｎ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ｓ．

２． Ｉ ｌｉｋ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ｏｒｉｅｓ，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Ｉ ｃａ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 ｌｏ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ｆｒｅｅ 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ｐ ｍｙ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ｍ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３． 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ａｆｔｅｒｃｌａ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ｍｅｒｅｌｙ ｍａｋｅ ｙ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ｆｅ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ｙｏｕ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ｈｙ 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ｍ？Ｄｅａ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ｃｏｍｅ ｏｎ！

综合质量评估（四）
１－５ ＢＡＢＣＢ　 ６－１０ ＡＢＣＡＡ　 １１－１５ ＢＢＢＣＢ　 １６－２０ ＣＢＡＡＣ
２１． ｔｈｅ　 ２２． ｍｏｖｉｅｓ　 ２３． ｆｏｒ　 ２４． ｂｅｇａｎ　 ２５． ｑｕｉｃｋｌｙ　 ２６． ｕｎｔｉｌ ／ ｔｉｌｌ
２７．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２８．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２９． ｂｅ ｓａｎｇ　 ３０． ｆｅｅｌｉｎｇ
　 　 一个四年级的孩子因鞋带松了，跌倒磕破鼻子，看到朋友们在笑，
以为是嘲笑他，他很生气不理睬他们了，后来朋友们的主动沟通打消了
他的顾虑，他们又和好如初。
３１． Ａ　 联系前面“Ｉ爥ｊｕｍｐ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可知：ｄｒｉｖｅ ａｗａｙ驾车离开。
３２． Ｂ　 联系下句“Ｔｈｅ ｈａｌｌｗａｙ ｗａｓ ｓｏ ｌｏｕｄ爥”可知。
３３． Ｄ　 走廊很吵闹以至于你不能静下心来。ｐｒｏｐｅｒｌｙ适当地；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相

对地；ｒｉｄｉｃｕｌｏｕｓｌｙ可笑地，荒谬地；ｂａｒｅｌｙ几乎不。
３４． Ｃ　 从下句“Ｉ ｗｉｌｌ ｔｉｅ ｉｔ爥”可知：我的鞋带开了。ｕｎｆｉｔｔｅｄ不合适的；

ｕｎｂｅａｒａｂｌｅ难以忍受的；ｕｎｔｉｅｄ未系的；ｕ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不舒服的。
３５． Ａ　 从下文可知：正是作者没系鞋带，才导致了尴尬的场面，故选Ａ

项。ｗｒｏｎｇ错误的；ｕｐｓｅｔ心烦的；ｖａｉｎ徒劳的；ｓｕｒｅ确信的。
３６． Ｂ　 从下文“Ｗｅ ｗｅｒｅｎｔ 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ａｔ ｙｏｕ． Ｊｅｎｎｙ ｔｏｌ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ｊｏｋｅ．”可知。
３７． Ｃ　 我踩到了鞋带，摔倒了。ｌｉｅ躺；ｓｌｉｄｅ滑动；ｆａｌｌ跌倒；ｓｔａｎｄ站

立。
３８． Ｄ　 我鼻子出血了，血染在了校服上。ａｔｔａｃｈ系上；依恋；ｓｔｉｃｋ粘贴；

ｆｌａｓｈ闪光；ｇｅｔ染上。
３９． Ａ　 从上句可知：我跌倒在地上，所以我起身系上我的鞋带。ｇｅｔ ｕｐ

起身。
４０． Ｃ　 我没和朋友说话。
４１． Ｄ　 我拿了块卫生纸堵住鼻子。ｔｉｓｓｕｅ卫生纸，符合句意；ｂａｃｋｐａｃｋ背

包；ｓｈｏｅｌａｃｅ鞋带；ｕｎｉｆｏｒｍ校服，均不合句意。
４２． Ｂ　 我想找个护士给我清洗干净。ｃｌｅａｎ ｕｐ清理干净；因为鼻子只是

出血了，清洗一下即可。ｂａｎｄａｇｅ包扎；ｗａｓｈ洗；ｗｏｕｎｄ使受伤。
４３． Ａ　 我径直走过去了，没和他们说一句话。ｄｉｒｅｃｔｌｙ径直地；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ｌｙ

辉煌地；ｅｌｅｇａｎｔｌｙ优雅地；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ｌｙ谨慎地。
４４． Ｂ　 联系下文Ｄｕｒｉｎｇ ｌｕｎｃｈ可知。
４５． Ｃ　 联系上文Ｉ ｈａｄ ａ ｂｌｏｏｄｙ ｎｏｓｅ可知。
４６． Ｂ　 联系上文ａｓｋｅｄ ｆｏｒ ａ ｎｕｒｓｅｓ ｐａｓｓ可知。
４７． Ａ　 我要疯了，因为你们都在嘲笑我。ｍａｄ疯狂的；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疲劳的；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不满意的；ｒｕｄｅ粗鲁的。
４８． Ｄ 　 联系下句“Ｙｅｓ，ｗｅ ｆｏｒｇｉｖｅ ｙｏｕ．”可知。ｓｗｅａｒ诅咒；ｐｕｎｉｓｈ惩

罚；ｅｖａｌｕａｔｅ评估，评价。
４９． Ｂ　 下次在你假想事情之前，你最好先问问我们。ｂｅｆｏｒｅ在……之前。
５０． Ｃ　 联系上句ｐｌａｙ ｓｏｃｃｅｒ可知用ｋｉｃｋ，因为ｓｏｃｃｅｒ前面有ｔｈｅ，不用

ｐｌａｙ。
５１． Ａ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一段“Ｔｈｅｙ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ｓ．”可知，答案为Ａ。
５２． Ｄ　 推理判断题。根据第二段“Ｔｈｅ ｍｅｎｕ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ｐｅａｃｈ ｐｉｅ ＄ ７ １９，

ｂｅｒｒｙ ｐｉｅ ＄ ７ ７０，ａｐｐｌｅ ｐｉｅ ＄ ７ １９ ａｎｄ ｂａｎａｎａ ｐｉｅ ＄ ６ ９９．”可知，
答案为Ｄ。

５３． Ｂ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三段“Ｂｅｔｔｙｓ Ｃａｋｅ ＆ Ｃａｎｄｙ Ｓｈｏｐ，ｓｔａｒｔｅｄ ｈａｌｆ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ｇｏ，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 ｉｎ ｗｅｄｄｉｎｇ ｃ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ｃａｋｅｓ．”可

知，Ｂｅｔｔｙｓ Ｃａｋｅ ＆ Ｃａｎｄｙ Ｓｈｏｐ专营婚礼蛋糕与生日蛋糕，该店电
话是（５７４）２６９ － １２３１，故答案为Ｂ。

５４． Ｃ　 作者意图题。第一段“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ｏｍ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ａｍｏｕｓ
ｌｏｃａｌ ｂａｋ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ｔｈｅ ＵＳ．”交代了本文的大意，作者主要
告诉读者有关这几个有名的面包店的信息，故答案为Ｃ。

５５． Ｄ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六段“Ｔｈｉｓ ｌ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ｉｔｓ ｎｏ
ｗｏｎ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ｉｎ ｓｉｘ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ａ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ｏｂｅｓｅ （ｖｅｒｙ
ｆａｔ）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ｓｔａ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可知，句子中的ｔｈｉｓ指上文提到的英
国人的懒惰，所以Ｄ项是正确的。

５６． Ｄ　 推理判断题。Ａ项意思太绝对；Ｂ项在文中找不到依据；Ｃ项不
是推测出来的，原文已经表明了；既然是由于懒惰造成了肥胖，
威胁健康，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人们应该活跃起来，加强锻炼，
以便有健康的身体，故Ｄ项正确。

５７． Ａ　 细节理解题。第四段中讲到在被调查的人中大约有六分之一的人
说如果他们的遥控器坏了，他们会继续看同一个频道而不是起身
去换台，并非是Ａ项所表达的意思，因此此题选Ａ项。其他选项
与原文内容都是吻合的。

５８． Ａ　 词义猜测题。根据该词所在的语境，句子中使用了ｔｏｏ爥ｔｏ爥结
构，意思是“太不健康而不能做……工作”，再结合选项可知，
只有ｂａｓｉｃ “基本的”符合这一语境，其他词用在此处，语意就不
通了。

５９．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一段最后一句中的“爥ａｄｍｉｔ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ｓｈｅ ｉｓ ａｓ
ｈｕｎｇｒｙ ｆｏ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ｈｅ ｉｓ ｆｏｒ ｃａｌｏｒｉｅｒｉｃｈ ｆｏｏｄ．”可知答案。Ｄｏｎｎａ
Ｓｉｍｐｓｏｎ渴求引起关注的程度不亚于她对高热量食物的青睐。

６０． Ｄ　 推理判断题。通读全文尤其是第二段和第四段可知，她将想方设
法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胖的女人。Ｃ项干扰性很强，最后一段只
是说人们“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ｈｅｒ”，但并没有对她报以同情。

６１． Ｂ　 作者态度题。通读全文可知，作者只是客观讲述了Ｄｏｎｎａ Ｓｉｍｐｓｏｎ
的故事，作者并没有表明自己对她的态度。

６２． Ｃ　 主旨大意题。通读全文可知，本文主要讲述了美国新泽西州的一
位妇女Ｄｏｎｎａ Ｓｉｍｐｓｏｎ为了成为世界上最胖的女人而“奋斗”的
故事，故Ｃ项作为本文标题最合适。

　 　 文章主要讲述你是否会成功主要取决于你是选择成功还是选择不成
功。
６３． Ｄ　 细节理解题。从第三段的第二句“Ｙｏｕ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ａ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ｖｅｒ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爥”
可知。

６４． Ａ　 推理判断题。从第五段的最后一句“Ｏｕ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ｕｐｏｎ
ｏｕ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可推知。

６５． Ａ　 主旨大意题。文章主要讲述你是否会成功主要取决于你是选择成
功还是选择不成功。故选Ａ项。

　 　 有时担心和忧虑可能击败我们，使我们的智商变低。担忧、恐惧不
仅于事无补还有很大的副作用，作者给出了几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６６． Ｂ　 本句为段落主题句。由上文主题段可知此处应该从具体的应对措

施谈起，从下文内容可知是感到焦虑时的具体的放松措施，故Ｂ
项正确。

６７． Ｆ　 从上句的恐惧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和下句的面对恐惧和焦虑通过
问自己能否保持客观性和常识性的问题可知Ｆ项正确。

６８． Ｇ　 本句是对上文的总结，由上句的把要做的事情分成一系列的小步
骤可知Ｇ项正确。

６９． Ｄ　 从上句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担忧无济于事和下句的不如把这些
事情交给上帝处理可知Ｄ项正确。

７０． Ａ　 此处为段落尾句，由上文的解决我们面对的所有的恐惧和焦虑是
不容易的事，面对恐惧和焦虑关键是要尽力保持镇定和采取逐步
解决的措施，你所能做的就是每天都尽力做到最好，抱最好的希
望，一旦事情发生，不要着急可知下文应该是一步一步地解决才
能奏效，故选Ａ。

短文改错
Ｉｔ ｗａｓ ｓｎｏｗｉｎｇ ｈｅａｖｉｌ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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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ｈａｔｓ ｎ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ｔ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ｂｕｓｙ ａｔ ｃｈｅｃｋ ｏｕ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ｙｗａｙ．
Ｍ：Ｏｈ，ｒｅ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ｈｏｔｅｌ ｗｅ ｓｔａｙｅｄ ａｔ ｃｈａｒｇｅｄ ｕｓ ｆｏｒ ａ ｌａｔｅ ｃｈｅｃｋ ｏｕｔ．
Ｗ：Ｔｈｅ ｈｏｔｅｌ ｉｓｎｔ ｂｏｏｋｅｄ ｔｈｉｓ ｗｅｅｋ，ｓｏ ｉｔｓ ｎｏｔ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ｏｗ ｗａｓ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Ｍ：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ｗ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ｄ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ａｎｄ ｗｅ ｗ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ｃｔｉｎｇ ｏｕｒ ｏｗｎ ｆｒｉｄｇｅ．

Ｗ：Ｉｍ ｇｌａ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ｄ ｉｔ．
Ｍ：Ｔｈｅ ｋｉｄ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ｏｌ ｗａｓｎｔ ｏｐｅ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
Ｗ：Ｉ 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 ｆｏｒ ｔｈａｔ． Ｉｔｓ ｎｏｔ ｏｐｅｎ ｕｎｔｉｌ ５ ｐｍ．
Ｍ：Ｗｅｌｌ，ｗｅ ｈａｄ ａ ｎｉｃｅ ｓｗｉｍ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ａｎｙｈｏｗ．
Ｗ：Ｗｉｌｌ ｙｏｕ ｂｅ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ｏｎ ｙｏｕ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ａｒｄ？
Ｍ：Ｎｏ． Ｉｌｌ ｐａｙ ｃａｓｈ．
Ｗ：ＯＫ． Ｓ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ｍｅｓ ｔｏ ＄ １６０，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ａｘ．
Ｍ：Ｈｅｒｅ ｙｏｕ ａｒｅ！
Ｔｅｘｔ ７
Ｗ：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ａ ｃｕｐ ｏｆ ｔｅａ ｏｒ ｃｏｆｆｅｅ，Ｄａｖｉｄ？
Ｍ：Ｔｅａ，ｐｌｅａｓｅ． Ｌｉｌｙ，Ｉ ｈ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ａ ｙｏｕ ｍａｋｅ ｔａｓｔｅｓ ｇｏｏｄ．
Ｗ：Ｔｈａｎｋｓ．
Ｍ：Ｔｈｅｎ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ｍｅ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ｐｏｔ ｏｆ ｔｅａ？Ｉｍ ｅａｇｅｒ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ｅａ ｍｙｓｅｌｆ．

Ｗ：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ｌｌ，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ａｐｏｔ． Ｉ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ｉｎｇ． Ｔｅａ ｄｏｅｓｎｔ ｔａｓｔｅ ｓｏ ｇ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ａ ｍｅｔａｌ ｏｎｅ．

Ｍ：Ｗｈａｔ ｎｅｘｔ？
Ｗ：Ｗａｓｈ ｔｈｅ ｔｅａｐｏｔ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ｙ ｈｏｔ ｗａｔ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ｔ ｈｏｔ．
Ｍ：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Ｗ：Ｗｅｌｌ． Ｔｈｅｎ ｐｕｔ ｔｗｏ 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ｔｅａｓｐｏ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ａ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ａｐｏｔ，ａｎｄ ｐｏｕｒ ｔｈｅ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ａ． Ａｎｄ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ｏ ｌｅｔ ｔｈｅ ｔｅａｐｏｔ ｓｔ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ｆｉｖ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ａ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ｄｒｉｎｋ．

Ｔｅｘｔ ８
Ｍ：Ｍａｒｙ，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ｉｓ ｙｏｕｒ ｍｏｍｓ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Ｗ：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Ｉ ｄｏ．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ｗｅ ｓｈａｌｌ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 ｉｔ？
Ｍ：Ｈｍｍ，ａ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ｉｔ？
Ｗ：Ｙｅｓ，Ｉ ｂｏｕｇｈｔ ｉｔ ｓｏｍｅ ｄａｙｓ ａｇｏ．
Ｍ：Ｗｈａ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Ａ ｎｅｗ ｓｋｉｒｔ．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ｓｈｅ ｍ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ｉｔ．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ｂｕｙ，Ｄａｄ？
Ｍ：Ｈａｖｅ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ｉｎｎｅｒ，ｉｎｖｉｔ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ｒ ｇｏｏ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Ｉ ｈａｖｅ
ｂｏｏｋｅ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ａｋｅ ａｎｄ ｈｅｒ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 ｂｌｕｅ ｒｏｓｅｓ．

Ｗ：Ｓｏ ｇｏｏｄ． Ｂｕ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ｉｎｎｅｒ？
Ｍ：Ｗｅ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ｉｔ ａｔ ｈｏｍｅ． 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ｔ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ｉｅｎｄ． Ｉｍ ｓｕｒｅ
ｙｏｕｒ ｍｏｍ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ｉｔ．

Ｗ：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 Ｗｈｙ ｄｏｎｔ ｗｅ ｇｏｉｎｇ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Ｍ：ＯＫ，ｗｈｅｎ？
Ｗ：Ｊｕｓｔ ｔｈｉｓ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Ｔｅｘｔ ９
Ｗ：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ｅｖｅｒ ｂｅｅ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Ｉｍ ｇｏ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ｔｈｉｓ ｆａｌｌ．
Ｍ：Ｙｅｓ，Ｉ ｗ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ｌａｓｔ ｓｕｍｍｅｒ．
Ｗ：Ｒｅａｌｌｙ？Ｗ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ｂｅｅｎ？Ｔｅｌｌ ｍｅ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Ｍ：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ｏ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Ｙｕｎｎａｎ？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 Ｄａｌｉ ａｎｄ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Ｍ：Ｙｅｓ，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ａ ｗｅｅｋ ａｎｄ ｈａｌｆ．
Ｗ：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Ｄａｌｉ？
Ｍ：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Ｄａｌｉ ｉ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ｔ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ｒｍｉｎｇ ｏｌｄ ｈｏ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ｂｂｌｅ ｓｔｏｎｅ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ｒ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ｎｇ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ｋ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ｒｏｕｎｄ． Ｉ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Ｗｈａｔ ｐｌａ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ｓｅｅｎ ｉｎ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Ｍ：Ｗｅｌｌ，Ｊａｄ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Ｓｎ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ｓｕｏ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 ｆａｍ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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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 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ｏｗｎ ａｒ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ｏｒｔｈ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Ｗ：Ｉ ｓｅｅ．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ｂｅｅｎ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ｋｎｏｗ ｍｏ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
Ｍ：Ｓｏｒｒｙ． Ｂｕｔ ｍｙ ｕｎｃｌ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Ｉ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ｙｏｕ ｔｏ ｈｉｓ
ｈｏｕｓｅ，ＯＫ？

Ｗ：Ｖｅｒｙ ｎｉｃｅ． Ｌｅｔｓ ｓｔａｒｔ ａｔ ｏｎｃｅ．
Ｔｅｘｔ １０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ｅ ｈａｖｅ ａ ｎｅｗ 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ｅｎｊｏｙ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ｉｌｌ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ｕｒｅｌｙ ｅｎｏｕｇｈ，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ｇｉｖｅｓ ｕｓ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ｕｒ ｌｉｆｅ． Ｉｔ ｉｓ ｍｕｃｈ
ｅａｓｉｅｒ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ｆｉｎｄ ａｎｙ ｂｏｏｋ ｔｈａｔ ｗｅ ｎｅ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ａｎ ｈｏｌｄ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ｔｈａｎ ａ ｂｉ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ｕｔ 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Ｉ ｌ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ｌ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Ｏｎ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ｃａｎ ｅｎｊｏｙ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ｂｏｏｋ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ｎ ｇｉｖｅ ｍ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ａｓｔｅ ａｎｄ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ｏ Ｉ ｗｉｌｌ ｓｔｉｌｌ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必修 ５
Ｕｎｉｔ １　 Ｇｒｅａ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一、词汇运用
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４．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５．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６． ｃａｍｅ ｔｏ ａｎ ｅｎｄ　 ７．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８． ｍａｄｅ ｔｈｅｉｒ ｗａｙ　 ９． ｍａｄｅ ｕｐ ｈｉｓ ｍｉｎｄ　
１０． ｍａｋ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
二、语法填空
１． ａ。泛指“一条鲨鱼”，用不定冠词ａ。
２． ｄｅａｔｈ。ｂｅ ｓｃａｒｅｄ ｔｏ ｄｅａｔｈ “吓死”，是固定短语。
３． ｉｔｓ。指代ｓｈａｒｋ，并修饰名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故用形容词性物主代词ｉｔｓ。
４． ｔｏ ａｖｏｉｄ。“回旅馆”的目的是“避免被伤害”，故用不定式表示目的。
５． ｈｏｔｔｅｒ。由ｔｈａｎ可知，此处用比较级形式ｈｏｔｔｅｒ，表示这里的天气和家
乡的天气相比更热。

６． ｉｔ。指代海边的天气，并作ｇｅｔ ｕｓｅｄ ｔｏ的宾语，故填ｉｔ。
７． ｇｏｔ。ａｎｄ连接两个并列谓语动词，且发生在过去，故用一般过去时。
８． ｗｈｏｍ。所填词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ｍｙ ｎｅｗ ｆｒｉｅｎｄ，并在
定语从句中作ｃｏ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的宾语，故用ｗｈｏｍ。

９． ｗｉｔｈ。ｂ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ｓｔｈ． “通晓某事物，熟悉某事物”，是固定搭配。
１０． Ａｆｔｅｒ。此句意为“我们分开后还一直写信给对方。”故填ａｆｔｅｒ，引导
时间状语从句。

三、完形填空
　 　 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记叙文，讲述Ｊｏｅ和Ｓｉｍｏｎ成功登顶后返回途中
的惊险遭遇，他们不屈不挠、互相支持的精神让人为之振奋。
１． Ｃ　 ｂｕｔ一词说明前后为转折关系，他们成功到达山顶。
２． Ａ　 依据下文得知他们返回途中天气状况恶劣（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３． Ｄ　 Ｊｏｅ和Ｓｉｍｏｎ都知道如果Ｓｉｍｏｎ独自继续返回，他倒可以安全地折

返营地。
４． Ｂ　 参见上题解析。
５． Ｄ　 Ｓｉｍｏｎ决定冒着生命危险用绳子带Ｊｏｅ下山。
６． Ｃ　 就在他们俩下山的时候，天气更糟糕了，接着麻烦又来了。ｇｏ

ｄｏｗｎ “下降，下山”。
７． Ｄ　 参见上题解析。
８． Ａ　 因为他们相互看不见也听不见，Ｓｉｍｏｎ错误地把Ｊｏｅ从绝壁上往下

送，结果进退两难。ｂｙ ｍｉｓｔａｋｅ “错误地”；ｂｙ ｃｈａｎｃｅ “碰巧”；ｂｙ
ｃｈｏｉｃｅ “自愿”；ｂｙ ｌｕｃｋ “侥幸”。

９． Ｄ　 Ｊｏｅ自己爬不回来，Ｓｉｍｏｎ也不可能有力气把他拉上来。
１０． Ｂ　 Ｊｏｅ的重量正在把Ｓｉｍｏｎ慢慢地往下拉，两人处境危险。
１１． Ａ　 最终在坚持一个多小时后，在黑暗和寒冷中，Ｓｉｍｏｎ不得不作出

一个决定。
１２． Ｃ　 参见上题解析。
１３． Ｂ　 结果Ｊｏｅ摔到了下面的冰缝中。
１４． Ａ　 依据下文，Ｊｏｅ成功从冰缝中爬出来一步步接近营地。ｍａｎａｇｅ ｔｏ

ｄｏ “成功做到”。
１５． Ｃ　 Ｊｏｅ一条腿断了，不能走，只能缓慢移动。
１６． Ｂ　 营地距离Ｊｏｅ将近一万米远。ａｗａｙ “相距”。
１７． Ｄ　 Ｓｉｍｏｎ早已顺利返回营地。
１８． Ａ　 Ｓｉｍｏｎ想Ｊｏｅ坠落悬岸必死无疑。
１９． Ｃ　 但是Ｓｉｍｏｎ不想立即离开营地。
２０． Ｂ　 三天后，Ｊｏｅ居然爬回来了，Ｓｉｍｏｎ难以相信这人间奇迹。
四、阅读理解
１－４ ＡＤＣＢ

Ｕｎｉｔ 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一、词汇运用
１． ｃｌａｒｉｆｙ　 ２． ｕｎｉｔｅｄ　 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４．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６． ｈａｖｅ ａ ｂａ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７． ｊｏｉｎｅｄ ｔｏ　 ８． ｌｅｆｔ ｏｕｔ　 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１０．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二、语法填空
　 　 这是一篇记叙文。一件小事改变了人们对彼此的态度。
１． ｂｅｉｎｇ。ｗｏｒｒｉｅｄ ａｂｏｕｔ表示“担忧”，介词后接名词或动句词。
２． ａｎｄ。前后句是并列关系，应用ａｎｄ。很多人在候车，一些人看起来很
担忧、失望。

３．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ｌｏｏｋ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是系表结构，表示“看起来感动失望”。
４． ｔｏ。ｎｅｘｔ ｔｏ是固定搭配，表示“紧挨着”。
５． ｃａｕｇｈｔ。ｃａｔｃｈ ｏｎｅ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表示“引起某人的注意”，根据文中的时态
可知应用一般过去时。ｃａｔｃｈ是不规则动词，注意变化。

６． ｔｏ ｓｔｏｐ。ｒｅｆｕｓｅ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表示“拒绝做某事”。
７． ｒｉｄｉｎｇ。ｋｅｅｐ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 表示“反复做某事”。
８． Ｄｉｄ。结合语境这里询差别说话之前的情况，故用一般过去时。
９． ｍｅ ／ ｍｉｎｅ。一名女士惊呼，“是我丢东西了／那是我的箱子”。
１０．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陌生的人群突然间变得友好起来。修饰动词应用副词。
三、阅读理解
１－５ ＣＢＤＡＡ　 ６－９ ＥＣＦＤ

Ｕｎｉｔ ３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一、词汇运用
１． ｔｏｌｅｒａｔｅ　 ２． ｓｔｅｗａｒｄｅｓｓ　 ３． ｓｉｄｅｗａｙｓ　 ４．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５． ｍａｓｋｓ
６． ｄｅｆｅ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７．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　 ８．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９． ａｃｃｕｓｅｄ爥ｏｆ　
１０． ｉｓ ａｎｘｉｏｕｓ ｔｏ
二、语法填空
１． ｉｔ。所填词指代上文提到的ｒａｄｉｏ，故用ｉｔ。
２． ｌａｔｅｒ。此处表示“一周后她给我寄了回来”，ｌａｔｅｒ意为“……（时间）
之后”。

３． ｓａｙｉｎｇ。句中已有谓语动词ｐｏｓｔｅｄ，故此处只能填非谓语动词． ｓａｙ与
其逻辑主语ｓｈｅ是主动关系，故用现在分词作状语。

４． ｔｈｅ。特指上文提到的那个收音机，故用定冠词ｔｈｅ。
５． ｃｈｅｃｋｅｄ。由ｂｏｕｇｈｔ可知ｃｈｅｃｋ表示的动作发生在过去，故用一般过去
时。

６． ｃｏｕｌｄ。此处所填词表示过去的能力，用ｃｏｕｌｄ。
７． ａｓ ｉｆ ／ ｔｈａｔ。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ａｓ ｉｆ ／ ｔｈａｔ “似乎……”，是固定用法。
８． ｔ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ｓｅｅｍ后跟不定式，动词ｌｅａｖｅ与其逻辑主语ｒａｄｉｏ是被动
关系，而且ｌｅａｖｅ表示的动作发生在ｓｅｅｍ这前，故用不定式的完成被
动式。

９．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ｓｏｕｎｄ是系动词，后边用形容词作表语，故填ｒｅａｓｏｎ的形容
词形式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１０． ｒｅｐａｉｒｅｄ。ｒａｄｉｏ与ｒｅｐａｉｒ是被动关系，故用过去分词作补足语。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 ｒｅｐａｉｒｅｄ意为“（让人）修理收音机”。

三、短文改错
Ｊｏｈｎｓ ｇｏａｌ ｉｎ ｌｉｆｅ ｗａｓ ∧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ｄｏｃｔｏｒ． Ｈｅ ｋｎｅｗ ｈｅ ｈａｄ ｔｏ

ｆｉｎｉｓｈ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ｉｒｓｔ，ｓｏ ｈｅ ｐｕｔ ｈｉｓ ｈｅａｒｔ ｉｎｔｏ ｈ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 ｍａｔｈ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ｈｅ ｗｏｒｋｅｄ ｈａｒｄｌｙ

ｈａｒｄ
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Ｊｏｈｎ



参考答案

２４１　　

ｂｅｃａｍｅ ｇｏｏｄ ａｔ ｉｔ
ｔｈｅｍ

． Ｈｏｗｅｖｅｒ，Ｊｏｈｎ ｆｏｒｇｏｔ ｔｈａｔ ｈ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ｂｅｓｉｄ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ｏｓｅ ｈ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Ｊｏｈｎ ｆａｉｌ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ｂｏ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ｉ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ｙｅａｒ． Ｂｕｔ

Ｓｏ
ｈｅ ｈａｄ ｔｏ ｒｅｐｅ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ｈｅ ｗ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ｌｉｋｅ
ａｓ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Ｊｏｈｎ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 ｇｏｏｄ

ｌｅｓｓｏｎ．
四、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 ｈ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ｏｓｔ９０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ｔ．

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ｔ９０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ｆｏｎｄ ｏｆ ｎｅｗ ｔｈｉｎｇｓ，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ｔｒｙ ｔｈｅｍ． 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ｍａｎｙ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ｍ ｍｏｒ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ｔ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ｏｒｔｈ ｍ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ｒｅ ｇｏｏｄ 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ｏｔｈｅｒｓ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ｔ９０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ｏｏ ｓｅｌｆ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ｆｅ 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ｙ ｔｅｎｄ ｔｏ ｌｉｖｅ ａ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ｌｉｆｅ ｂｕｔ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ｓｉｄｅｓ，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ｌａｃｋ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ｔｏ ｓｈｏｗ 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ｏｒｓｅ ｓｔｉｌｌ，ｍａｎｙ ａｒｅ ｓｏ ｗｅａｋ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ａｄ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ｓ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ｍ，Ｉ ｔｈｉｎｋ ｗｅ ｐｏｓｔ９０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ｏｕｒ ｏｗ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ｓｏ ｔｈａｔ ｗｅ ｃａｎ ｐｕ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ｃａｎ ｗｅ ｇａ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ｆａｉｔｈ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ｓ．

Ｕｎｉｔ ４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ｓ
一、词汇运用
１．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２． ｅａｇｅｒ　 ３．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４． ｇｕｉｌｔｙ　 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　 ６．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
７． ａｃｃｕｓｉｎｇ爥ｏｆ　 ８．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９． ｋｅｅｐ ｉｎ ｍｉｎｄ　 １０．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二、语法填空
１． ｗｏｒｒｉｅｄ。句中主语为Ｉ，所填词在系动词ｂｅ后作表语，表示人的感受，
意为“担忧的，忧虑的”，故用ｗｏｒｒｉｅｄ。

２． ｔｏ ｓｔａｙ。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后用不定式作定语，此处表示“停留的地方”。
３． Ｉｔ。所填词指代上文中提到的“需要找地方住”这件事，故用ｉｔ。
４．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ａｎｄ连接并列成分，根据ｓｔｕｄａｙｉｎｇ，ｅａｔｉｎｇ爥判断填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５．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此处表示“那会有助于我们回国后找工作或上大学”，故
ｈｅｌｐ表示的动作是将要发生的，用一般将来时。

６． ｍｉｎｄ。ｍａｋｅ ｕｐ ｏｎｅｓ ｍｉｎｄ意为“上决心，决定”，是固定短语；此处
表示“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乐队指挥。”

７． ａ。泛指“一所最好的音乐学校”，且ｔｏｐ以辅音音素开头，故填不定
冠词ａ。

８． ｂｅｆｏｒｅ。此处表示“在我做决定之前，我想我要先看看今年是什么样”，
故用连词ｂｅｆｏｒｅ引导时间状语从句。

９． Ｓｈａｌｌ。此处表示征求对方意见，且主语为第一人称ｗｅ，故用情态动词
ｓｈａｌｌ。

１０． ｏｆｆ。ｋｅｅｐ ｓｂ． ／ ｓｔｈ． ｏｆｆ “使某人／某物远离”，为固定用法。
三、完形填空
１－５ ＣＣＡＣＢ　 ６－１０ ＣＢＤＤＡ　 １１－１５ ＡＤＢＣＡ　 １６－２０ ＢＤＣＢＤ
四、阅读理解
　 　 本文为记叙文。作者通过回忆自己小时候不完成家庭作业，只是应
付数学老师提问题的故事，告诉大家自己从之件事中受到的教育以及吸
取的教训。
１． Ｄ　 根据语境可知，作者认为只要做必要的事就够了，故Ｄ项正确。
２． Ｃ　 根据第三段最后一句“Ｏｎ ｍｏｓｔ ｄａｙｓ，ｏｕ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ｕｒ

ｏｒａｌ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可知，大多数时候，老师只要求
学生口头回答家庭作业。

３． Ａ　 根据第四段的内容可知，作者的数学老师总是按照题目顺序和学
生的座位顺序提问，很有规律。故Ａ项正确。

４． Ｂ　 根据第六段第一句“Ｗｈａｔ Ｉ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ｂｓ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ｔｈｒｅｗ ｏｆｆ ｍ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可知，作者没有料到的是
有几个学生缺课，没有来学校，所以他没有估计对自己要回答的
问题。故选Ｂ。

５． Ｄ　 根据全文尤其是文章最后一段可知，本文主要讲述了作者从自己
应付数学老师所提问题而有一次差点失败这件事上吸取了教训，
上了宝贵的一堂课。故Ｄ项最适合作文章标题。

Ｕｎｉｔ ５　 Ｆｉｒｓｔ ａｉｄ
一、词汇运用
１．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２． ｒａｙｓ　 ３．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４．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６． ｍａｋｅｓ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７． ｐｒｅｖｅｎｔ爥ｆｒｏｍ　 ８．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９． ａｐｐｌｙ爥ｔｏ
１０． ｆｅｌｌ ｉｌｌ
二、语法填空
１． ａ　 ２． ｉｔ　 ３． ｂｅｔｔｅｒ　 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５． Ｓｏ　 ６． Ｉｔ　 ７．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８． Ａｎｙｗａｙ
９． ｔｏ ｓｅｅ　 １０． ｅａｓｉｅｒ
三、阅读理解
　 　 本文是一篇记叙文。女儿马上可以和自己一起下海潜水了。Ｌａｒｒｙ不
禁想到了自己初学潜水时的经历，个中滋味细细品味。他希望女儿继承
家庭传统，和自己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潜水员。
１． Ｄ　 根据文章第一段第二句“Ｈｅ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ｈｉｓ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ｉｍ”可知答案。
２． Ａ　 根据第二段中的“Ｈｅ ｈａｄ ｍａｄｅ ａ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以及该段后面的内容

可知，他享有特殊待遇。
３． Ａ　 根据第三段中的第四句和第五句可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４． Ｄ　 因为被水下美景吸引，流连忘返都不记得时间了。故选Ｄ。
５． Ａ　 根据最后一段中的“Ｈｅ ｈｏｐｅｄ ｓ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以及Ｌａｒｒｙ的个人经历可知Ａ项正确。
综合质量评估（五）

１－５ ＢＢＡＢＣ　 ６－１０ ＡＣＡＡＢ　 １１－１５ ＣＡＣＣＢ　 １６－２０ ＢＣＢＣＡ
２１． ｔｏ ｇｅｔ。ｔｒｙ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尽力做某事”，ｔｒｙ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 “试着做某事”；由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ｒｙｉｎｇ可知应填ｔｏ ｇｅｔ，此处表示“一直尽力与你联系”。

２２．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ｅｒｅ ｉｓ ／ ｗａ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ｗｒｏｎｇ ｗｉｔｈ 爥是固定句式，表示
“……有问题／毛病”。

２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作主语且前面有定冠词修饰，故填ｃｏｎｎｅｃｔ的名词形式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２４． ｃｒｏｓｓｅｄ。ｌｉｎｅ与ｃｒｏｓｓ是被动关系，故用过去分词作补足语，构成ｇｅｔ
ｓｔｈ． ｄｏｎｅ结构。

２５． ｈａｖｉｎｇ。介词ａｂｏｕｔ后的动名词，此处的ｕｓ是动名词短语ｈａｖｉｎｇ
ｄｉｎｎｄｅｒ的逻辑主语。

２６． ｍｕｓｔ ／ ｈａｖｅ ｔｏ。本句句意为“妈妈感冒了，所以我不得不待在家里照
顾她”，表示主观上“必须”。

２７． Ｂｕｔ。此处与上句“我今天晚上不行”表示转折意思，故填连词ｂｕｔ。
２８． ａｎ。ｍａｋｅ ａ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预约”，是固定短语。
２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尽快”，是固定用法。
３０． ｌａｔｅｒ。本句句意为“我稍晚些给你打回去”，ｌａｔｅｒ “随后，以后”。
３１－３５ ＤＢＣＡＤ
３６－４０ ＢＣＤＡＤ　 ４１－４５ ＢＣＣＤＡ　 ４６－５０ ＢＢＡＣＣ　 ５１－５５ ＡＤＢＢＡ
５６－６０ ＣＤＤＢＣ　 ６１－６５ ＤＤＤＣＡ　 ６６－７０ ＧＢＡＥＤ
短文改错
　 　 Ｗｈｅｎ ｗｅ ｈａｄ 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ｏｕ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ａｎｙ

ｓｏｍ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ｒｏｍ ａ ｔｉｎｙ ｂｏｔｔｌｅ． Ｔｈｉｓ ｔｏｕ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ｃｌａｓｓ

． Ｗ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ｓｋ ｆｏｒ ｌｅａｖ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ｙｅｄ
ｓｔａ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ｆｏｒ ａ ｒｅｓｔ，ｓｏ
ｂｕｔ
ｈｅ ｃａｍｅ ｔｏ ｅａｃｈ ｃｌａｓｓ ｏｎ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ｌｌ ｏｆ 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ｈａｒｄ
ｈａｒｄ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ｅ ｄｉｄ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ａｔ ｔｅｒｍ，ｗｅ ｔｏｌｄ ｈｉｍ ｔｈａｔ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ｗｅ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ｈｉｍ． Ｗｅ ｗｅｒｅ ｓｏ ｗｏｒｒｙｉｎｇ
ｗｏｒｒｉ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ｈｅｒ
ｈｉ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ａｔ ｗｅ ａｓｋｅｄ ｈｉｍ ｗｈａ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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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　　

ｇｏｔ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ｈｅ ｔｏｏｋ． Ｗｉｔｈ ∧
ａ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ｓｍｉｌｅ，ｈｅ ｓａｉｄ，“Ｉｍ ｑｕｉｔｅ 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ａ ｂｏｔｔｌｅ ｏｆ ｔｅａ．”
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ａｒ Ｍｓ Ｋａｔｅ，

Ｉｍ Ｌｉ Ｈｕａ． 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Ｉ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ｙｏｕｒ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ｆｅｅｓ． Ｉｍ ｖｅｒｙ
ｇｒａｔ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ｏｓｉｔｙ．

Ｂｕｔ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ｈｅｌｐ，Ｉ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ｅｎｊｏｙ ａ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ａｍｐｕｓ ｒｉｇｈｔ ｎｏｗ． Ｉｖｅ ｍａｄｅ ａ ｌｏｔ ｏｆ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ｈｅｒｅ．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Ｉ ａｍ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ｈａｒｄ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ａ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ｙ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ｆａｃｔ，
Ｉｍ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ｅａｃｈ ｄａｙ．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ｃａｎ Ｉ ｌｅａｒｎ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ｗｈａｔ
Ｉｖｅ ｋｎｏｗｎ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ｎｅｅ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Ｂｅｓｉｄｅｓ，Ｉｍ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ｏ ｇｏ ｂａｃｋ ｔｏ
ｍｙ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 ａｆｔｅ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ｏｔｅ ｍｙｓｅｌｆ ｔ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ｙ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ｔ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Ｗｏｒｄｓ ｓｅｅｍ ｔｏ ｆａｉｌ ｍｅ ｗｈｅｎ Ｉ ｔｒｙ ｏ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ｍｙ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ｙｏｕ，
ａｎｄ Ｉｌｌ ｋｅｅｐ ｍｙ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ａｎｄ ｎｏｔ ｌｅｔ ｙｏｕ ｄｏｗｎ．

Ｙｏｕｒｓ ｓｉｎｃｅｒｅｌｙ，
Ｌｉ Ｈｕａ

听力材料原文：
Ｔｅｘｔ １
Ｍ：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ｎｙ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ｅｋｅｎｄ，Ｄｏｒｏｔｈｙ？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ｔｏ ｊｏｉｎ ｍｅ
ｆｏｒ ａｎ ｏｕｔｉｎｇ？

Ｗ：Ｔｈａｎｋｓ，ｂｕｔ Ｉ ａｍ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ｗｏｒｋ ｏｎ ｍｙ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ｌ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Ｔｅｘｔ ２
Ｗ：Ｓｏ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ｂｕｙ？
Ｍ：Ａ Ｔｓｈｉｒｔ，ｉｔ ｗａｓ ａ ｒｅａｌ ｂａｒｇａｉｎ． Ｉ ｇｏｔ ｉｔ ａｔ ｈａｌｆ ｐｒｉｃｅ，ｓａｖｉｎｇ １５ ｄｏｌｌａｒｓ．
Ｔｅｘｔ ３
Ｍ：Ｉ ａｍ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ｎ Ｓｕｎ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ｗ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ｒｔ． Ｗａｎｔ ｔｏ ｃｏｍｅ ｗｉｔｈ ｍｅ？

Ｗ：Ｉｄ ｌｏｖｅ ｔｏ，ｂｕｔ ｍｙ ｂｅｓｔ ｆｒｉｅｎｄ ｉ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ｏｎ Ｓｕｎｄａｙ，ａｎｄ Ｉ ｗｏｎｔ ｍｉｓｓ
ｉｔ ｆｏｒ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Ｔｅｘｔ ４
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ｃａｎ Ｉ ｈｅｌｐ ｙｏｕ？
Ｍ：Ｙｅｓ，ｐｌｅａｓｅ．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ｙｏｕ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ｏｕｒｓ？
Ｗ：Ｗｅ ｏｐｅｎ ａｔ ９：００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 ａｔ ４：００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ｅｋ，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ｗｅ ｃｌｏｓｅ
ｏｎｅ ｈｏｕｒ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ａｔ ３：００，ａｎｄ ｗｅ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ｎｄａｙ．

Ｔｅｘｔ ５
Ｗ：Ｍａｙ Ｉ ｈｅｌｐ ｙｏｕ，ｓｉｒ？
Ｍ：Ｙｅｓ，Ｉ ｓｅｅｍ ｔｏ ｈａｖｅ ｌｏｓｔ ｍｙ ｒｏｏｍ ｋｅｙ．
Ｗ：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ａｓｅ，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ｄｅｓｋ ｔｏ ｇｅ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ｏｎｅ．
Ｔｅｘｔ ６
Ｍ：Ｈｅｌｌｏ，Ｎｏｒａ，Ｉ ｈｅａｒｄ ａｂｏｕｔ ａ ｆｌａｔ ｔｈａｔ ｍ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ｙｏｕ ｇｉｒｌｓ． Ｉｔｓ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ｕｓ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ｏａｄ，ａｎｄ ａｂｏｕｔ ７５ ｐｏｕｎｄｓ ａ ｗｅｅｋ，ｑｕｉｔ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ｉｔｓ ｏｎｌｙ ｇｏｔ ｔｗｏ ｂｅｄｒｏｏｍｓ，ｂｕｔ Ｉ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ｗｏ ｏｆ ｙｏｕ
ｃｏｕｌｄ ｓｈａｒｅ．

Ｗ：Ｗｅｌｌ，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ｉｔｓ ｔｏ ｍｅ，Ｉｖｅ ｇｏ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ｍｙ ｏｗｎ ｒｏｏｍ，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ｔ ｈｏｍｅ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Ｙｅｓ，ｉｔｓ ｇｏｔ ａ ｖｅｒｙ ｂｉｇ ａｎｄ ｗｅｌｌ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ｋｉｔｃｈｅｎ，ａｎｄ Ｉ ｋｎｏｗ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Ｓｏ ｔｈａｔ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ｉｔｓ ｆａｖｏｒ，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ｎｏｔ ｍｕｃｈ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ｙｅｔ． Ｓｏ ｌｅｔ ｍｅ ｋｎｏｗ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ｉｆ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ｉｔ ｏｒ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ｅｘｔ ７
Ｍ：Ｈｅｌｌｏ，Ｂａｒｂａｒａ，ｗｅｌ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 Ｙｏｕ ｌｏｏｋ ｇｒｅａｔ．
Ｗ：Ｒｏｄ，ｉｔｓ ｌｏｖｅｌｙ ｔｏ ｓｅｅ ｙｏｕ ａｇａｉｎ．
Ｍ：Ｈｏｗ ｗａｓ ｙｏｕｒ ｔｒｉｐ？
Ｗ：Ｆｉｎｅ ｂｕｔ ｔｉｒｉｎｇ． Ｍｉｌａｎ ｗ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ｂｉｇ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Ｉ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ｎｏｉｓｉ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ｒｔｉｅｒ，ｔｏｏ．

Ｍ：Ａｎｄ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Ｗ：Ｗｅｌｌ，Ｉ ｄｉｄｎｔ ｇｏ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ｂｅ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Ｍ：Ｎｏ，Ｉｖｅ ｎｅｖｅｒ ｂｅｅｎ ｔｏ Ｉｔａｌｙ． Ｉｄ ｒｅａｌｌｙ ｌｉｋｅ ｔｏ ｇｏ ｔｏ Ｒｏｍｅ． Ｗｅｌｌ，ｔｈｅ ｃａｒｓ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 ｐａｒｋ． Ｉｓ ｔｈｉｓ ａｌｌ ｙｏｕｒ ｌｕｇｇａｇｅ？
Ｗ：Ｙｅｓ，ｂｕｔ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ｃａｓｅ ｉｓ ｖｅｒｙ ｈｅａｖｙ．
Ｍ：Ｂａｒｂａｒａ，ｗｈａｔｓ ｉｎ ｉｔ？Ｂｏｏｋｓ ｏｒ ｓｔｏｎｅｓ？
Ｗ：Ｊｕｓｔ ２０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ｓｈｏｅｓ．
Ｔｅｘｔ ８
Ｗ：Ｈｅｌｌｏ，Ｔｈｏｍａ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Ｍ：Ｈｅｌｌｏ，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ｉｋｅ Ｌａｎｄｏｎ ｈｅｒｅ． Ｉｓ Ｊａｃｋ Ｃｏｏｐ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ｂｙ ａｎｙ ｃｈａｎｃｅ？
Ｗ：Ｉ ａｍ ａｆｒａｉｄ ｎｏｔ． Ｈｅ ｉｓ ａｗａｙ ｆｏｒ ａ ｄａｙ ｏｒ ｔｗｏ，ｂａｃｋ ｏｎ，ｌｅｔｓ ｓｅｅ，Ｍｏｎ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Ｍ：Ｏｈ，ｗｅｌｌ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Ｉ ｃａｎ ｌｅａｖｅ ａ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ｏｒ ｈｉｍ．
Ｗ：Ｙｅｓ，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ｊｕｓｔ ａ ｍｉｎｕｔｅ． Ｎｏｗ，ｌｅｔｓ ｓｅｅ，ｔｏ Ｊａｃｋ Ｃｏｏｐｅｒ ｆｒｏｍ Ｍｉｋ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Ｎｏ，Ｌａｎｄｏｎ，Ｌａｎｄｏｎ．
Ｗ：Ｓｏｒｒｙ，ｙｅｓ，ｇｏｔ ｔｈａｔ，ａｎｄ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Ｍ：Ｗｅｌｌ ｉｔｓ ｊｕｓｔ ｔｈｉｓ：ｃｏｕｌｄ ｈｅ ｃｏｍｅ ｔｏ ａ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Ｍｏｎ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ａｔ ５：００
ｐｍ？

Ｗ：Ｔ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ｎｄａｙ，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２ｔｈ？
Ｍ：Ｒｉｇｈｔ，ｉｔ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Ｗ：Ｆｉｎｅ，Ｉｖｅ ｇｏｔ ｔｈａｔ． Ｉ ｗｉｌｌ 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ｈｅ ｇｅｔｓ ｉｔ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ｈｅ 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ｏｎ
Ｍｏｎｄａｙ．

Ｍ：Ｇｏｏｄ，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ｇｏｏｄｂｙｅ．
Ｔｅｘｔ ９
Ｍ：Ｎｏｗ，Ｍｒｓ Ｆｒａｎｋｓ，Ｉ 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ｔｏ ｒｅａｄ ｙｏｕｒ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ａｃｋ ｔｏ ｙｏｕ，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ｙｏｕ
ｃａｎ ｗｒｉｔｅ ｙｏｕｒ ｎａｍｅ ｏｎ ｉｔ．

Ｗ：Ｆｉｎｅ．
Ｍ：Ｉ ｗａ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ｔ ａｂｏｕｔ ８：５０
ａｍ． Ｉ ｓａｗ ａ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ｄ ｃａｒ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ｏｆ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Ａ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Ｙｏｒｋ Ｒｏａｄ． Ｉｔ ｗａ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ｅ ａｌｏｎｇ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Ａｖｅｎｕｅ ａｔ ａｂｏｕｔ ４０
ｍｉｌｅｓ ｐｅｒ ｈｏｕ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Ｙｏｒｋ Ｒｏａｄ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ｏ ｇｒｅｅｎ，ａｎｄ ａ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ｌｏｒｒｙ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ｍｏｖ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ｔ ａｂｏｕｔ ５ ｍｉｌｅｓ ｐｅｒ ｈｏｕｒ．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ｄｉｄｎｔ 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ｈｉｓ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ｉｇｈｔ ｈａｄ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ｒａｎｇｅ ｔｏ
ｒｅｄ，ａｎｄ ｒａ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ｒｒｙ．

Ｗ：Ｔｈａｔ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Ｔｅｘｔ １０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ｔｏ Ｍｏｎｔｆｏ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ｆｏｒ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ｆｏｒ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ｙ Ｍｏｎｔｆｏｒｔ ｆａｍｉｌｙ，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ｂｏｙ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１６．
Ｗｅ ａｒｅ ｓｏ ｈａｐｐｙ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ｉｍｅ ｏｆｆ ｔｏ ｂｅ ｗｉｔｈ ｕｓ ｔｏｄａｙ． Ｉｔ ｉ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ｓｏｍ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ｈｏｐｅ ｗｉｌｌ ｐｌｅａｓｅ ｙｏｕ． Ａｔ
９：００ ａｍ，ｏｕｒ ｈｅａｄｍａｓｔｅｒ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ａ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ｓｐｅｅｃｈ；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ａｌｌ． Ｐｌｅａｓｅ ｂｅ ｓｅａｔｅｄ ｂｙ ８：４５ ａｍ．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ｉｔ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 ｔ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ｔ ９：３０；ｈｅｒｅ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ｕ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ｏｕ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ｌａｉｄ 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２ｎｄ ｆｌｏｏｒ．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 ｔｏｕｒ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ａｂｓ ａｔ １０：２０ ａｍ，ｈｅｒｅ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ｎｏ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ｌａｂｓ
ｈａｖ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ｔ １１：００ ａｍ，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ｕｒ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ｖｅｒｓ ｏｕ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ｍｕｓｉｃ，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ｆｅ． Ａｔ Ｍｏｎｔｆｏｒｔ，ｗ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ｉｎ ａｌｌａｒ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ｕｎ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ｔ １２：００．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ｏｕｒ ｇｕｅｓｔｓ． Ａｌｌ
ｏｕ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ａｎ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ｉｎ ｙｏｕｒ ｍｉｎｄｓ． Ｗｅ ａｒｅ ｓｏ ｈａｐｐｙ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ｉｔｈ ｕｓ ｔｏｄａｙ．

选修 ６
Ｕｎｉｔ １　 Ａｒｔ

一、词汇运用
１． ｇａｌｌｅｒｙ　 ２． ａｉｍ　 ３．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Ａｖｅｎｕｅ　 ５．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６． ｆｅｌｔ ｌｉｋｅ
７． ｂｒｅａｋ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８．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９． ｉｎ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１０．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参考答案

２４３　　

二、语法填空
１． ａｒｅ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ｓ和ｒｅｐｅａｔ之间为被动关系，且此处说明的是
现在情况，故用一般现在时的被动语态。

２． ａｎｎｏｙｅｄ。在ｂｅ动词后作表语，表示人的情绪，应该用ｅｄ形容词
ａｎｎｏｙｅｄ。

３． ｗｈｅｎ ／ ｂｅｃａｕｓｅ。此处可用ｗｈｅｎ引导时间状语从句，意为“当……时”，
也可用ｂｅｃａｕｓｅ引导原因状语从句。

４． ｔｈａｔ。此处考查强调句型，被强调部分为事物，故用ｔｈａｔ。
５．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由ｔｈｏｓｅ可知此处应该用名词复数形式。
６． ｍｙｓｅｌｆ。ｓａｙ ｔｏ ｏｎｓｅｓｌｆ为固定用法，表示“不能做某事”。
７． ｔｏ ｆｉｎｉｓｈ。ｂｅ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为固定用法，表示“不能做某事”。
８．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修饰形容词ｔｉｒｅｄ应该用副词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９． ａ。ｔａｋｅ ａ ｒｅｓｔ为固定短语，意为“体息一下”。
１０． ａｎｄ。空格前后两句表示承接关系，故用并列连词ａｎｄ。
三、完形填空
　 　 本文是一篇记叙文，Ｄｉａｎｅ Ｒａｙ是一个非常任性的孩子，她经常耍小
孩子脾气。一次在海滨度假，任性的她身处危险之中，一位老人出手救
了她。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１． Ｄ　 根据上文中的“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ｓｅｌｆｃｅｎｔｒｅｄ 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ｓｐｏｉｌｔ”及下文中的

“ｓ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ｔｈｒｏｗ ａ ｔｅｍｐｅｒ ｔａｎｔｒｕｍ （耍小孩脾气） ｉｆ ｔｈｅｙ ｄｉｄ ｎｏｔ”可
知，Ｄｉａｎｅ Ｒａｙ 要什么，她的父母就给什么。所以此空填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２． Ｂ　 根据空后的“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ｒ ｄｒｕｍｍｉｎｇ ｈｅｒ ｈｅｅｌｓ”可知，此空应填ｌｉｅ。
３． Ｃ　 根据语境可知，她的父母会满足她的任何要求。故ｇｉｖｅ ｉｎ “投降，

屈服，让步”符合语境。
４． Ａ　 根据下文中的“ｗ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ｓｗｉｍｓｕｉｔ”和“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ｂａｃｋ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ａｃｈｈｏｕｓｅ”可知，Ｄｉａｎｅ Ｒａｙ一个人在沙滩上玩耍。
５． Ｃ　 结合语境和选项可知，Ｄｉａｎｅ Ｒａｙ大发脾气，她的父母才给她买了

这件昂贵的泳衣。ｇｅｔ ｓｂ．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意为“使某人做某事”。
６． Ｂ　 根据上下文内容可知，此处应用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表示“恢复”。
７． Ａ　 根据第二段首句中的“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ｗｈｙ ｓｈｅ ｗａｓ ａｌｏｎｅ”可知答案。
８． Ｄ　 因为她的父母不让她独自去海里游泳，所以她责怪父母不让她玩

得尽兴。ｈａｖｅ ｆｕｎ意为“玩得开心”。
９． Ｂ　 Ｄｉａｎｅ不知道那个男人在那里，直到他开口说话。ｎｏｔ爥ｕｎｔｉｌ爥意为

“直到……才……”，符合语境。
１０． Ｃ　 根据倒数第二段中的“Ｏｈ，ｗｈｙ ｈａｄ ｓｈｅ ｎｏｔ ｌｉｓｔｅｎｅｄ ｔｏ ａｄｖｉｃｅ？”可

知，这个人建议她今天不要游泳。
１１． Ａ　 ｍｉｎｄ ｏｎｅｓ ｏｗ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是固定搭配，意为“少管闲事”，符合语境。
１２． Ｂ　 那个人告诉Ｄｉａｎｅ，如果她去那儿，她会后悔的。
１３． Ｄ　 结合语境和选项可知，此处应用ｈａｐｐｉｌｙ。
１４． Ｂ　 根据后文中的“Ｓａｌｔ ｗａｔｅｒ ｈｉ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ｅｒ ｆａｃｅ”可知，Ｄｉａｎｅ在海水

中游得越来越困难了。
１５． Ａ　 根据上文中的“ｉ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ｈａｒｄｅｒ ｔｏ 　 　 １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水流）”可知，Ｄｉａｎｅ感到呼吸变得越来越难了。
１６． Ｄ　 根据语境可知，Ｄｉａｎｅ感到恐慌，她开始尖叫。
１７． Ａ　 根据选项和下文中的“Ｈｏｌｄ ｏｎ！Ｉｍ ｃｏｍｉｎｇ．”可知，正当Ｄｉａｎｅ

高喊救命时，那个人及时赶来救她，所以此处应用ｃａｌｍ。
１８． Ｂ　 当听到有人来救她时，Ｄｉａｎｅ松了一口气。ｗｉｔｈ ｒｅｌｉｅｆ意为“松了

一口气”。
１９． Ｃ　 Ｄｉａｎｅ让他们俩都处于危险之中。
２０． Ｄ　 根据上文中的“ｓｈｅ ｓａｗ ｔｈｅ ｏｌｄ ｍａｎ ｒｏｗｉｎｇ 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ｏａ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ｈｅｒ”可知，此空应填ｂｏａｔ。
四、阅读理解
１． Ｄ　 写作意图题。该文是为纪念Ｓｅｕｓｓ诞辰１０７周年写的，作者结合自

己的经历来介绍Ｓｅｕｓｓ取得的成就。
２． Ａ　 细节理解题。根据倒数第四段第一句“Ｓｅｕｓｓｓ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ｃａｒｔｏ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ｖ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ｋｅ ｈｉｓ ｂｏｏｋｓ ａ ｄｅｌ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ｓ爥”可知，他书中极棒
的漫画和充满智慧的语言使所有人喜欢他的书。

３． Ａ　 推理判断题。根据倒数第三段内容可知，他超前于他的时代，意
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因此Ａ项陈述正确。

Ｕｎｉｔ ２　 Ｐｏｅｍｓ
一、词汇运用
１． ｄｉａｍｏｎｄ　 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３．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　 ４． ｃｏｍｐａｓｓ　 ５．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ｈｉｐ
６． ｇｏ ｏｖｅｒ　 ７． ｍａｋｅ ｓｅｎｓｅ　 ８． ｒａｎ ａｗａｙ　 ９． ｒｕｎ ｏｕｔ ｏｆ　 １０． Ｔａｋｅ ｉｔ ｅａｓｙ
二、语法填空
１．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所填词在句中作谓语，ａｎｄ引导两个并列的句了，故用一般
过去时。

２． ｍｉｎｅ。此处指代ｍｙ ｈｅａｒｔ，故用名词性物主代词作宾语。
３． ｏｔｈｅｒ。由ａｎｄ前的分句可知，后一分句应表示“另外一些地方……”，
故填ｏｔｈｅｒ。

４． ｍｉｓｓｉｎｇ。此处作表语，句中谓语为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ｉｅｃｅｓ，故用形容词
ｍｉｓｓｉｎｇ。

５． ｂｕｔ。ｂｕｔ连接的前后两个句子为转折关系，故用ｂｕｔ。
６． ｗｈｏｍ。所填词引导定语从句，在从句中作宾语，故用ｗｈｏｍ。
７． ｆｉｔｓ。作主语的关系代词指代ｈｅａｒｔ，故用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８． ｔｈｅ。ｗｅ ｓｈａｒｅｄ修饰ｌｏｖｅ，表特指，故用定冠词ｔｈｅ。
９． ｒｅｍｉ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ｙ和ｍｉｎｄ为主动关系，句中谓语是ｓｔａｙ，故此处用
ｒｅｍｉｎｄ的现在分词形式作状语。

１０． ｗｈａｔ。此处引导宾语从句，在从句中作表语，故用ｗｈａｔ。
三、阅读理解
　 　 一个生而为奴，将近３０年为奴的人，在新宪法的框架下获得自由。
１． Ａ　 从第一段中的“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ａｂｏｕｔ １７４２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ｓｌａｖｅｓ”可推知她出生时就是奴隶。
２． Ｃ　 从第二段中的“Ｍｕｍｂｅ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ｈｅｒ ｓｉ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ｂｌｏｗ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Ｆｕｒｉｏｕｓ，ｓｈｅ ｌｅｆｔ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可知，Ｍｕｍｂｅｔ
为保护妹妹，代妹受罚。她狂怒地离开了Ａｓｈｌｅｙ的房子，并拒绝
回去。

３． Ｂ　 从第三段中的“Ｉ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ｅｒｅ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ｔｈｅｎ ｓ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ｈｅｒ”可以推知，她认为自
己应和白人一样自由、平等。

４． Ａ　 从第四段中的第二句“Ｓ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ｗｅｎｔ ｔｏ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ｅｄｇｅｗｉｃｋ”可知，她选择为一个律师工作。

５． Ｃ　 整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关于女奴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ｒｅｅｍａｎ勇敢争取获得自由
的故事。

　 　 一个男孩不小心尿湿了裤子，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女孩端着
金鱼缸来了，结果在他面前绊倒了，水撒湿了他的裤子。
６． Ｄ　 句意判断题。根据下一句“女孩们知道了这件事，会永远不理他

的”可知：男孩们如果知道这件事，会没完没了地笑话他的。
７． Ｂ　 推理判断题。根据第二段最后一句“Ｔｈｅ ｂｏｙ ｐｒｅ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ｎｇｒｙ，

ｂｕ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ｈｉｌｅ ｈｅ ｗａｓ ｓａｙ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ｍｓｅｌｆ，‘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Ｌｏｒｄ！’”可知
男孩感到轻松了。ｒｅｌｉｅｆ轻松；解脱。

８．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三段第三句“Ａｌｌ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ｅｒｅ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ｋｎｅｅｓ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ｒｏｕｎｄ ｈｉｓ ｄｅｓｋ．”可知答案。

９． Ｄ　 推理判断题。根据最后一段可知Ａ、Ｂ、Ｃ都是错误的；女孩知道
男孩尴尬才故意这么做的。

Ｕｎｉｔ ３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
一、词汇运用
１．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　 ２． ａｌｃｏｈｏｌ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４． ｓｅｘ　 ５． ｎｅｅｄｌｅ　 ６． ａｄ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７．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ｏｕｔ　 ８． ｂｅｅｎ ａ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ｄ ｔｏ　 ９．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ｏ　 １０．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ｏｎ
二、语法填空
１． ｏｎ。ｈｏｗ引导宾语从句，此处用介词并表示“关于……方面”，故用ｏｎ。
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ａｃｔｏｒ和ｒｅｑｕｉｒｅ为逻辑上的被动关系，故用ｒｅｑｕｉｒｅ的过去分词
形式。

３． ｓａｙｉｎｇ。此处用ｓａｙ的动名词形式作介词ｂｙ的宾语。
４． Ａｎｏｔｈｅｒ。上文提到ｏｎｅ ｗａｙ，此处指另一种方法，故用ａｎｏｔｈｅｒ ｗａｙ。
５．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作补足语，意为“令人愉快的”，形容词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６． ｓｏ。所填词连接的是两个因果关系的句子，故此处用ｓｏ。
７． ｉｔ。代替不定式短语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爥作形式主语用ｉｔ。
８． ｗｏｒｓｅ。所填词后面是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ｓ，故此处用ｂａｄ的比较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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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所填词引导定语从句，在从句中作宾语，故用ｔｈａｔ或
ｗｈｉｃｈ。

１０． ｔｈｅ。形容词的最高级形式前用ｔｈｅ，表示“最有把握的方法”。
三、阅读理解
　 　 这是一篇科普文。一位法国科学家发明的电子牙刷可以通过蓝牙无
线连接器把你刷牙的信息传到手机上，甚至可以检测到牙上的洞。
【长难句解读】Ｉｔ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ｌｉｋ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ｄｅｎｔｉｓ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ｗａｔｃｈ ｙｏｕｒ ｂｒｕｓｈｉｎｇ ｏｎ
ａ ｄａｙｔｏｄａｙ ｂａｓｉｓ．

分析：ｋｉｎｄ ｏｆ有点儿：ｌｉｋｅ为介词，ｈａｖｉｎｇ爥为动名词短语作宾语；
句中含有ｈａｖｅ ｓｂ． ｄｏ ｓｔｈ． 结构，ｗａｔｃｈ为省略ｔｏ的不定式，作宾语补足
语。

译文：这有点儿像每天都在牙医的指导下刷牙。
１． Ａ　 从第一段中的“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ｔｏｏｔｈｂｒｕｓｈ ｓｅｎｓｅｓ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ｗ ｗｅｌｌ

ｙｏｕ ｂｒｕｓｈ”可知答案。
２． Ｃ　 从第三段中的“Ｉｔ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ｌｉｋ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ｄｅｎｔｉｓ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ｗａｔｃｈ ｙｏｕｒ

ｂｒｕｓｈｉｎｇ ｏｎ ａ ｄａｙｔｏ ｄａｙ ｂａｓｉｓ”可知，你可以用这种牙刷，就好像
每天在牙医的指导下刷牙。

３． Ｂ 　 从第四段中的“ｓ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 ｃｏｕｌｄ，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ｇａ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ｙｏｕｒ ｔｏｏｔｈｂｒｕｓｈ爥ｙｏｕｒ ｔｅｅｔｈ”可知答案。

４． Ｄ　 从第五段中的第一句“Ｓｅｒｖａｌ ｓａｙｓ ｈｅ ｗａｓ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ａ ｆａｔｈｅｒ”可知，本段讲了Ｓｅｒｖａｌ发明这种电子牙刷的想法的由来。

５． Ａ 　 从第五段中的“Ｔｈｅｙ ｓａｉｄ ‘ｙｅｓ，’ ｂｕｔ Ｓｅｒｖａｌ ｗｏｕｌｄ ｆｉ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ｏｏｔｈｂｒｕｓｈ ｈｅａｄｓ ｄｒｙ”可推知，他们不愿意刷牙。

６． Ｄ　 根据最后一段中的“Ｔｈｅ ｃａｍｅｒａ ｃａｎ ｅｖｅｎ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ｈｏｌｅｓ ｉｎ ｙｏｕｒ ｔｅｅｔｈ
ｗｈｉｌｅ ｙｏｕ ｂｒｕｓｈ”可知答案。

７－１１ ＢＦＧＤＥ

Ｕｎｉｔ 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一、词汇运用
１． ｃａｓｕａｌ　 ２． ｒａｎｄｏｍ　 ３．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４．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５．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６． ｇｏｉｎｇ ｕｐ　 ７．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８． ｗｅｒｅ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９． ｅｖｅｎ ｉｆ　 １０． ｋｅｐｔ ｏｎ
二、语法填空
１．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由下面的回答可推出，此处表示“对现代艺术不感兴趣”，
故用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构成“ｂｅ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ｓｔｈ．。”

２． ｃａｎ。此处为ｈｏｗ引导的疑问句，表示“能够”，并且由下面的答语可
以推出用ｃａｎ。

３． ｐａｃｅ。ｋｅｅｐ 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为固定搭配，表示“跟上……的步伐”。
４． ｆｒｏｍ。ｂ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意为“不同于……”，固定搭配。
５． ａ。此处泛指“任何一个孩子”，故用不定冠词ａ。
６．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 ｎｏ ｐｏｉｎｔ （ｉｎ）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 为固定句型，意为“做某事
无用”。

７． ｂｕｔ。前后两句之间存在转折关系，故用ｂｕｔ。
８．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所填词修饰名词ｆｅｅｌｉｎｇ，故用其形容形式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９． ｔｏ。此处ｋｅｅｐ ｓｔｈ． ｔｏ ｏｎｅｓｅｌｆ为固定用语，表示“不与他人分享”。
１０．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所填词作动词ｗａｔｃｈ的宾语，故用其名词形式，表示现代
艺术品的“展临览”。

三、完形填空
　 　 本文为一篇记叙文。作者讲述了自己２０１４年到佛罗里达州的奥

兰多参加作家研讨会期间受到一位热心老太太帮助的故事。
１． Ａ　 结合句中的“Ｉ ｈａｄ ｊｕｓ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ｌｌｎｅｓｓ”以及空后的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ｊｕｓｔ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ｏｒｄｅｒｅｄ”可知，医生指示刚刚康复的
病人的自然是“度假期”。

２． Ｂ 　 ｓｏ后为部分倒装，将作状语的ｏｆｆ前置了。正常的结构为：ｓｏ Ｉ
ｗｅｎｔ ｏｆｆ。ｇｏ ｏｆｆ “离开（尤指去做某事）”；ｋｅｅｐ ｏｆｆ “远离，（使）
不接近”；ｄｒｏｐ ｏｆｆ “减少，下降”；ｋｎｏｃｋ ｏｆｆ “停止某事”。Ｂ项符
合语境。

３． Ｃ　 到达阳光州（指佛罗里达州）相当疲劳，但作者还是设法搭乘出
租车到达住处并安顿下来。ｍａｎａｇｅ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意为“设法做成某
事”，符合语境。

４． Ｄ　 根据第三段中的“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ｙ，ｓｈｅ 　 １８　 ｔｏ ｔａｋｅ ｍ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ｍｙ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可知选Ｄ。
５． Ｄ　 外出搭乘的应是“出租车”，空前的“ａｎｏｔｈｅｒ”承接上句的“ａ

ｔａｘｉ”。故选Ｄ。第二天上午，作者坐另一辆出租车到购物中心买了
一些纪念品。

６． Ｃ　 根据语境可知，作者是在购物中心买了几件纪念品之后去一家小
餐馆吃午饭。故选Ｃ。

７． Ｂ　 根据空前的“ｂｕｔ”可推知，小餐馆的桌子都坐满了。故选Ｂ，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使用中，有人使用”。随后作者来到一家咖啡屋吃午饭，
但桌子都坐满了。

８． Ａ　 根据第三段首句中“ｓａｔ ｄ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９　 ｌａｄｙ ａｎｄ ｗｅ ｈａｄ ａ ｈａｐｐｙ
ｌｕｎｃｈ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可知，作者是和对方共用一张桌子。

９． Ａ　 根据下文中的“Ｉｍ ｒｅｔｉｒｅｄ”可知，作者和一位老太太坐一桌。
１０． Ｂ　 根据上文两次出现的ｌｕｎｃｈ可知，此处是用ｍｅａｌ指代ｌｕｎｃｈ。故选

Ｂ。
１１． Ｃ　 作者已经告诉她作者没有租用小汽车，也没有意识到搭出租车会

是多少昂贵。
１２． Ｄ　 根据下文这位退休的老太太主动提出自己开车送作者，可见作者

是在抱怨搭乘出租车太昂贵。故选Ｄ。
１３． Ｄ　 根据上文中的“Ｍｙ ｄｅａｒ，ｄｏｎｔ ｕｓｅ ａｎｙ ｍｏｒｅ ｔａｘｉｓ”可知，这体退

休的老太太提出自己开车送作者。故选Ｄ。
１４． Ｃ　 作者告诉她，作者不能给她添这样的麻烦。此处ｔｈａｔ ｔｒｏｕｂｌｅ指上

句提到的ｄｒｉｖｅ ｙｏｕ ｗｈｅｒｅｖｅｒ ｙｏｕ ｗｉｓｈ。故选Ｃ。
１５． Ｂ　 根据下文中的“ｎｅｘｔ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ｈｅ ｗａｓ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ａｔ ｍｙ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可

知，她问了作者的住处。故选Ｂ。
１６． Ａ　 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ｔｉｍｅ表示“在约定的时间”。第二天早上，老太太

在约定的时间来到作者的住处，要带作者去迪斯尼世界。
１７． Ｂ　 根据语境，老太太把作者送到迪斯尼世界后，先陪游了一会儿，

然后离去了。故选Ｂ，表示“探索，考察”。
１８． Ｃ　 根据上句中的“Ｓｈｅ ｓｐｅｎｔ ｓｏｍｅ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ｍ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ｍｅ ｔｏ 　

１７　 ａｌｏｎｅ”可知，老太太中途离去了。所以在一天结束的时间她
又返回来接作者回住处。故选Ｃ。

１９． Ｃ　 根据空后的“ｂｕｔ ｓｈｅ ｒｅｆｕｓ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ａｎｙ”可知，作者主动提出给
老太太钱。故选Ｃ。

２０． Ｄ　 老太太帮助作者，这是善举（ｋｉｎｄｎｅｓｓ）。作者永远不会忘记这位
好心的女士，她通过自己的善举，让作者在佛罗里达的短暂假期
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四、阅读理解
１． Ｄ　 推理判断题。文章在第一段末提到从Ｍａｙｎｅｌｌ的字迹判断她是个有

思想且富有洞察力的人，在下文并没有提到其是个滑稽的女性，
故Ａ项错误。根据第一段和第二段内容可知从书上得知Ｍａｙｎｅｌｌ的
名字，没有涉及到在哪儿得知她的地址，故Ｂ项错误。根据倒数
第二段中的内容可知Ｊｏｈｎ事先并不知情，但其行为最终经受住了
考验，故Ｃ项错误。既然Ｊｏｈｎ经受住了对方的考验，所以他最终
赢得了Ｍａｙｎｅｌｌ小姐的芳心，故Ｄ项正确。

２． Ｄ　 推理判断题。根据原文最后一句“Ｓｈｅ ｓａｉｄ ｉｔ ｗａｓ ｓｏｍ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ｔｅｓｔ！”
可知Ｍａｙｎｅｌｌ小姐请一位年龄远远超过４０岁的中年妇女帮她与Ｊｏｈｎ
碰面，从而考验Ｊｏｈｎ是否真的喜欢她。

３． Ｄ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一段第二句中的“ｈｅ ｔｏｏｋ ａ ｂｏｏｋ ｏｆｆ ｔｈｅ ｓｈｅｌｆ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ｏｗｎｅｒｓ ｎａｍｅ，Ｍｉｓｓ Ｈｏｌｌｉｓ Ｍａｙｎｅｌｌ”可知图书馆中
的这本书原来是Ｍａｙｎｅｌｌ小姐的。

４． Ｃ　 推理判断题。本文讲述了Ｊｏｈｎ偶然得到Ｍａｙｎｅｌｌ的名字并通过努力
获知她的地址并最终经受住了考验，赢得了Ｍａｙｎｅｌｌ的芳心的故
事。这说明他们俩心心相印，这次约会是心灵之约。

Ｕｎｉｔ ５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一、词汇运用
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 ｖｏｌｃａｎｏ　 ３．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４． ｓｕｉｔ　 ５． ｗａｖｅ
６． ｍａｋｅ ａ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７． ｍａｋｅ ａｎ ｅｆｆｏｒｔ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９． ｖａｒｙ ｆｒｏｍ爥ｔｏ　 １０． ｍａｄｅ ｍｙ ｗａｙ



参考答案

２４５　　

二、语法填空
１．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同前面的ｈａｖｅ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可知，ａｎｄ连接的并列谓语时态应一
致，故此处应用现在完成时。

２． ｃａｎ。问句中用ｃｏｕｌｄ表示委婉的请求，答语表示给予许可，应用ｃａｎ，
此处意为“当然可以”。

３． Ｂｅｓｉｄｅｓ。上文已经提到“在三月、七月和十月各有两周的假期”，此
处进一步说明“在夏天还有一个五周的假期”，故填ｂｅｓｉｄｅｓ “此外”。

４． ｔｈｅ。当季节名词前有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ａｔ，ｏｖｅｒ，ｍｏｓｔ等词时，一定要
用定冠词。

５． ｗｈｅｎ ／ ａｆｔｅｒ。此处表示“高中毕业后是否想去上学”，故可用连词
ｗｈｅｎ ／ ａｆｔｅｒ，引导时间状语从句。

６． Ｃｏｍｉｎｇ。此处的句子缺少主语，且示示一种事实，故用动名词形式。
７．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后用动词不定式作定语，意为“做某事的机
会”，是固定用法。

８． Ｉｔ。此处指代前面提到的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故用代词ｉｔ。
９． ｔｏｕｃｈ。ｋｅｅｐ ｉｎ ｔｏｕｃｈ ｗｉｔｈ ｓｂ． 意为“和某人保持联系”，为固定短语。
１０． ｗｏｕｄｅｒｆｕｌ。此处修饰名词ｈｏｌｉｄａｙ，故用形容词形式。
三、短文改错

Ａ
　 　 Ｍｙ ｆｒｉｅｎｄ Ｔｏｎｙ ａｎｄ Ｉ ａｌｗａｙｓ ｗａｌｋ ｈｏｍ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ａｓｔ Ｆｒｉｄａｙ ｏｎ

ｏｕｒ ｗａｙ ｔｏ ｈｏｍｅ，ｗｅ ｈｅａｒｄ ａ ｌｏｕｄ ｓｈｏｕ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ｕｓ． Ｗｈｅｎ ｗｅ ｌｏｏｋ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ｏ
ｓｅｅ ｗｈａｔ ｈａｄ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ａ ｗｏｍａｎ ｌｉｅｄ

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Ｗｅ

ｓｏｏ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ｈｅ ｈａｄ ∧
ｂｅｅｎ

ｋｎｏｃｋｅｄ ｄ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ａｒ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ｈｉｍ
ｈｅｒ
． Ｗｅ

ｈｕｒｒｉ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ｈｅｒ，ａｎｄ
ｂｕｔ
ａ ｍａｎ ｃａｍｅ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ｕｓ ｆｒｏｍ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ｕｎｄｅｄ ｗｏｍａｎ． Ｗｅ ｇｏｔ ｖｅｒｙ ａｎｇｒｉｌｙ
ａｎｇ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ｎ． Ｈｏｗ ｃｏｕｌｄ ｈｅ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ｓｔｏｐ

ｕｓ ｆｒｏｍ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ａ ｄｙｉｎｇ ｗｏｍａｎ？Ｔｈｅ ｍａｎ ａｓｋｅｄ ｕｓ ｔｏ 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ｗｅ ｗｅｒｅ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 ｔｏ ｓｅｅ ａ ｍａｎ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ａ ｖｉｄｅｏ ｃａｍｅｒａ ｏｎ ｈ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 Ｉｎ ｆａｃｔ，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ｊｕｓｔ 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ａ ｆｉｌｍ！ Ｈｏｗ
Ｗｈａ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Ｂ

Ｄｅａｒ Ｍｒ Ｌｉ，
Ｉｍ ｖｅｒｙ ｓｏｒｒ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ｍｉ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ｗｏ ｌｅｓｓ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Ｉ ｇｏｔ ｕｐ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ｕｓｕ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ｂｕｔ ｗｈｅｎ Ｉ ｗａｓ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Ｉ ｆｉｎｄ
ｆｏｕｎｄ

ｍｙ ｂｉｃｙｃｌｅｓ ｆｒｏｎｔ

ｔｙｒｅ（轮胎）ｆｌａｔ． Ｉ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
ａ
ｂｕｓ ｏｒ ｔａｘｉ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

ｂｕｔ
Ｉ ｄｉ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ａｎｙ

ｍｏｎｅｙ ｗｉｔｈ ｍｅ． Ｉ ｈａｄ ｔｏ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ａ ｐｌａ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ｔｏ ｇｅｔ ｍｙ ｂｉｃｙｃｌｅ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ｒｅｐａｉｒｅｄ

．

Ｕｎｌｕｃｋｉｌｙ，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ａｎｙ ｂｉｃｙｃｌｅ ｒｅｐａｉｒ ｓｈｏｐｓ ∧
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或去掉ｗ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ｏｐ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ｏ Ｉ ｈａｄ ｔｏ ｗａｌｋ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ｍｙ ｂｉｃｙｃｌ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ａｔｓ ｈｏｗ

ｗｈｙ
Ｉ ｗａｓ ｌａｔｅ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ｌｅａｓｅ ｄｏｎｔ ｗｏｒｒｙ ｗｉｔｈ
ａｂｏｕｔ ／ ｏｖｅｒ

ｍ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Ｍｒ Ｌｉ． Ｉ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ｕｐ ｆｏｒ ｉｔ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ｆｏｒ ｈｅｌｐ ｉｆ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Ｙｏｕｒｓ，

Ｗａｎｇ Ｈｕｉ
四、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ａｒ Ｓｉｒ ／ Ｍａｄａｍ，

Ｉｍ Ｌｉ Ｈｕａ，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ｙｏ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①Ｉｍ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ｓｋ ｆｏｒ ｈｅｌｐ． Ｉ ｃａｍｅ ｈｅｒｅ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 ｍ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②Ｂｕｔ Ｉ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ｔ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 ｈａｖｅ ｎｏ ｉｄｅａ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 ｗａｓ ｔｏｌ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ｈｅｌｐ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ｍ ａｎｘｉｏｕｓ ｔｏ ｇｅｔ ｈｅｌｐ ｆｒｏｍ ｙｏｕ． Ｉ ｈａｖｅ ｎｏ ｃｌａｓｓ ｏｎ Ｔｕｅｓ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Ｆｒｉ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ｓ．

③Ｐｌｅａｓｅ ｌｅｔ ｍｅ ｋｎｏｗ ｗｈｉｃｈ ｄａｙ ｉｓ ＯＫ ｗｉｔｈ ｙｏｕ． Ｙｏｕ ｍａｙ ｅｍａｉｌ ｏｒ ｐｈｏｎｅ
ｍｅ．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ｙ ｅｍａｉ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ｌｉｈｕａ＠ １２６． ｃｏｍ；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Ｌｏｏｋ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ｙｏｕｒ ｒｅｐｌｙ．
Ｙｏｕｒｓ，
Ｌｉ Ｈｕａ

【高级词汇】
ｆｉｎｄ ｓｔ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发现某事物有趣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ｗｉｔｈ爥 ＝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ｄｏｉｎｇ爥在……方面有困难
ｈａｖｅ ｎｏ ｉｄｅａ不知道
【佳句变换】
１． Ｉｖｅ ｂｅｅｎ 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ｏ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ａ ｍｏｎｔｈ，ｂｕｔ Ｉ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ｎｏｗ Ｉｖｅ ｇｏｔ ｔｏ ｔｕｒｎ ｔｏ ｙｏｕ ｆｏｒ ｈｅｌｐ．

２． Ｉ ｈａｖｅ ｎｅｖｅ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ｎｏｔｅｓ，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ｍ ａｔ ａ ｌｏｓｓ．

３． Ｉ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ｉｔ ｉｆ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ｐａｒｅ ａ ｆｅｗ ｄａｙ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ｍｅ ｓｏｍｅ ａｄｖｉｃｅ．

综合质量评估（六）
１－５ ＢＢＢＣＡ　 ６－１０ ＢＢＢＡＣ　 １１－１５ ＡＣＢＢＡ　 １６－２０ ＣＢＡＣＣ
２１． ａｄｉｖｉｃｅ。由上下文可知，此处是向对方征求建议；ｇｉｖｅ ｓｂ． ｓｏｍｅ
ａｄｖｉｃｅ表示“给某人一些建议”，是固定用法。

２２． ｓｏ。此处表示“我真的很忙，所以没有时间喂狗”，前后两句之间为
因果关系，故用ｓｏ。

２３． ｉｔ。此处指代上文提到的ｄｏｇ，故用ｉｔ。
２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此处修饰整个句子应用副词形式，ａｃｔｕａｌｌｙ表示“实际上”。
２５． ｔｏ ｌｏｏｋ。“主语＋ ｂｅ ＋形容词＋不定式”，为固定句式，而且不定式用
主动形式。

２６． ｎｅｅｄｎｔ。根据上下文可知，此处表示“你不必喂它们”，故用ｎｅｅｄｎｔ。
２７．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此处形容事物“有趣的”用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２８． ｄｉｇｇｉｎｇ。ａｎｔｓ与ｄｉｇ是主动关系，且表示动作正在发生，故ｗａｔｃｈ后用
现在分词形式作宾语补足语，表示“观察……正在做某事”。

２９． ｗｉｌｌ ｔｒｙ。由后面的句子可知，ｔｒｙ是将要发生的动作，应用一般将来
时。

３０． ｔｈｅ。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为固定用法，表示“在网络上”。
　 　 文章主要讲述了“我”经历大火的过程和后续变化。
３１． Ａ　 从我不能看到前面三英尺以外的东西，可知烟很浓。ｔｈｉｃｋ浓重

的；ｓｅｒｉｏｕｓ严重的；ｔｈｏｒｏｕｇｈ完全的；ｓｗｉｆｔ迅速的。
３２． Ｂ　 对应下面的ｓｃｒｅａｍｉｎｇ可知：我满身是汗哭喊着。ｒｕｓｈ冲；ｃｒｙ哭

喊；ｈｕｒｒｙ匆忙；ｓｐｅａｋ说话。
３３． Ｄ　 到处都是火光，有一会儿我想我快要死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冲突；战斗；

ｅｓｃａｐｅ逃脱；ｆｉｇｈｔ斗争；ｄｉｅ死亡。
３４． Ｃ　 我们到处跑想找到出路，眼睛被呛得刺痛睁不开。这里指的是

“出路”应用ｗａｙ；ｐａｓｓａｇｅ走廊；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解决办法；ｄｏｏｒ门。
３５． Ａ　 我什么也不考虑，不担心我的兄弟们，也不关心我妈妈了。从上

句“Ｉ ｃａｎｔ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可知：作者只担心自己，故选
ｗｏｒｒｙ ａｂｏｕｔ。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依靠；ｈｅａｒ ｆｒｏｍ收到……的来信；ｃｏ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遇到。

３６． Ｄ　 我只关注我自己（的生死）。ｒａｒｅｌｙ很少；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大约；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自然地；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完全地。

３７． Ｂ　 从上文的ｓｍｏｋｅ以及下文的Ａｉｒ ｒａｃｅｓ ｉｎｔｏ ｍｙ ｌｕｎｇｓ． 可知：此时讲
的是我喘不动气了。ｄｅｓｃｒｉｂｅ描述；ｂｒｅａｔｈｅ呼吸；ｓｕｒｖｉｖｅ生存；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继续。

３８． Ｃ　 一个勇敢的男人砸碎了玻璃，抓住我，把我从破碎的窗户里拉了
出去。ｐｕｓｈ推；ｄｉｖｉｄｅ把……分成；ｐｕｌｌ拉；ｄｒａｇ拖。

３９． Ｃ　 我赤脚踩在地上，玻璃扎进了脚。ｓｌｉｐ跌倒；ｄｉｇ挖掘；ｓｌｉｄｅ滑
动；ｄｒｏｐ落下，掉下。

４０． Ｂ　 从下文ｔｒｙ ｔｏ ｓｑｕｅｅｚｅ ｏｕｔ ａ ｔｅａｒ可知：我哭不出来。
４１． Ａ　 我听到我母亲说我还处在休克状态。ｉｎ ｓｈｏｃｋ休克；ｉｎ ｔｒｏｕｂｌｅ处

在麻烦中；ｉｎ ｖａｉｎ白费的；ｉｎ ｄａｎｇｅｒ处在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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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　　

４２． Ａ　 第一次我看着妈妈，想挤出一滴泪，但还是没有哭出来。ｃｏｍｅ发
生，出现；ｄｏ做；ｗｏｒｋ起作用；ｐａｕｓｅ暂停。

４３． Ｄ　 我一直哭到５点的时候才睡着。ｃｒｙ ｏｎｅｓｅｌｆ ｔｏ ｓｌｅｅｐ一直哭到睡着。
从下文“Ｉ ｗｏｎｄｅｒ ｉｆ ｍｙ ｓｉｓｔｅｒ ｈｅａｒｓ ｍｅ ｃｒｙ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ｒｏｏｍ．”可
知用ｃｒｙ。

４４． Ｃ　 唯一让我觉得活着的是我的姐姐和Ｓａｏｓｉｎ的唱片。从前句“Ｉ ｈ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ｔｏｗ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ｈｕｇｅ ｈｏｕｓｅ．”可知：作者厌倦一切。故在此
选ａｌｉｖｅ活着的。ａｗａｋｅ醒着的；ａｃｕｔｅ敏锐的；ａｃｔｉｖｅ积极的。

４５． Ｂ　 我最终开始睡着觉了。ｓｅｖｅｒｅｌｙ严厉地；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最终地；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轻微地；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明确地。

４６． Ｃ　 我不知道是主唱人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ｒｅｅｎ声音的安抚还是时间，总之睡觉
变得容易多了。

４７． Ｄ　 联系下文“Ｉ ａｍ ｓｔｉｌｌ ｈｏｍｅｓｉｃｋ．”可知：我想知道她是否和我一样
思乡。ｈｏｍｅｇｒｏｗｎ土生的；ｈｏｍｅｌｉｋｅ像家一样的；ｈｏｍｅｍａｄｅ家里
做的；ｈｏｍｅｓｉｃｋ思乡的。

４８． Ａ　 我想知道对她来说，这个砖房能否代替我们破旧的绿房子。在我
心里，它不可比较。ｃｏｍｐａｒｅ比较；ｐａｓｓ通过； ｉｍａｇｉｎｅ想象；
ｄｅｃｉｄｅ决定。

４９． Ｃ　 我现在好多了。然而，我确信我还没完全康复。表示转折，用
ｔｈｏｕｇｈ，意为“然而”。

５０． Ｂ　 从最后一句“Ｉｔ ｓｃａｒｒｅｄ ｍｅ．”可知：这场大火改变了我。ｉｎｓｐｉｒｅ
鼓励；ｃｈａｎｇｅ改变；ｍｏｔｉｖａｔｅ促使，激发；ｐｏｌｉｓｈ擦亮。

５１． Ｂ　 推理判断题。根据第一段最后一句“Ｉｔ ｉｓ ａ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ｉｎｇ 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ｆｉ ｒｅａｄｅｒｓ．”和最后一段第一句“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爥”以及文中对书的内容的介绍可知，本文
是一篇书评。故Ｂ项正确。

５２． Ｃ　 词义猜测题。由语境知，Ｍａｒｃｕｓ发现所有的公民被看作是潜在的
恐怖分子，尽管一些人认为这种政府行为对于公共安全来说是必
要的，但完全侵犯了他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ｄａｍａｇｅ往往指损害
或损毁以使其失去价值；ｒｕｉｎ常表抽象含义，意为“毁坏，毁
灭”。故Ｃ项正确。

５３．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三段倒数第二句“Ｔｈｅｒｅ ｈｅ 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可知Ｃ项正确。

５４． Ｄ 　 推理判断题。根据第二段第一句排除Ａ项；由第二句可知，
Ｍａｒｃｕｓ Ｙａｌｌｏｗ精通网络世界，轻松骗过了学校的监督系统，由此
可以说明他对于网络很在行。故Ｄ项正确。

　 　 Ｊａｍｉｅ Ｏｌｉｖｅｒ被邀为奥巴马等国家首脑掌勺。他提供了一份很便宜的
菜单，来影射现在的经济不够繁荣，就业率在下降这一事实。
５５． Ｄ　 词义猜测题。根据第一段可知世界经济不够繁荣、就业率在衰

退，第三段最后“避免去年在１８道大菜面前谈论世界食物短缺
问题的尴尬”以及本句中“达成引领世界走出经济衰退的协议”
可推出词义为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衰退”。

５６． Ｃ　 细节理解题。由第四段中的“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Ｏｌｉｖｅｒ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ｒａ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可知Ｏｌｉｖｅｒ成立了
Ｆｉｆｔｅｅｎ，”旨在帮助培训贫困的年轻人学得一技之长。

５７． Ｂ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和倒数第二段内容可知：本届峰会所提
供的食品都很简单但又体现了英国风味特色。

５８．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四段“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Ｏｌｉｖｅｒ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ｒａ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中的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和ｔｒａｉｎ可知
Ｆｉｆｔｅｅｎ既是个饭店又是个培训中心。故选Ｃ。

５９． Ａ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和第三段的内容可知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ｓ节目在英国最受欢迎的原因是Ａ项（演播室里的现场
表演）。

６０． Ｂ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四段中的“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ｗｅｎｔｙ
ｓｏｎｇｓ 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ｏｎ Ｓｕｎｄａｙ，Ｃｈｒｉｓ ｃａｎ ｓｔａｒｔ ｔｏ ｂｏｏｋ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ｓ．”可
知Ｂ项正确，乐队不必自己决定他们要演奏的歌曲。

６１． Ｄ　 词义猜测题。根据接下来的ｗｈｅｒｅ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ｄ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可知，
ｃｏｓｔｕｍｅ表示服装。

６２． Ｃ　 主旨大意题。根据全文内容可知本文主要介绍了英国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ｓ节目的制作流程，故Ｃ项作为本文标题最合适。

６３． Ｂ　 词义猜测题。最后一段逗号后面的意思是：新生周可以让你的大
学生活有一个很棒的开端，而且你将很快把你的成功经验传给下
一年的新“ｒｅｃｒｕｉｔｓ”，故不难推出画线单词应该指的是新生
“ｆｒｅｓｈｅｒｓ”。

６４． Ｃ　 推理判断题。该段的第一句话说“数以千计的其他像你一样的新
生都会担心……”，由此可知应选Ｃ项。

６５． Ａ　 作者意图题。从文中的“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ｏｍｅ ｔｏｐ ａｄｖ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ｓ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Ｆｒｅｓｈｅｒｓ Ｗｅｅｋ爥”可以看出该文的写作目的是Ａ
项。

　 　 本文是说明文，说的是货币的历史及其形态演变。
６６． Ｇ　 作为首句显然应该切入主题，符合此要求的选项有Ｃ、Ｅ和Ｇ项，

但内容与第一段内容相符的只有Ｇ项。该项中的“Ｔｏｄａｙ”为暗
示词。

６７． Ｂ　 依据行文逻辑，空前后内容有转折关系。该空前有ｍｅｔａｌ和ｐａｐｅｒ，
空后有ｓｈｅｌｌｓ，且Ｂ项中有暗示词“ｋｉｎｄｓ”。故选Ｂ。

６８． Ｄ　 依据行文逻辑，上下文间为递进关系。该空前有ａ ｓｑｕａｒｅ ｈｏｌｅ爥，
Ｄ项中有ｓｔｒｕｎｇ （串连） ｔｈｅｍ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爥，这是对前后内容的有效、
合理承接。

６９． Ａ　 依据行文逻辑，上下文间为顺承关系。空前有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爥，
空后有Ｓｗ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爥，因此只有Ａ项爥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与之相吻
合，故选Ａ。

７０． Ｆ　 空前谈及中国人最先制造出金属货币，又因为贵重金属作为货币
带来的不便而想出了一个改进的方法；空后紧接着引出纸币，故
只有Ｆ项“Ｔｈｅｙ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ｕｓｅ ｐａｐｅｒ ｍｏｎｅｙ．”可以前后照应。

短文改错：
Ｄｅａｒ ｅｄｉｔｏｒ，

Ｉｍ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ｆ Ｙｕｃａｉ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ｗａ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ｗｒ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ｙ ｅｙｅｓ． Ｂｕｔ ｌａｔｅ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
ｏｆ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ｓｅｅ ａｓ

ｃｌｅａｒ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Ｉ ｅｖｅｎ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ｒ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
ｎｏ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ｏｒｓｅ，ｍｙ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ｂｏｕｇｈｔ ｍｅ ａ ｐａｉｒ ｏｆ

ｇｌａｓ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Ｉ ｗａｓ ｉｎ ａ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ｊｕｎｉ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ｔ ｗａｓ ｕ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ｗｅａｒ ｇｌａｓｓ
ｇｌａｓｓｅｓ

． Ｆｉｎａｌ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ｗｅａ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ｅｓ（隐形眼镜）． Ｔｈｅｙ ｍａｋｅ

ｍｅ ｔｏ ｌｏｏｋ ｍｏｒ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ａｎｄ
ｂ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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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ｓ ｗｈｙ ｙｏｕ ａｒｅ ｔｗｏ ｄａｙｓ ｌａｔｅ ｔｏ ｈ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ｄｕｅ ｄａｙ ｉ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ｒｄ．

Ｗ：Ｙｅ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 ａｍ ｓｏｒ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Ｃｏｆｆｅｅ． Ｉｎ ｙｏｕｒ ｒｅｐｏｒｔ，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ｔ Ｉ ａｍ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ｄｉｄｎｔ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ｓ ｃｏｆｆｅｅ．
Ｉｔｓ ａ ｃｏｆｆｅｅ ｓｈｏｐ，Ｍｅｇ． Ｉｓｎｔ ｔｈｅ ｔａｓｔｅ ｏｆ ｉｔｓ ｃｏｆｆｅ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Ｗ：Ｙｅａｈ，Ｉ ｇｕｅｓｓ Ｉ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ａ ｍｉｓｔａｋｅ ｂｙ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ｉｔ ｏｕｔ．
Ｍ：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ｏ． Ｙｏｕ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ｄｄ ａｎ ａｃｔｕａｌ ｆｉｇｕｒ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ａｌｅｓ．

Ｗ：Ｙｏｕ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Ｍ：Ａｎｄ ｗｈｙ ｎｏｔ ｄｏ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ｇａｉｎ？

Ｗ：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ｉｖｉｎｇ ｍ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ｈａｎｃ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Ｍ：Ｓｅｅｍｓ ｌｉｋｅ Ｉ ａｍ．
Ｔｅｘｔ １０

Ｌａ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 Ｓｕｓａ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ｔｙｔｗｏ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ｏｔ ｗｅｔ ａｎｄ ｄｉｒ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ｓｉｘ ｔｏｎｓ ｏｆ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ｃｉｔｙ． Ｔｈｅｙ
ｃｌｅａｎ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ｗｅｅｋｌｏ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ｍｐ． Ｌｉｋｅ 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ｉｖｅｒｓ，ｔｈｉｓ ｒｉｖｅｒ ｉｓ ｓｏ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ｓ ｕｎｓａｆｅ ｆｏｒ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Ｓｔｉｌｌ，Ｓｕｓａｎ，ｗｈｏ ｈａｓ ｊｕｓ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ｈｅｒ ｔｈｉｒｄ ｓｕｍｍ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ｌｅａｎｕｐ，ｓｅｅｓ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ｉｖ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ｐ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ｈａｒｍ ｗｉｌｄ ｌｉｆｅ． Ｗａｔｅｒ ｂｉｒｄｓ，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ｃａｎ ｃｈｏｋｅ
ｏｎ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ｂｏｔｔｌｅ ｒ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ｇｅｔ ｃｕｔ ｂｙ ｓｃｒａｐ ｍｅｔａｌ．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ｕｐ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ｗａｓ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ｈａｄ ｔｏ ｈｕｎｔ ｆｏｒ ｉｔ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ｂｏａ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ｈｏｕｒ ｓｈｉｆｔ，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ｅｎｏｕｇｈ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ｔｏ ｆｉｌｌ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ｏ ｌａｒｇｅ ｔｒｕｃｋｓ．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ｅｇｉｎ ｔｏ ｃ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Ｓｕｓａｎ ｓａｙｓ． Ｓｈｅ ｈｏｐ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ｏｔｈｅｒｓ ｒｅａｄ ｔｈａｔ
ｓｈｅ ａｎｄ ｈｅｒ ｐｅｅｒｓ ｃａｒ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ｃｌｅａｎ ｉｔ ｕｐ，ｍａｙｂｅ 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ｔｈｉｎｋ ｔｗｉ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ｔｈｒｏｗ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选修 ７
Ｕｎｉｔ １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ｅｌｌ

一、词汇运用
１．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５．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６． ｓｉｔ ａｒｏｕｎｄ　 ７． ｍａｋｅ ｆｕｎ ｏｆ　 ８． ｈａ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１０． ｏｕｔ ｏｆ ｂｒｅａｔｈ
二、语法填空
１． ｗｉｌｌ。由上下文可知，此处表示将来的动作，故用ｗｉｌｌ。
２． ｔｏ ｗｏｒｋ。ｄｅｃｉｄｅ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决定做某事”，ｄｅｃｉｄｅ后跟不定式作宾语。
３． ｃｏｍ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和ｃｏｍｅ之间是逻辑上的主动关系，故用ｃｏｍｉｎｇ作后置
定语。

４． Ｗｈｙ。由答语及语境可知，此处的疑问表示原因，故用ｗｈｙ。
５． ｃａｎ。此处表示建议，故用ｃａｎ意为“可以”。
６． ｗｏｒｋｉｎｇ。ｋｅｅｐ ｏ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 意为“继续做某事”，固定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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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ａｎｙ。此处用来强调文中所提的地方哪个更好的事实，为了加强语气，
故用ａｎｙ。

８． ｒａｉｎｙ。此处作表语，故用其形容词形式ｒａｉｎｙ。
９． ｈａｖｅ ｍｏｖｅｄ。由语境可知，“朋友人们移居佛罗里达”这件事对现在产
生了影响，应用现在完成时。

１０． ｉｔ。此处用来指代前面提到的事情，故用代词ｉｔ。
三、完形填空
１． Ａ　 根据句中“ｓｑｕｅｅｚｉｎｇ ｈｅｒ ｆａｔ ｂｏｄ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ａｔ”可知，这个女人占了

所有可能获得的空间。
２． Ｃ　 根据句中“ｆｅｅｌｉｎｇ ｗｏｒｒｉｅｄ ｓｉｌｅｎｔｌｙ爥ｔｈｉｓ ｍｏｎｓｔｅｒ ｂｅｓｉｄｅ ｍｅ”可知，作

者往窗户边上移动了一点。
３． Ｄ　 根据句中“ｔｈｉｓ ｍｏｎｓｔｅｒ ｂｅｓｉｄｅ ｍｅ”可知，作者感觉和这个胖女人

在一起不舒服。
４． Ｃ　 根据第四段中“ｅｖｅｒｙ ｃｒｅｗ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可得出答案。
５． Ｂ　 这个女人并没有注意到作者不友好的反应。
６． Ａ　 根据第四段中“Ｌａｕｒａ ｗ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可得出答

案。
７． Ｃ　 根据“Ｉ ｇａｖｅ ｈｅｒ ｏｎｅｗｏｒ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可知，作者比较冷淡。
８． Ｂ　 根据语境可知，这个女人一边评论作者的回答一边点头。
９． Ｃ　 根据句中“Ｓｈｅ ｗａｓ ｗａ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ｅ”可知，这个女人保证作者

能伸展开。
１０． Ｄ　 根据后句中“Ｌａｕｒａ ｗ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可知，作

者慢慢放松了警惕。
１１． Ａ　 根据句中“ｗａｌｋ ａｗａｙ 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ａｔ ｈｅｒ ｊｏｋｅｓ”可推断，这个女人能

够使每个人笑着离开。
１２． Ｂ　 根据常识可知，机组人员是为顾客服务的。
１３． Ｄ　 根据后句中“Ｉ ｄｏｎｔ ｔｒｕｓｔ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ｌｉｍｍ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ｔ

ａｌｌ”可知，作者问这个女人有没有想过减肥。
１４． Ａ　 根据后句中“ｙｏｕｒｅ ｗｏｒｒｉ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ｙｏｕｒ ｗｅｉｇｈｔ”可得出答案。
１５． Ｂ　 根据上一问句句意可推断，此处指得病。
１６． Ｃ　 根据句中ｗａｌｋ 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可知，与之对应的是，饮食很健康。
１７． Ｂ　 根据前后半句内容可知，这里为因果关系，用ｂｅｃａｕｓｅ。
１８． Ａ　 根据后句内容可知，这个女人不想减肥，因为她需要更大的身体

来装下这些快乐。
１９． Ｄ　 根据句中ｈｅｒ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可推断，作者很惊讶。
２０． Ｃ　 根据语境可推断，作者意识到这个胖女人是自己遇到过的最美的

女人。
四、阅读理解
　 　 作者的朋友小时候身心受创，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学的戏谑使得他
心情受到压抑。本文讲述的是，作为该同学最信赖的朋友，作者用其真
诚和关爱，最终使他克服忧郁症的故事。
１． Ｂ 　 细节理解题。第一段“Ｈ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ｍｙ ｂｅｓｔ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ｍｏｕｔｈ ｔｏｒｅ 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ａｐａｒｔ．”中的ｔｏｒｅ 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ａｐａｒｔ “把我的
心揪碎了”。言外之意是“使我感到心痛”。ｐａｉｎｆｕｌ疼痛的；
ｐｕｚｚｌｅｄ困惑的，茫然的；ｆｒｉｇｈｔｅｎｅｄ害怕的；受惊的；ｈｏｐｅｌｅｓｓ绝
望的。故答案为Ｂ。

２． Ｄ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Ｉ ｓｏｏｎ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ｅ ｗａ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ｂ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爥”可知，答案为Ｄ。此题易选
Ｃ，但经过分析可知童年的不幸是他在学校得不到关爱的原因，也
是他患抑郁症的原因。

３． Ｃ　 句意理解题。根据第三段“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Ｉ ａｍ ｏｒ ｗｈａｔ Ｉ ａｍ
ｄｏｉｎｇ，ｆｏｒ ｈｅ ｔａｋｅ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不管我在哪儿，不论我在做什么，这
（帮助他）一点没有问题，因为他享有优先权”可知，答案为Ｃ。
如果单纯将被画线部分理解为“我的字典里没有方便一词”，又不
结合上下文的意义，此题易误选Ａ。

４． Ｄ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四段“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 ｈ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ａｕｇｈ ａｔ ｈｉｍ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ｎｏ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ｓ ｏｎ ｈｉｓ ａ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ｃｕｔｔｉｎｇ．”可知，答案为Ｄ。
Ａ项在文中没有提示，Ｂ项避重就轻，Ｃ项不符合事实细节。

５． Ａ　 主旨大意题。根据最后一段“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ｓ ｉｔ ｉｓ，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和全文内容可推断，Ａ项

最能体现文章的主旨，故答案为Ａ。
Ｕｎｉｔ ２　 Ｒｏｂｏｔｓ

一、词汇运用
１． ａｂｓｕｒｄ　 ２．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　 ４． ａｗｆｕｌ　 ５．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６． ｏｒ ｒａｔｈｅｒ
７． ａｒｅ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８． ｓｅｔ ａｓｉｄｅ　 ９． ｆａｌｌ ｉｎ ｌｏｖｅ ｗｉｔｈ　 １０． Ｌｅｆｔ ａｌｏｎｅ
二、语法填空
１． ｔａｌｋｉｎｇ　 ２． ｂｉｇｇｅｒ　 ３． Ｔｈｅｙ　 ４． Ａｓ　 ５． ａ　 ６． ｈｉｓ　 ７． ｉｎ　 ８． ａｎｄ
９． ｈａｄ ｂｅａｔｅｎ　 １０． ｓｏ
三、阅读理解
　 　 这是一篇应用文。文章主要介绍了地球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文中特
别用具体的数字说明了中国在全球所处的位置。
１． Ｄ　 根据文章中的ＷＡＴＥＲ Ｐ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中的ＷＯＲＬ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可知，

世界人均淡水６，１２２立方米。故答案为Ｄ。
２． Ｂ　 根据文章中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中的内容可知，Ｂｒａｚｉｌ是５，４１８

立方千米，排名第一位。故答案为Ｂ。
３． Ｄ　 从文章中可找出Ｓｕｒｉｎａｍｅ在ＦＯＲＥＳＴＳ和ＷＡＴＥＲ Ｐ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都

出现了，它总共出现了两次。故答案为Ｄ。
４－８ ＣＧＦＡＥ

Ｕｎｉｔ 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ａ
一、词汇运用
１．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２．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３．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４．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５．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６． ｓｏｒｔ ｏｕｔ　 ７．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８． ｕｐｓｉｄｅ ｄｏｗｎ　 ９．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１０．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二、语法填空

Ａ
１． ｄｅｐｅｎｄｓ。此处说的是一般情况应用一般现在时，主语为ｉｔ，谓语动词
用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２． ｉｔ。此处指代上文中提到的ｃａｒ，应用ｉｔ。
３．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此处作定语修饰ｍｉｌｅａｇｅ，且表示“不限制的”之意，故用
形容词形式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 ｍｏｒｅ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根据上下文可知，此处暗含与之前提到的车相比“更
贵”，应用比较级形式；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的比较级是在前面加ｍｏｒｅ。

５．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此处表示“我想我会要……”，ｈａｖｅ是将要发生的动作，用
一般将来时。

６． Ｗｈｅｎ。根据答语可知，此处提问时间，故用疑问副词ｗｈｅｎ。
７． Ｉｆ。此处引导条件状语从句，表示“如果”，故用ｉｆ。从句中的ｗｉｌｌ在
此是情态动词，表示意愿，意为“愿意”。

８． ｆｏｒｍｓ。ｆｏｒｍ为可数名词，空格前有ｓｏｍｅ修饰，故应用复数形式。
９． ａｎ。此处泛指“国际驾驶放可证”，应用不定冠词；因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以元音音素开头，故用ａｎ。

１０． ｓｅｅｉｎｇ。ｌｏｏｋ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 意为“期盼做某事”，为固定短语。
Ｂ

１． ｔｏｏｋ。所填词在句中作谓语，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用过去式。
２． ｗｈｉｃｈ。此处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在从句中作主语。故用ｗｈｉｃｈ。
３．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在重量上”，为固定搭配。
４． ａ。为可数名词单数，此处泛指“一个类似人的身体”，故用ａ。
５． ａｎｄ。所填词连数并列成分ｌｅｇｓ和ｆｉｎｇｅｒｓ，故用ａｎｄ。
６． ｉｔｓ。此处作定语修饰ａｂｉｌｉｔｙ，并指代Ｍａｈｒｕｚ，故用ｉｔｓ。
７． ｃａｌｌｅｄ。所填词作后置定语修饰ｒｏｂｏｔ，表示被动，故用ｃａｌｌ的过去分词
形式。

８．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修饰动词ｂ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用副词。
９． ｉｎ。表示“在……的状况下”用介词ｉｎ。
１０． ｏｎ。此处意为“科技研究中心每年要在机器人研究方面花费大约三百
五千万美元，”ｏｎ意为“在……方面”。

三、短文改错
　 　 Ｔｏｄａｙ ｉｓ Ｓｕｎｄａｙ． Ｔｈｅ ｓｋｙ ｉｓ ｆｕｌｌ ｏｆ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ｓｏ ｄｏｅｓ

ｉｓ
ｍｙ ｌｉｆｅ． Ａｔ ａｂｏｕｔ

９：００ ａｍ，Ｉ ｇｏ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 ｗｉｔｈ ｍｙ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ｗｅｒｅ

ａ ｌｏｔ ｏｆ ｎｅｗ



参考答案

２４９　　

ｂｏｏｋｓ． Ｉ ｄｉｄｎ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ｅ ｔｏ ｂｕ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ｏ

ｍｅ． Ａｔ １０：００，ｗｅ ｗｅｎｔ ｔｏ ∧
ｔｈｅ
ｃｉｎｅｍａ．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ｗａ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ｆ

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ｂｕｔ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ｅｒｅ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ｔ ｔｏｏｋ ｔｏ

ｕ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ｗｏ ｈｏｕｒｓ ｔｏ ｓｅｅ ｉ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ｉｌｍ，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ｗａ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ｍｏｖｉｎｇ
ｍｏｖｅｄ

．

Ｓｏｍ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ｅｖｅｎ ｂｕｒｓｔ ｏｕｔ
ｉｎｔｏ（或ｔｅａｒｓ改为ｃｒｙｉｎｇ）

ｔｅａｒｓ． Ｔｈａｔｓ ａ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ｆｉｌｍ． Ｉｔ ｉｓ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
ｗｏｒｔｈ ｓｅｅ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 Ｗｈａｔ ａ ｈａｐｐｙ ｄａｙ！Ｉ ｈｏｐ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Ｉ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ｖｅｎ ｈａｐｐｉｅｒ！
四、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ａｓ ｎｏｗ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ｌｌｅｄ“Ｂｕｉｌ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Ｃａｍｐｕｓ”．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ｉｓ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Ｂａｄ Ｈａｂｉ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ｄ ｈａｂｉｔｓ ｄｏ ｅｘｉｓｔ． 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ｗ ｒｕｂｂｉｓｈ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ｏｒ ｓｐｉｔ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ｏｍｅ ｗｅａｒ ｌｏｎｇ ｈａｉｒ．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ｅｖｅｎ ａｄ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ｒｅａｋ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 ｂａｄ ｈａｂｉｔｓ．

Ｗｅ ｕｒ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ｗｅａ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ｂｅ ｐｏｌｉｔｅ ｔｏ ｏｔｈ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ｅｌｌ ｈｏｌｄ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ｓｈｏｗ，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ｄｏｒｍｉｔｏｒｙ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Ｗｅ ａｌｌ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ｗｅｌｌ ｂｕｉｌｄ ｅａｃｈ 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ｏ ａ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ｏｎｅ ａｎｄ ｏｕｒ ｃａｍｐｕｓ

ｉｎｔｏ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ｐｌａｃｅ．
Ｕｎｉｔ ４　 Ｓｈａｒｉｎｇ

一、词汇运用
１． ｒｅｍｏｔｅ　 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３．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４．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６．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７． ｓｔｉｃｋ ｏｕｔ　 ８． ｉｎ ｎｅｅｄ　 ９． ｇｅ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１０． ｄｒｙ ｏｕｔ
二、语法填空
１．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ｔｓ。根据空格前面的ｓｏｍｅ可知此处应用名词复数形式。
２． ｏｒ。分析句意可知，空格后句意为“否则退钱”，故用ｏｒ。
３．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所填词位于介词ｂｙ后面，故要用ｓｔｕｄａｙ的动名词形式。
４． ｔｏ ｌｅａｒｎ。该解码器中Ｉｔ作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应该是后面的动词不
定式，因此应填及ｔｏ ｌｅａｒｎ。

５． ｗｈｅｒｅ。此题考查定语从句的引导。在该从句中，句子结构完整，因此
所填词在从句中充当状语，且根据前面的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可知是作地点
状语，所以用副词ｗｈｅｒｅ。

６． Ｂｕｔ。分析句意可知，空格前后的语义为转折关系，故用转折连词Ｂｕｔ，
注意首字母大写。

７．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副词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用来修饰说明整个句子。
８． ｔｏ ｄｏ。ｎｅｅｄ为实义词时，后面通常加动词不定式形式，表示需要做某
事。

９． 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根据本句的句子结构，此句缺少主语，故用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ｅ的
名词形式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意为“坚持不懈”，是不可数名
词。

１０．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分析句子结构可知，句子缺少状语成分，故填入ｇｒａｄｕａｌ的
副词形式。

三、完形填空
　 　 本文是一篇夹叙夹议文，主要讲述了一个非洲裔的小女孩因身材瘦
小，遭同学嘲弄，后来在作者的帮助下发挥其绘画特长，为学校的达人
秀设计无数海报，从而获得同学们的认可的故事。
１． Ａ　 由下文中的“ｌａｕｇｈ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ａｄｓ ｏｆｆ”和“Ｓ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ｏｐｅｎ ａ ｂｏｏｋ，

ｐｒｅ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ａｄ，ｗｉｔｈ ｔｅａｒｓ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ｐａｇｅ”可知选Ａ。
２． Ｂ　 她被镇上的一家人收养，这家人“决定”（ｄｅｃｉｄｅｄ）让她学习美国

的生活方式的最好方法是让她和美国的孩子在一起。
３． Ｃ　 由上文中的“Ｓｈｅ ｗａ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ｆｏｒ ｈｅｒ ａｇｅ ｏｆ １２”可知，她是一个

“瘦小”（ｔｉｎｙ）的女孩。
４． Ｃ　 由上文中讲到同学们总是嘲笑这个女孩，且收养女孩的父母也想

让女孩和美国的孩子待在一起可知，作者想帮她与同学们“相处
融洽”（ｆｉｔ ｉｎ）。

５． Ｄ　 如何帮她适应我们，这需要一个“方法”（ｗａｙ）。
６． Ｃ　 作者看到Ｓｕｚｙ把地理书“打开”（ｏｐｅｎｅｄ）到带火车图片的一页。
７． Ｂ　 由下文中的“ｉｔｓ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Ｉｍ ｓｕｒｅ ｙｏｕｖｅ ａｌｌ ｎｏｔｉｃ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ｐｏｓｔｅｒｓ”可知，她的摹本是“完美的”（ｐｅｒｆｅｃｔ）。
８． Ｄ　 由下文中的“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ｓｈｏｗ”可知，她可以为即将举

行的“达人”（ｔａｌｅｎｔ）秀做点什么。
９． Ｄ　 由上文中的“ａｎｄ ｉｎ ｈｅｒ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ｈｅ ｈａｄ ｍａｄｅ ａ （ｎ） 　 ７　 ｃｏｐｙ”

可知，作者向Ｍｉｓｓ Ｐａｒｋｅｒ展示了Ｓｕｚｙ所“画”（ｄｒａｗｎ）的。
１０． Ｃ　 根据语境可知，此处表示她“为”（ｆｏｒ）达人秀画的海报。
１１． Ｂ　 根据上文中的“Ｉ ｎｅｅｄ 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及前后语境可知，需要制作

的海报很多，但Ｍｉｓｓ Ｐａｒｋｅｒ没有足够的“时间”（ｔｉｍｅ）。
１２． Ｄ　 由上文中的“ｓｈｏｗｅｄ ｕｓ ａ ｐｏｓｔｅｒ”和下文中“ｙｏｕｖｅ ａｌｌ ｎｏｔｉｃ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ｐｏｓｔｅｒｓ”可知，Ｓｕｚｙ的“海报”（ｐｏｓｔｅｒｓ）到处都是。
１３． Ａ　 根据语境可知此处表示我们设立了一个“特殊的”（ｓｐｅｃｉａｌ）奖

项。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学术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全国的”，ｒｏｙａｌ “高贵的”，
均不符合语境。

１４． Ａ　 由下文中的“Ｗｈｏ ｉｎ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ｕｌｄ ｄｒａｗ 　 １５　 ｗｅｌｌ”可知，此
处表示我们中的一位同学“画”（ｐａｉｎｔｅｄ）了它们。

１５． Ｂ　 此处表示在我们学校谁会画得如此好？ｔｈａｔ表示“（用以强度程
度）那么”，符合语境。ｖｅｒｙ表示“很，非常”；ｑｕｉｔｅ表示“相
当”；ｔｏｏ表示“太”。

１６． Ｄ　 由上下文语境可知，“因为”（ｓｉｎｃｅ）这位学生的海报画得如此卖
力，她应该得奖，此处表示因果关系，应用ｓｉｎｃｅ。

１７． Ａ　 由上文中的“ｗｅ ｈａｖｅ ａ （ｎ） 　 １３ 　 ａｗａｒｄ”可知，她应得一个
“奖”（ｐｒｉｚｅ）。

１８． Ｂ　 当作者看到她激动万分的脸庞时，作者“意识时”（ｒｅａｌｉｚｅｄ），她
在整个人生中可能从未拥有过什么。

１９． Ｃ　 参见上题解析。
２０． Ａ　 由下文中的“Ｓｕｚｙ ｋｈａｎ ｇａｖｅ ｔｈｅｍ ａ ｓｈｙ ｓｍｉ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ａｕｓｅ ｗａｓ

ｄｅａｆｅｎｉｎｇ”可知，此处指每个人都开始鼓掌。
四、阅读理解
　 　 狄默瑞花了１００美元买了一张前排的篮球赛门票，他感到很幸运，
认为自己可以近距离地观看自己喜欢的队打球。不想情况有变，因为通
过他穿的服饰看，他不是Ｖｉｒｇｉｎｉａ队的支持者，而他的座位正好在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队的后面，结果只好被重新安排在一个较远的座位上。他会不会
很沮丧呢？
１． Ｃ　 细节理解题。通过对第二段第二句“爥ａｎｄ ｔｏｌｄ Ｄｅｍｅｒｙ ｈｅ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ｓｉｔ ｉｎ ｔｈａ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ｈｎ Ｐａｕｌ Ｊｏｎｅｓ Ａｒｅｎａ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ｃｏｌｏｒｓ．”和第三段中间“爥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ｅａ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ｂｅｎｃｈ爥”以及第三段最后一句“爥ｂｕｔ Ｄｅｍｅｒｙ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ｔ ｕｎｌｅｓｓ ｈｅ ｗａｓ ａ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ｆａｎ．”的分析可以看出，Ｄｅｍｅｒｙ
当时穿的服装是支持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队的，坐在ｔｈｅ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ｂｅｎｃｈ的
后面显然格格不入。

２． Ｂ　 细节理解题。ａ．保安要狄默瑞离开；ｂ．狄默瑞求助于警察结果被拒
绝；ｃ．狄默瑞幸运地以１００美元买到篮球赛的门票；ｄ．狄默瑞驱车
两个小时来看篮球赛；ｅ．鲍曼重新为狄默瑞安排了一个较远的座
位；ｆ．中场狄默瑞想要回他原来的座位结果不成。从时间和事情发
生的顺序看，Ｂ项符合要求。

３． Ｄ　 词义猜测题。从第三段最后一句“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Ｃａｎｎ，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ｃｋｅ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ｗａｓ ａ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ｏｎｅ，ｂｕｔ
Ｄｅｍｅｒｙ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ｔ ｕｎｌｅｓｓ ｈｅ ｗａｓ ａ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ｆａｎ．”中的转
折词ｂｕｔ来判断，狄默瑞所买的票是合法的。

４． Ａ　 推理判断题。从最后一段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可以看出，虽然狄默
瑞没能坐在前排的位置，但比赛的结果是自己喜欢的队赢了，这
使得他很高兴。虽然经过了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他并不后悔看
球赛所花费的钱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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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　　

Ｕｎｉｔ ５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
一、词汇运用
１．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 ｃｏｍｆｏｒｔｅｄ　 ３．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　 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５．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６． ｆｉｔ ｉｎ　 ７．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８． ｗａｓ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ｗｉｔｈ　 ９．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１０．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ｏ
二、语法填空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修饰名词ａｎｉｍａｌｓ，作定语，用形容词形式。
２．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由全文可知此处时态也是一般过去时。
３． ｈｏｗ。宾语从句的引导词在从句中作方式状误，故用ｈｏｗ。
４． ｗｏｒｒｉｅｄ。主语是ｔｈｅ ｏｘ，表示说明其心理活动，故用ｗｏｒｒｉｅｄ。
５． Ｉｎ。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是固定短语，意为“在此期间”。注意首字母要大
写。

６． ｈｉｍ。所填词指代ｔｈｅ ｃａｔ，且文中所有的动物都被拟人化，故此处用代
词ｈｉｍ。

７． Ｓｏ ／ Ｔｈｕｓ。所填词表示结果，故用ｓｏ或ｔｈｕｓ。
８． ｎａｍｅｄ。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和ｎａｍｅ为被动关系，故用动词的过去分词。
９． Ｗｈｅｎ ／ Ａｆｔｅｒ。所填词引导时间状语从句，此处意为“懒猪第十二个到
达终点线之后，比赛也就结束了”，故此处用ｗｈｅｎ或ａｆｔｅｒ引导。

１０． ｗｈｏ。所填词引导非限制定语从句，在从句中作主语，故用ｗｈｏ。
三、阅读理解
　 　 网上购物便利便宜，所以越来越受欢迎。随着成熟的网购机制的建
立，网上购物的风险也越来越小。货到付款或签收后付款、不满意换货、
退货退款使得一些购物网站如淘宝网的信誉越来越高，从而吸引越来越
多的网购人群。
１． Ａ　 细节理解题。从第一段中的“Ｉ ａｍ ａ Ｔａｏｂａｏｅｒ”，第三段“爥ａｎｄ ８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ａｏｂａｏ ｃｏｍ”，第五段第一句以及
第六段倒数第二句“爥Ｙａｎｇ Ｆｅｉ，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ａｏｂａｏｅｒ，ｇａｖｅ ａ ｔｈｕｍｂｓ
ｕｐ ｆｏｒ Ａｌｉｐａｙ，ｔｈｅ Ｔａｏｂａｏ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ｂｙ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２００４爥”可以看出Ｔａｏｂａｏ是一个购物网站。Ｂ项“想买什么就买
什么”的范围太大。

２． Ｃ　 细节理解题。第四段第一句提到ｌｏｗ ｐｒｉｃｅ，第六段提到“Ｙｏｕ ｍａｙ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ｓｏｍ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爥”，最后一段提到“Ｉｔｓ ｖｅｒｙ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这都表明Ａ、Ｂ、Ｄ三项是网上购物的优点。只有
Ｃ项没有提到。

３． Ａ　 推理判断题。根据第三段的数据可以推算，今年网上消费总额多
于２５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仅淘宝网就占８０％ ，所以今年淘宝网的销售额
是ｏｖｅｒ ２０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Ｄ选项在文中可以找到答案，不是“推
断”（ｉｎｆｅｒ），故不能选。

４． Ｄ　 主旨大意题。通读文章看出，本文从个例谈及网上购物这一主题。
文章列举了网上购物的便利、低价、保障、安全等优势，意指网
上购物不断繁荣的趋势。Ａ、Ｂ、Ｃ三项意义太偏。

　 　 本文为应用文。文章由两则广告组成：机器人广告和手表遥控器广
告。
５． Ｂ　 根据第一则广告中的首句“Ａｒｅ ｙｏｕ ｈａｖ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ｉｍｅ”以及第三句“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ｗｏｒｒｙ ｉｆ ｙｏｕ ｂｕｙ ａ
Ｍｒ．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Ｈ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ｏｂｏｔ”可知选Ｂ。Ａ 项与文中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ｌｏｎｇｌａｓｔｉｎｇ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矛盾；Ｃ项与文中的“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不符；Ｄ项与文中的“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ｏｂｏｔ
ｗ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 ｙｏｕ ａｒｏｕｎｄ，ｐｕｔｔ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ｌｅｆ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ｒ ｏｒ ｂｅｄ”不符。

６． Ｄ　 根据第二则广告中所列的该手表控制器功能的第二条“ｇｉｖｅｓ ｙｏｕ ａ
ｄａｉｌ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可知选Ｄ。由文章的叙述可知，该产品可摇
控电视，而不是修理电视，Ａ项错误；该产品可以提醒你交作业的
时间，而不能处理你的作业，Ｂ项错误；Ｃ与第二则广告中的首句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ｗａｔｃｈ ｔｈａｔ Ｊａｍｅｓ Ｂｏｎｄ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ｕｄ ｔｏ ｗｅａｒ”不一致。

７． Ｂ　 根据第一则广告中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最初）ｓｏｌｄ ｆｏｒ ＄ ４９９”和“ＮＯＷ
ＯＮＬＹ ＄ ２９９”可知，Ｍｒ． Ｈ现在售价仅为＄ ２９９。故选Ｂ。

８． Ｃ　 根据第二则广告中的最后一句“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ｌｉｃｋ ｈｅｒｅ”
可知，此则广告是刊登在网站上的。故选Ｃ。

综合质量评估（七）
１－５ ＢＡＣＡＢ　 ６－１０ ＣＢＡＢＢ　 １１－１５ ＣＡＢＢＣ　 １６－２０ ＡＢＡＡＣ
２１． ｅｘｐｅｒｔ。根据下文“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 ｄｏｃｔｏｒ ｓｉｎｃｅ爥”“Ｉ ｄｏｎｔ ｄｏ ａｎ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等句子可知，此处应表示“专家”，且空格前用ａｎ，故填
ｅｘｐｅｒｔ。

２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主句用现在完成时，ｓｉｎｃｅ引导的从句用一般过去时。
２３． ｗｈｏ ／ ｔｈａｔ。空格处所填词引导的从句作定语修饰选行词ｐｅｏｐｌｅ，先行
词指人，故本空可填ｗｈｏ ／ ｔｈａｔ。

２４． ａｂｒｏａｄ根据后面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可知，此处表示“出国”，
故填副诩ａｂｒｏａｄ。

２５． ｈａｖｅ ｔｏ。由上下文可知，此处表示“我不得不作报告”，故用情态动
词ｈａｖｅ ｔｏ。

２６． ｗｈｅｎ。此处表示“我喜欢画，所以出国开会时，我喜欢……”，故填
ｗｈｅｎ，引导时间状语从句。

２７． ａ ／ ｏｎｃｅａ ／ ｐｅｒ ｗｅｅｋ “一周一次”，为固定用法。
２８． Ｕｎｌｕｃｋｉｌｙ。根据上下文可知，此处表示“不幸的是”，且修饰句子，
故用副词ｕｎｌｕｃｋｉｌｙ。

２９． 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句子已有谓语ｔｒｙ ｔｏ爥故此空应为非谓语动词形式，
ｗｅａｔｈｅｒ与ｐｅｒｍｉｔ之间为逻辑上的主动关系，故用现在分词，构成
“名词＋动词ｉｎｇ形式”的独立主格结构。

３０． ｔｏ ｔａｋｅ。“Ｉｔ ＋ ｂｅ ＋形容词＋不定式”为固定结构，ｉｔ为形式主语，不
定式为真正的主语。

３１－３５ ＤＢＡＣＢ　 ３６－４０ ＣＤＡＤＡ　 ４１－４５ ＣＢＤＤＡ　 ４６－５０ ＢＣＣＢＡ
５１－５５ ＣＣＢＤＡ　 ５６－６０ ＢＣＣＢＤ　 ６１－６５ ＡＢＣＡＤ　 ６６－７０ ＣＡＢＤＦ
短文改错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ｋｅ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ｂｕｙ ｇｏｏｄ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Ｂｕｔ
Ｉ ｄｏｎｔ ｌｉｋｅ ｉｔ，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ｉｓ

ｌｅｓｓ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ｓｏｍｅ ｄｉｓｈｏｎｅｓｔ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ｏｆｆ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ｏ ｆａｌ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ａｎｔ ｆｅｅｌ ｔｈｅ
ｉｔ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ｉｔｅｍ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ｍａｙ ｄｉ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ｈａ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ｅｘｐｅｃｔ．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ｒｉｓｋ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ｔｅｍｓ ａｔ ｏｕｒ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ｅ ｉｔｅｍｓ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Ｉｎ ∧
ａ
ｗｏｒｄ，ｏｎｌｉｎｅ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ｉｓｎｔ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ｔ ａｌｌ．

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ａ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ｇｏ 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ｗｅ 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ｄ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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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 ｂｅ ｌｅｓ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ｍｕｓｔ ｈｅｌｐ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选修 ８
Ｕｎｉｔ １　 Ａ ｌａｎｄ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一、词汇运用
１．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２．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３． ｒｅｆｏｒｍ　 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５．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６．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７． Ｔｅａｍｉｎｇ ｕｐ ｗｉｔｈ ／ Ｔｏ ｔｅａｍ ｕｐ ｗｉｔｈ　 ８． ｍａｒｋ ｏｕｔ
９．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１０． ｍａｋｅ ａ ｌｉｆｅ
二、语法填空
１． ｗｈｏ。分析句子结构可知，此处是个定语从句，修饰说明ａ ｍａｎ，所填
词在定语从句中作主语且代指人，故用关系代词ｗｈｏ。

２．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分析句意可知，此处应用动词的过去式，表示发生在过去
的动作。

３． ｗｉｎｎｉｎｇ。Ａｆｔｅｒ为介词，后面应该用动名词形式，注意ｗｉｎ的动名词形
式是ｗｉｎｎｉｎｇ。

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通过分析句子结构可知，句子主谓结构完整，所填词在句中
应作状语，故用副词。注意首字母要大写。

５． Ａｆｔｅｒ。空格后面是表示一段时间的短语，因此考虑用介词Ａｆｔｅｒ或
Ｂｅｆｏｒｅ，再根据句意，此处表达的应该是“在一段消沉之后”，因此用
Ａｆｔｅｒ。

６． ｆｅｅｌｉｎｇ。本题考查ｓｔｏｐ的用法。ｓｔｏｐ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表示“停下来去做另外
一件事”，ｓｔｏｐ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 表示停止做某事。此处表示的是停止悲伤，
并开始写作，故用动名词形式。

７．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空格位于ｂｅ动词之后，因此应填形容词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ｂｅ
ｉｎ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ｓｔｈ． 意为“对……感兴趣”，为固定用法。

８． ｓｔａｒｔｓ。根据本句中的Ｎｏｗ可知是一般时态，根据主语是ｈｅ可知，此处
应填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

９． 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本句结构简单，是主系表结构，因此将填入形容词；再根据
主语为指示代词Ｔｈａｔ，所以应该用形容词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而不是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１０．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分析句意可知，此处应填名词复数形式，表示人们生活中
的各种挑战。

三、完形填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作者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自己心中的美国
梦不应该是孤立的、自私的一己之梦，而应是建立在大家一起努力的集
体力量之上的共同的梦。
１． Ａ　 根据第三段中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可知应选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表示每个人都

在独自追求自己的梦想。
２． Ｂ　 根据本段内容可知，作者的梦想破碎了。ｆａｌｌ ａｐａｒｔ表示“破裂，破

碎”，符合语境。ｆａｌｌ ｏｖｅｒ “倒下”；ｆａｌｌ ｏｆｆ “掉下，脱落”；ｆａｌｌ ｏｕｔ
“争吵”。

３． Ｄ　 ｓｅａｒｃｈ爥ｆｏｒ爥表示“在……寻找……”，符合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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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　　

４． Ｄ　 根据上文内容可知，作者身上只剩下５６美元，因此他会租最便宜
的房子。

５． Ｃ　 蜿蜒的山路应该是在河的对岸，故此处用介词ｏｖｅｒ。
６． Ｂ　 根据句中对房子的描写可知它已经好久没有人住了，因此选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废弃的”。
７． Ｃ　 因为房子里到处都是碎玻璃和垃圾，因此作者清理了一个角落安

身。ｃｌｅａｒ “清除，清理”，符合语境。
８． Ａ　 当地人一点儿都不了解我，但是渐渐地他们开始教我做邻居的技

巧。空处前后为转折关系，因此选ｂｕｔ。
９． Ｄ　 根据文章后面的内容可知，作者从邻居那儿学到了做邻居的技巧，

因此选Ｄ。
１０． Ａ　 ｓｔｉｃｋ ａｒｏｕｎｄ表示“逗留”，符合语境。
１１． Ｃ　 根据句中破折号后面的内容可知，此处表示一个不同的美国梦，

因此选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１２． Ａ　 根据９空后的“ｎｅｉｇｈｂｏｒ”和文章的中心可知应选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ｌｉｎｅｓｓ，

与本句中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形成对比。
１３． Ｄ　 我原本认为的一切对于舒适的生活来说都是必需的东西在这里却

找不到踪影，因此选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与句中的“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ｔ”相对应。
１４． Ａ　 根据第二段中的“ｆｏｕｒ ｍｉｌｅｓ ｕｐ ａ ｗｉｎｄ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ｏａｄ”可知作者

是在山上，因此选Ｕｐ。
１５． Ｂ　 与邻居之间的关系是作者最大的财富，故选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１６． Ｃ　 选ｔｏｗｎ，与上文第二段中的“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相呼应。
１７． Ｂ　 根据句中的“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ｒｅａｌｌｙ ｈａｒｄ ｔｉｍｅ”可知他们失去了工作和住

所，因此选ｌｏｓｉｎｇ。
１８． Ｃ　 ｔａｋｅ ｉｎ “收留”，符合语境。
１９． Ｂ　 如果不是大家齐心协力，那么我们都将会栖身于避难所，因此选

ｓｈｅｌｔｅｒｓ。
２０． Ｄ　 本句点明中心：美国梦不是关于一个人能够获得什么，而是关于

我们在一起如何去实现它，因此选ｈｏｗ。
四、阅读理解
１．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Ｗｈｉｌｅ ＴＶＣ ｉｓ ｎｏｔ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ｈａｒｍｆｕｌ爥

ａｃｔ ａｓ ｈｏｍｅ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ｇｅｒｍｓ．”可知，答案为Ｃ。
２． Ａ　 推理判断题。根据第三段“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ｏｎ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ｅｒｅ ｏｆｆ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Ｔｈａｔ ｐｈｏｎｅ ｎｅｅｄｓ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可推
断，答案为Ａ。

３． Ｂ　 词义猜测题。根据第五段“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ｂｅ ｐａｓｓｅｄ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ｆｏｒｔｈ爥”可
推断，ｇｒｕｂｂｙ意为“肮脏的”，故答案为Ｂ。

４． Ｄ　 作者意图题。根据末段“Ｐｅｏｐｌ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ｍｉｎｄｆｕｌ ｏｆ ｔｈａｔ爥ｗｈｅｎ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ｐｈｏｔｏｓ，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可推断，答案为Ｄ。

Ｕｎｉｔ ２　 Ｃｌｏｎｉｎｇ
一、词汇运用
１．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２．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３．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４．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　 ５．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６． ｗａｓ ｃａｓｔ ｄｏｗｎ　 ７． ｐａｙ ｏｆｆ　 ８． ｏ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９． ｉｓ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１０．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ａｃｋ ｔｏ ｌｉｆｅ
二、语法填空
１． ｔｏ　 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３． ｂｅ　 ４． ｆｉｒｓｔ　 ５． ｗｉｌｌ　 ６． ｈａｖｉｎｇ　 ７． ａ　 ８． ｕｎｔｉｌ
９． ｂｕｔ　 １０． ｍｏｒｅ．
三、阅读理解
　 　 本文为记叙文。文中讲述了作者的童年趣事，作者回顾了小时候随
父母从Ｃｏｅｕｒ ｄＡｌｅｎｅ搬迁到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后的一些冒险经历。

【长难句解读】Ａｓ ｆｏｒ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 Ｓｅｐｐａｌａ，ｆａｍｏｕｓ ａｓ ａ ｄｏｇ ｓｌｅｄｄｅｒ （驾雪
橇者），Ｉ ｔｈｉｎｋ Ｉ ｋｎｅｗ ｈｉｍ ｗｅｌ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ｗ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ｆｏｒ ａ ｒ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ｗｈｉｔｅ
ｄｏｇ ｔｅａｍ ｏｎｅ Ｓｕｎｄａｙ．

分析：该句为主从复合句，句中Ｉ ｔｈｉｎｋ Ｉ ｋｎｅｗ ｈｉｍ ｗｅｌｌ为主句，
ｂｅｃａｕｓｅ引导原因状语从句。
１． Ｃ　 根据第二段中的“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ａｔ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ｒｏｗ

ｈｅｒ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ｆ，ｓｏ ｓｈｅ ｄｉｄｎｔ ｃａｒｅ ｍｕ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ｍｙ ｂｅｄｔｉｍｅ”以及第三段
中的“Ｄａｄ ｗａｓ 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ａ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ｍ ｗａｓ ｈｉｓ ｃｌｅｒｋ． Ｔｈａｔ
ｌｅｆｔ ｍｅ ｉｎ ａ ｍｅｓｓ”可推知，作者的父母很忙。

２． Ｄ　 根据第三段中的“Ｏｎｃｅ Ｉ ｈａｄ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ｆｉ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ｔ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ｈｏｔｅｌ． Ｉ ｈａｄ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ｌｉｇｈｔ ａ ｂａｒｒｅｌ （桶）ｏｆ ｐａｉｎｔ ｂｕｔ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ｒｅａｄｌｌｙ ｇｅｔ
ａ ｇｏｏｄ ｆｉｒｅ ｇｏｉｎｇ”以及第四段中的“Ｉ ｈａｄｎｔ ｔｕｒｎｅｄ ５ ｙｅｔ”可知，作
者四岁时差点儿引发火灾。

３． Ａ　 根据倒数第二段中的“Ａｓ ｆｏｒ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 Ｓｅｐｐａｌａ，ｆａｍｏｕｓ ａｓ ａ ｄｏｇ
ｓｌｅｄｄｅｒ （驾雪橇者）”可知，Ｌｅｏｎｈａｒｄ擅长驾驶雪橇。

４． Ａ　 文章回顾了作者小时候随父母从Ｃｏｅｕｒ ｄＡｌｅｎｅ搬迁到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后
的一些冒险经历。

５． Ａ　 词义猜测题。根据第二段首句“Ｈａｌｆ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ａｔｅｒ，Ｍｒｓ Ｃｏｏｐｅｒ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ｂｅｌｏｖｅｄ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 Ｆｏｏｄ Ｂａｎｋ，ｗｈｅｒｅ ｓｈｅ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ｈｅｒｓｅｌｆ ｔｏ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可知，文中ｃｈａｒｉｔｙ的意思是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故Ａ项正确。

６． Ｂ　 推理判断题。结合文章第二段的第二句、第三段的倒数第二句以
及第四段的第一句可知，该机构致力于帮助饥饿人群，而在紧急情
况下分发食物只是该机构的一项工作，故Ｂ项正确。

７． Ｃ　 推理判断题。Ａ、Ｂ两项根据文章最后一段可排除；人们亲切地称
她Ｇｒａｎｄｍａ，所以可以排除Ｄ项；通读全文可知Ｃｏｏｐｅｒ是一个善
良、乐于奉献的人，故Ｃ项正确。

８． Ｄ　 细节理解题。倒数第二段第二句“Ｓｈｅ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ｈｅｒ ｌｉｆｅ ｔｏ ｇｉｖｉｎｇ
ｂａｃｋ”是她对母亲的高度评价。故Ｄ项正确。

Ｕｎｉｔ 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一、词汇运用
１．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３．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４． ｓ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６． ｓｅｔ ａｂｏｕｔ　 ７． ｒｉｎｇ ｂａｃｋ　 ８． ｈａｎｇ ｏｎ　 ９． ｃａｌｌｅｄ ｕｐ　 １０． ｇｅ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二、语法填空
１． ｔａｋｉｎｇ。考查现在分词。ａｆｔｅｒ后面接动词ｉｎｇ形式，此处ｔａｋｅ和句子主
语之间是主动关系，所以用ｔａｋｉｎｇ。

２． ｈｏｗ。考查不定式的引导词。由语意可知，应为不知如何处理，故应为
ｈｏｗ ｔｏ ｄｏ ｓｔｈ．结构。

３．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ｎｇ ／ ｗｉｌｌ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考查时态。根据上一句可知，我以前的同
学现在的高三的学生，他们即将毕业，所以用现在进行时表示将来或
一般将来时。

４． ｄｉｄ。考查时态。根据下面几句的描述可知，Ｓｕｓａｎ在过去也做过一样
的事情。故用一般过去时。

５． ａｆｔｅｒ。考查时间状语。根据上下文可知，此处表示在两年后。
６． ｍｏｒｅ。考查比较级。句意：我感觉我更感激教育了。根据句意可知用
比较级。

７． ａ。考查冠词。ｂｒｅａｋ在此处表示休息，表示此意时，常用单数形式。
８． ｉｔ。考查形式主语。ｉｔ作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是后面的动词不定式。
９． ｙｏｕ。考查代词的用法。根据句中的ｙｏｕｒｓｅｌｆ可知此处指ｙｏｕ。
１０． ｃａｎ。考查情态动词。ｃａｎ在此处表示有时会，表示客观性。
三、阅读理解
　 　 这是一篇关于人与环境的文章，人们热衷于低科技，将它应用于自
己的生活与工作中，减轻压力，舒缓心情，带来愉悦。
１． Ｄ　 由文章第二段可推断出选项Ｄ正确。网络公词们发现了低科技的

好处，因此才会加以利用“ｔｏ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ｔ”。故选Ｄ。
２． Ａ　 由第二段第一句中的“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和

最后一句“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阐释）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可知Ａ项符合。

３． Ｂ　 由第五段的第一句“Ｔｈｉｓ ｃｒａｆｔ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可
知，以手工艺为基础的理论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因此选项Ｂ “有
着重视艺术和手工艺的传统”正确。

４． Ａ　 Ａ项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积极的”；Ｂ项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防卫的”；Ｃ项ｃａｕｔｉｏｕｓ
“谨慎的”；Ｄ项ｄｏｕｂｔｆｕｌ “怀疑的”。通读全文特别是文章的最后
一句可知，作者看好、支持低科技，相信其能够造福人类，因此
选Ａ。

５． Ｃ　 Ａ “辉煌的曾经，未来的愿望”；Ｂ “虚拟的世界，真实的挑战”；
Ｃ “高科技公司，低科技公司”；Ｄ “多技艺，少创意”。通通全文
可知，全文主要讲的是现在一些高科技公司都在关注ｌｏｗ



参考答案

２５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因此选Ｃ。
６． Ｂ　 由上句“守时的人总是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和约会也不迟

到以及不守时的人从不能在恰当的时间做该做的事”可推知“总
是显得匆忙而最终浪费时间”是对不守时人的总结。下文第２段
空８前的内容也暗示了这一点。

７． Ｄ　 这句话是对上一句谚语的解释。
８． Ｅ　 空８前后是两种人不同做法的对比，空８引领下面内容。
９． Ｇ　 此句为段落主题句，是对下文内容的概括。
１０． Ｆ　 空１０为段落尾句，既是对该段的总结也是对全文的总结，即“不

守时的人永远不值得信赖”。
Ｕｎｉｔ ４　 Ｐｙｇｍａｌｉｏｎ

一、词汇运用
１． ｈｅｓｉｔａｔｅ　 ２．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３．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４．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ｎｄｅｍｎｅｄ
６．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７． ｐａｓｓｉｎｇ爥ｏｆｆ　 ８．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ｏｆ　 ９． ｆａｄｅ ｏｕｔ
１０． ｉｎ ａｍａｚｅｍｅｎｔ
二、语法填空
１． ａｈｅａｄ。考查固定短语。上面一人提出请求想问问题，此处表示请问
吧。ｇｏ ａｈｅａｄ表示答应请求，根据主境常译为请说吧，请用吧等。

２． ｍｅｔ。考查时态。根据语境和时间状语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可知此处指上个月在
网上结交了一个朋友。事情发生在过去，用一般过去时。

３． ｔｏ ｓｐｅｎｄ。考查动词不定式。ｉｎｖｉｔｅ ｓｂ．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邀请某人做某事。
４． ｆｏｒ。考查介词搭配。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表示第一次。
５． ｙｏｕｒ。考查代词。根据下一句的ｍｙ可知，此处指“你的”。
６． ｉｆ。句意：如果你第一次见Ｃｌａｕｄｉａ的父母，你应该保证按时到。此句
为表假设的条件句，故用ｉｆ。

７． ｓｈｏｕｌｄ。考查情态动词。根据语境可知，此处表示建议，指你应该保证
按时到。

８． ａｂｏｕｔ。考查固定短语。询问“……怎么样”用Ｗｈａｔ ａｂｏｕｔ爥？。
９． ｔａｋｅ。考查固定搭配。根据“为什么不？”的固定表达法为ｗｈｙ ｎｏｔ ｄｏ
ｓｔｈ．？可知应用动词原形。

１０． ａｄｖｉｃｅ ／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根据上文的Ｉ ｎｅｅｄ ｓｏｍｅ ａｄｖｉｃｅ． 可知应是感谢Ｌｕｃｙ
给的建议，且由前面的ｙｏｕｒ可知，应用名词。

三、完形填空
本文为记叙文。作者的丈夫汤姆一直与动物相处得很好，但当她的丈

夫与一只雌性松鸡成为好朋友时，她还是感到很惊讶，因为松鸡不常与人
接触。事实上，松鸡很难被发现，因为听到有人接近时，他们通常会飞走。
１． Ｄ　 ｕｎｕｓｕａｌ “不寻常的，罕见的”。根据下文中的“ｔｈ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ｆｌｙ ｏｆｆ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ｈｅａｒ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可知，松鸡与人接触不寻常。
２． Ｂ　 事实上，松鸡很难被发现，因为听到有人接近时，他们通常会飞

走。上下句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空格处用ｂｅｃａｕｓｅ引导原因状语
从句。

３． Ａ　 根据第六段中的“Ａｓ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ｃａｍｅ”可知，松鸡在
春天进入了作者一家人的生活。

４． Ｃ　 汤姆在地里干活时，注意到松鸡在田地的边缘走动。动词ｎｏｔｉｃｅ
“看到，注意到”符合语境。

５． Ｄ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 “出人意料地”。上文提到有人接近时，松鸡通常会飞
走，然而Ｔｏｍ发现的这只松鸡见到人时却无所畏惧。

６． Ｂ　 松鸡在田地边活动，无所畏惧，似乎很好奇Ｔｏｍ在做什么。故
ｃｕｒｉｏｕｓ “好奇的”符合上下文语境。

７． Ｃ　 根据第六段中的“Ｔｈｉｓ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ｇｒｏｕｓｅ ｓｏｏｎ ｆｅｌｔ”可知答案。
８． Ｃ　 ｆｏｎｄ “喜爱”。根据上下文提到的这只松鸡很“ｆｒｉｅｎｄｌｙ”和全文的

感情色彩可知，“我们”很快喜欢上了这只松鸡，决定给她取名为
Ｍｉｌｄｒｅｄ。ｂｅ ｆｏｎｄ ｏｆ ｓｂ． ／ ｓｔｈ． 意为“喜欢某人／某物”。

９． Ｄ　 ｐｒｅｔｅｎｄ “假装”。Ｔｏｍ假装并没有看到她，想看看她下一步会做什
么。根据“ｋｅｐ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ｅ ｗｈａｔ ｓ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ｄｏ ｎｅｘｔ”可推知，Ｄ
项正确。

１０． Ａ　 ｉｇｎｏｒｅ “忽视，不予理睬”。根据下文中的“Ｓｈｅｄ ｒｕｎ ｕｐ ａｎｄ ｐｅｃｋ
（啄）ａｔ Ｔｏｎｓ ｈａｎｄｓ”可知，松鸡不喜欢被忽视。

１１． Ｂ　 ｂａｃｋ ｏｆｆ “后退”。松鸡跑上来啄Ｔｏｍ的手，然后又后退看他要做

什么。短语ｂａｃｋ ｏｆｆ与上下文中的“ｒｕｎ ｕｐ”相对应。
１２． Ａ　 根据上文中的“Ｓｈｅｄ ｒｕｎ ｕｐ ａｎｄ ｐｅｃｋ （啄）ａｔ Ｔｏｍｓ ｈａｎｄｓ，ｔｈｅｎ

　 ２１　 ｏｆｆ ｔｏ ｓｅｅ ｗｈａｔ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ｄｏ ”可知，这对松鸡来说是一种
“游戏”，这种“游戏”持续了约２０分钟后，Ｍｉｌｄｒｅｄ累了，离开
了。

１３． Ｂ　 ｃｏｍｅ ｏｕｔ “出现，出来”。根据下句中的“Ｍｉｌｄｒｅｄ ｆｅｌｔ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ｊｕｍｐ ｕｐ ｏｎ Ｔｏｎｓ ｌｅ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ｙ ｌｏｎｇ”可知，春去夏至，
Ｍｉｌｄｒｅｄ出来的次数越来越多，以至于她与作者的家人相处很好。

１４． Ａ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最后，终于”。随着Ｍｉｌｄｒｅｄ出来的次数越来越多，最
终Ｍｉｌｄｒｅｄ感到毫不拘束，竟然跳到Ｔｏｍ的腿上。

１５． Ｃ　 Ｍｉｌｄｒｅｄ在“我”丈夫腿上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让“我”拍了一
张Ｍｉｌｄｒｅｄ和Ｔｏｍ在一起的照片。只有ｐｉｃｔｕｒｅ符合语境。

１６． Ａ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舒适的，舒服的，自在的”。根据上文中的
“Ｍｉｌｄｒｅｄ ｆｅｌｔ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ｊｕｍｐ ｕｐ ｏｎ Ｔｏｍｓ ｌｅ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ｙ
ｌｏｎｇ”可推知，友好的松鸡不仅与“我”的家人在一起时感觉舒
服，而且有路人或者开车经过的人在时也感觉自在。

１７． Ｂ　 当狩猎季节开始时，“我们”在车道尽头立上标牌，要求猎人不
射击我们的松鸡。根据语境可知，空处应用ｓｉｇｎ。

１８． Ｃ　 根据本段中的“Ｗｈｅｎ ｈｕｎｔ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ｐｅｎｅｄ”可知，空格处用
ｈｕｎｔｅｒｓ。

１９． Ｄ　 “我”父亲也警告人们不要向松鸡开枪。根据上下文语境可知空
格处应用ａｌｓｏ一词。

２０． Ａ　 Ｉｎ ｆａｃｔ “事实上，实际上”。根据文中的“ｈｕｎｔｅ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ｓｔｏｐ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ａｎｄ ｎｅｖｅｒ ｓｅｅｎ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ｈｅｒ”可知，
猎人会停下来拍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Ｍｉｌｄｒｅｄ这样的鸟，
这是当时的事实。故选Ｉｎ ｆａｃｔ。

四、阅读理解
主要讲述为音乐爱好者提供的摇滚音乐野营地。

１． Ｃ　 主旨大意题。文章第一段最后一句“Ｔｈａｔｓ ｗｈｙ ｔｈｅｙ ｓｉｇｎｅｄ ｕｐ ｆｏｒ
Ｒｏｃｋ ‘ｎ’Ｒｏｌｌ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Ｃａｍｐ．”是主旨所在。主要讲述为音乐爱好
者提供的摇滚音乐野营地。

２． Ｂ　 细节理解题。从第二段内容可知。
３． Ｃ　 细节理解题。从第四段第三句“爥ｗｈｏ ｈａｓ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ｃａｍｐｓ爥”可知。
４． Ｂ　 推理判断题。从第二段的最后一句“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ａｓ 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ａ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ｋｙｏ ａｎｄ ａｓ ｃｌｏｓｅ ａｓ Ｌｏ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ｔｏｗ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ｎｓｔａｇｅ ｇｌｏｒｙ．”可知。

Ｕｎｉｔ ５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一、词汇运用
１．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２． ａｒｒｅｓｔ　 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４． ｄｅｌｅｔｅｄ　 ５．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６． ａｔ ｍｏｓｔ　 ７． ｄａｔｅ ｂａｃｋ　 ８． ｆｅｄ ｕｐ ｗｉｔｈ　 ９．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１０．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二、语法填空

Ａ
１． ｔｈａｎ。由前面的ｍｏｒｅ可知用ｔｈａｎ，此处意为“美国，有宠物的家庭要
比有孩子的家庭多。”

２． ｔｈａｔ。所填词引导主语从句，在从句中不作成分，故用ｔｈａｔ。
３． ｕｎｗａｎｔｅｄ。所填词引导主语从句，在从句中不作成分，故用ｔｈａｔ。
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ｔｈｅｉｒ ｄｉｎｎｅｒ和ｄｅｌｉｖｅｒ为被动关系，故用过去分词。
５． ｔｈｅｉｒ。所填词作定语修饰ｏｗｎｅｒｓ，且指代ｐｅｔｓ，故用ｔｈｅｉｒ。
６．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此处意为“无家可归和被虐待的动物”，故用ｈｏｍｅｌｅｓｓ。
７． ｆｏｒ。此处表示人们可以为他们的宠物购买健康保险，ｆｏｒ意为“为
……”。

８． ａｓ。ａｓ爥ａｓ构成形容词的原级比较结构，此处意为“宠物和热狗或苹
果馅饼一样，都是美国文化的基本部分。”

９． ｈａｖ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所填词在句中作谓语，由时间状语ｂｙ ｎｏｗ可知，此处
用现在完成时。

１０． ａ。ｔｏｐｉｃ为可数名词单数，泛指“一个良好的话题”，用不定冠词ａ。
Ｂ

１． ｅａｔｉｎｇ。所填词在句中作主语，故用动名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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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　　

２． ｕｎｃｏｏｋｅｄ。由下文的ｒａｗ ｅｇｇｓ可知，此处意为“没被烹饪的鸡蛋”，故
用ｕｎｃｏｏｋｅｄ。

３． Ｈｏｗｅｖｅｒ。所填词后面紧跟着逗号，下文的句子和上文为转折关系，故
用ｈｏｗｅｖｅｒ。

４． ｅｉｔｈｅｒ。ｅｉｔｈｅ爥ｏｒ爥 “或者……，或者……”，此处意为“医生不建议
吃生鸡蛋或者动物大脑。”

５． 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ｔｗｅｅｎ爥ａｎｄ爥 “在……之间”，此处意为“在日常饮食和健
康的大脑的之间。”

６． ａ。泛指“一种补脑的食物”用还定冠词。
７． ｂｅｃａｕｓ。所填词引导原因状语从句，且在句中，没有逗号隔开，故用
ｂｅｃａｕｓｅ。

８． 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所填词引导定语从句，在定语从句中作宾语，故用ｗｈｉｃｈ
或ｔｈａｔ。

９． 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所填词修饰动词ｅａｔ，故用ｒｅｇｕｌａｒ的副词形式。
１０． ｌｅｓｓｅｎ。ａｎｄ连接四个并列的谓语动词，故用ｌｅｓｓ的动词形式。
三、短文改错

Ａ
Ｉ ｆｉｒｍ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ｌｏｖｅｓ ｈｉｓ ｍｏｔｈｅｒ． Ｓｏ ａｍ

ｄｏ
Ｉ．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ａｎ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ｈ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ｗｏｒｋｓ ｈａｒｄｌｙ
ｈａｒｄ

，ｊｕｓｔ ａｓ ｏｔｈｅｒ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ｄｏ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Ｉｎ ｆａｃｔ，ｓｈｅ ｉｓｎｔ∧
ｉｎ
ｇｏ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ｈｅ ｈａ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关节炎）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ｓｐ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ｉｓ，ｈｅ
ｓｈｅ
ｎｅｖｅｒ ｓｔｏｐ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ｒ ｇｉｖｅｓ ｕｐ

ｈｏｐｅ． Ｉ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ｄａｙ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 ｃａｒｄ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Ｄａｙ ｆｒｏｍ ｈ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ｄ ｗａｓ ｒｅａｄ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ｓ

ｗｏｒｋ
；Ｈａｐｐ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Ｄａｙ ｔｏ ｙｏｕ！”Ａｔ ｔｈａｔ ｍｏｍｅｎｔ，Ｉ ｗａｓ ｓｏ

ｍｏｖｉｎｇ
ｍ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ｅａｒｓ ｃａｍｅ ｔｏ ｍｙ ｅｙｅｓ． Ｉ ａｍ ｐｒｏｕｄ ｏｆ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Ｂ

Ｂｅｈｉｎｄ ｍｙ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ａ ｄｉｒ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ｓｓｙ ｃｏｒｎｅｒ． Ｂｉ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ｂａｇｓ ｈａｎｇｅｄ

ｈｕ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ｅｓ． Ｂｒｏｋｅｎ ｂｏｔｔ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ｌｅｆｔ ｌａｙｉｎｇ

ｌｙｉｎｇ
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ｃ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ｇａｖｅ ａｗａｙ
ｏｆｆ ／ ｏｕｔ

ａｎ

ｕｎ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ｓｍｅｌｌ．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ａｇｏ，ｗｅ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ｔｕｒｎ ｉｔ ｉｎ
ｉｎｔｏ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ｐａｒｋ．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ｎ，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ａｋｅｎ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ｏｒｎｅ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ｕｂｂｉｓｈ ｈａｖ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ｌｅａｒｅｄ ａｗａｙ．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ｔｒｅｅｓ ｈａｖｅ ∧
ｂｅｅｎ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Ｎｏｗ ｂｉｒｄｓ

ｃｏｍｅ ｈｅｒｅ ｔｏ ｓ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ｏｍｅ ｈｅｒｅ ｔｏ ｐｌａｙ，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ｓ ｃｏｍｅ ｈｅｒｅ ｔｏ ｅｎｊｏｙ
ｏｕｒ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ｌｉｆｅ． Ｉｔ ｈ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ｏｎ ａ ｎｅｗ ｌｏｏｋ．

四、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ａｒ Ｊａｎｅ，

①Ｇｌａｄ ｔｏ ｈｅａｒ ｆｒｏｍ ｙｏｕ ａｎｄ ｙｏｕｒｅ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Ｊｕｌ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②Ｆｉｒｓｔｌｙ，ｗｅ ｇｒｅｅ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ｂｙ ｓａｙｉｎｇ “Ｈｅｌｌｏ”ｏｒ ａｓｋ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ｏｉｎｇ？”ｏｒ “Ａｒｅ ｙｏｕ ｂｕｓｙ？”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ｏｕｒ ｃａｒｅ．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ｗｈｅｎ ｐｒａｉｓｅｄ，ｗｅ ｒｅ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Ｏｈ，ｎｏ！”ｏｒ “Ｉｍ ｏｖｅｒｐｒａｉｓｅｄ ”ｔｏ ｓｈｏｗ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ｎｅｒｓ． Ｎｅｘｔ，ｗｈｅｎ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 ｇｉｆｔ，ｗ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ｓａｙ “Ｉｔｓ 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ａｎｋｓ”ｔｏ ｓｈｏｗ ｐｏｌｉｔ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ｕｔ ｉｔ ａｗａ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ｔ ｄｉｎｎｅｒ ｐａｒｔｉｅｓ，ｗｅ ｔａｌｋ ｌｏｕｄｌｙ ａｎｄ ｔｏｕｃｈ ｇｌａｓ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ｔｏ
ｓｏｍｅｏｎ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ｗａｒｍ．

③Ａｎｙｈｏｗ，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Ｉｆ ｙｏｕ “Ｄｏ ａｓ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ｓ
ｄｏ ｗｈｅｎ ｉｎ Ｒｏｍｅ”，ｙｏｕｌｌ ｅｎｊｏｙ ｍｏｒｅ ｏｆ ｙｏｕｒ ｓｔａｙ ｈｅｒｅ．

Ｉ ｈｏｐｅ ｗｈａｔ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ａｎｄ ｗｉｓｈ ｙｏｕ ａ ｇｏｏｄ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Ｙｏｕｒｓ ｓｉｎｃｅｒｅｌｙ，

Ｌｉ Ｈｕａ
【高级词汇】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ｏｕｒ ｃａｒｅ表示关心
ｄｒｉｎｋ ｔｏ ｓｏｍｅｏｎ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敬酒祝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Ｄｏ ａｓ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ｓ ｄｏ ｗｈｅｎ ｉｎ Ｒｏｍｅ入乡随俗
【佳句变换】
１）Ｉｍ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ｐｐｙ ｔｏ ｋｎｏｗ ｉｎ ｙｏｕｒ ｌｅｔｔｅｒ ｙｏｕ ａｒ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Ｊｕｌｙ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２）Ｆｉｒｓｔｌｙ，ｗｅ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ａｓｋ ｓｕ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ｏｉｎｇ？”ｏｒ “Ａｒｅ
ｙｏｕ ｂｕｓｙ？”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ｏｕｒ ｃａｒｅ，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ｙｏｕｒ ｇｒｅｅｔｉｎｇ “Ｈｅｌｌｏ”．

３）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ｌｉ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ｔｈｉｎｋ ｉｔ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ｙｏｕ ｔｏ
ｂｅｈａｖｅ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ｏｕｔ ｏｆ ｐｌａｃｅ．

综合质量评估（八）
１－５ ＡＣＢＣＡ　 ６－１０ ＡＣＢＣＢ　 １１－１５ ＢＣＢＣＢ　 １６－２０ ＡＢＡＣＢ
２１． ｉｎｖｉｔｅｄ。ｉｎｖｉｔｅ在解码器中作谓语，根据时间状语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可知，应用
一般过去时。

２２． ｒｕｎ。所填词作定语修饰ｐｒｏｊｅｃｔ，与ｐｒｏｊｅｃｔ为被动关系，故用过去分
词形式。

２３． ａｉｍ ／ ｇｏａｌ ／ ｐｕｒｐｏｓｅ。根据下文可知应用ａｉｍ ／ ｇｏａｌ ／ ｐｕｒｐｏｓｅ，表示“目的，
目标”。

２４． ｔｏ ｓｅｌｌ。句意表示“他们还鼓励农业和商业的建设，以售卖当地的产
品”，故用不定式作目的状语。

２５． ｔｈａｔ本句为强调结构，强调的时间状语，故填ｔｈａｔ。
２６． ｍｏｒｅ根据语境可知，此处表示“我想学习更多关于这方面的（知
识）”，故用ｍｏｒｅ。

２７．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修饰谓语动词用副词。
２８． ｔｈｅ。特指前面提到的能源节约的问题，故用定冠词。
２９． ｗｈｉｃｈ。所填词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且在从句中作主语，先行词
ｐｒｏｊｅｃｔ指物，故用ｗｈｉｃｈ。

３０． ａｂｏｕｔ。此处表示“关于，有关”，故用ａｂｏｕｔ。
　 　 在我们等母亲的时候，一个坏人上了我们的车，想把我们载走，我
奋力反抗，最后把他赶走了，保护了我的弟弟们。
３１． Ａ　 联系下文Ａｒｒｉｖ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可知：我们离开了家。
３２． Ｂ　 联系下文“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ａ ｉｎ ｔｗｏ ｗｅｅｋｓ．”可

知。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谈话；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会议；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采访；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介绍。

３３． Ｃ　 从本句的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ａ ｐａｒｋ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可知：是到停车场找停车位。ｔｈｅ
ｐａｒｋｉｎｇ ｌｏｔ停车场，是固定说法。

３４． Ｄ　 从文中罗列的时间来看：作者遇到事总是不停地记时间。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最终地；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 故意地；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相对地；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不断地。

３５． Ｃ　 联系上文：我坐在车里，胡乱摆弄着收音机，我又核对了一下时
间是７：１５。ｓｈｏｒｔｅｎ缩短；ｅｘｔｅｎｄ延伸；ｃｈｅｃｋ核对；ｋｉｌｌ消磨。

３６． Ａ　 我掉过头来，向车窗外看，这时门开了。ｗｈｅｎ这时。
３７． Ｂ　 我真的没当回事儿，以为是我妈妈，尽管她只离开了两分钟。

ｊｕｄｇｅ判断；ｆｉｇｕｒｅ以为，想；ｄｅｃｉｄｅ断定，决定；ｒｅａｌｉｚｅ意识到。
３８． Ｃ　 上文刚提到“作者在向窗外看”，所以本句：出于本能，我转过

头来，看到了车里的这个男人。
３９． Ｄ　 我非常吃惊。许多可怕的事情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混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同意；ｄｉｓｏｒｄｅｒ杂乱无章；ｓｈｏｃｋ震惊。
４０． Ａ　 我开始向窗外大喊，但他开始把窗摇起来。因为这个男人进到了

车里，听到叫喊声，就赶快把车窗关上。ｐｕｔ ｉｔ ｕｐ把它摇上来。
４１． Ｂ　 联系下文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ｈｉｔｔｉｎｇ可知。
４２． Ｃ　 因为是妈妈驾车来的，故应是她把钢笔落在车里的。
４３． Ａ　 从下句“Ｈｅ ｒａｎ ｏｕｔ ａｎｄ ｌｅｆｔ．”可知：他还击但放弃了。ｇｉｖｅ ｕｐ放

弃；ｈｕｒｒｙ ｕｐ快点；ｓｈｕｔ ｕｐ关上，闭嘴；ｓｐｅａｋ ｕｐ大声说出来。



参考答案

２５５　　

４４． Ｂ　 我猜他意识到我是一个能进行反击的人。ｓｔａｎｄ ｏｕｔ脱颖而出；ｐｕｔ
ｕｐ进行；ｔｕｒｎ ｄｏｗｎ拒绝；ｇｅｔ ｂａｃｋ得到。

４５． Ｃ　 我不会让你载我们的。ｉｇｎｏｒｅ忽视；ｃｏｎｔｒｏｌ控制；ｔａｋｅ载；ｌｏｖｅ
爱。

４６． Ｄ　 联系上文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ｂａｔｔｌｅ Ｉ ｈａｄ ｙｅｌｌｅｄ ｏｕｔ可知。
４７． Ａ　 家长会是两个星期之后的事情了。ｍａｔｔｅｒ事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事件；

ｇａｍｅ游戏；ｒａｃｅ比赛。
４８． Ｂ　 我墙上挂着有关那天发生事情的报道。
４９． Ｃ　 我看着公安局定罪的那个人，发誓永远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了。ｆａｉｌ失败；ｔｅｎｄ倾向于；ｓｗｅａｒ发誓；ｃｈｏｏｓｅ选择。
５０． Ｂ　 尽管我讲我的故事用的时间很短，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我是多

么用力。ｓｕｄｄｅｎ突然的；ｈａｒｄ困难的，用力的；ｌｕｃｋｙ幸运的；
ｌｏｕｄ大声的。

　 　 本文是一则新闻报道，报道了一家香港的航空公司，组织员工学习
咏春拳的消息。文章主要讲了学习咏春拳的原因———更好地让乘务员处
理突发事件、进行自我防卫，选择咏春拳的理由———适合在狭小空间内
运用，以及员工对学习咏春拳的观点态度———赞成。
５１． Ｄ　 推理判断题。根据第五段Ｃｈａｎ ｔｏｌｄ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可知是记者采

访情景，所以应属于新闻报道。
５２．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一段内容可知让客舱机组人员学习功夫的目

的是帮助醉酒的乘客以及保护她们自己的安全。
５３． Ｄ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破折号处内容和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可

知咏春拳在近距离对抗中优势大，适合在像飞机上这样的狭窄空
间里使用。Ｄ项符合题意。

５４． Ａ　 观点态度题。根据倒数第二段中Ｌｕｍｐｙ Ｔａｎｇ说的第一句话可知，
起初她对到机场上班要接受武术训练感到意外，但上完几节课后
她开始喜欢上咏春拳了。因此可以推知她对此事是支持的。

　 　 本文主要讲述给小费多少才是合适的。
５５． Ｄ　 细节理解题。从第二段的第二、三句“爥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ｉｔｅｒ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ｄｓ，ｔｏ 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ｃａｒｒｙ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ｓ，ｔｏ ｔｈｅ ｂｉｌｌｓ
ｔｏｔａｌ． Ｅｖｅｎ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ｗａｉｔｅｒｓ ｒｅｍｉ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爥”可
知。

５６． Ｃ　 细节理解题。从第四段的最后一句“Ｔｈｅ ｃｏｐｙｃａｔ ｗａｉｔｅｒｓ ｅａｒｎｅｄ
ａｌｍｏｓ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ｉｐ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ｏｕｐ．”可知。

５７． Ｄ　 细节理解题。从第五段的第二句“爥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ｓ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ｂｉｌｌｓ
ｗｅｎｔ ｕｐ”及最后一句“Ｉｎ ｆａｃｔ，ｔｉｐ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ｗｈｅｎ ｂｉｌｌｓ ｔｏｐｐｅｄ ＄ １００ ａｎｄ ａ ｂｉｌｌ ｆｏｒ ＄ ２００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 ｇａｉｎ ｎｏ
ｂｉｇｇｅ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ｔｉｐ ｔｈａｎ ａ ｂｉｌｌ ｆｏｒ ＄ １００．”可知。

５８． Ｄ 　 推理判断题。从第一段的最后一句“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ａ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ｓ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以及第二段的第一句“Ｔｉｐｐ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ｉｓ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及文章对有关
研究的介绍引用可知。

　 　 本文主要讲述游览澳大利亚的几种不同的交通方式。
５９． Ｃ 　 词义猜测题。从“ｗａ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可知

ｕｎｔｏｕｃｈｅｄ在此表示“自然的，还未开发的”。
６０． Ｂ 　 细节理解题。从文中“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ｎｏ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ｃａｒ ｒ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ｔ ｍａｊｏｒ ａｉｒｐｏｒｔ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可知。

６１． Ａ　 细节理解题。从文中ｎｉｇｈｔｌｙ可知。
６２． Ｂ　 推理判断题。从最后一段“爥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ｔｒ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ｓ ｏｆ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ｗｅｅｋ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可推知。

　 白领阶层每天收到大量的垃圾信息，这些信息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工
作效率。
６３． Ｄ　 细节理解题。从第三段的最后一句“Ｓｏｍｅ ｏｆ ｈｅｒ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ｏ ｌｕｃｋｙ—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ｔｏ ｒｅａｄ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１００．”可知。
６４． Ｃ　 细节理解题。从最后一段的第一句“Ｍａｎ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ｔａｒｔ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ｗｉｔ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ｇａｄｇｅｔｓ．”可知。

６５． Ｃ　 主旨大意题。第一段“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爥”是文章主旨所在。

　 　 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怎样由普通学生成为优秀学生。
６６． Ｅ　 “Ａｎｙｏｎｅ ｃａｎ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ｉｆ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ｗａｎｔｓ ｔｏ．”在此起承

接上句引领下句的作用。
６７． Ｂ　 上文介绍如何安排时间，即首先安排吃饭、睡觉和穿衣打扮等的

时间，其次留出定期学习的时间，按照常识和行文逻辑“Ｄｏｎｔ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ｏ ｓｅｔ ａｓｉｄ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别忘了留出足够的
娱乐时间）”就顺理成章了。

６８． Ｃ　 结合设空处前后句的内容可知，设空处的句子应该既是对段落主
题句的解释又是对下文内容的概述，而“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ｔｉｍｅ ｔｏ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ａｙｓ．”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６９． Ｇ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ｙｏｕ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ｃｌａｓｓ．”既是对上句话的总
结，也和下文内容衔接。

７０． Ａ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ａ ｔｅｓｔ ｉｓ ｔｏ ｓｈｏｗ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既是对段落
首句的诠释，也和下句密切衔接，融为一体。

短文改错
Ｍａｒｃｈ ２２ｎｄ，Ｔｕｅｓｄａｙ　 　 　 　 　 　 　 　 　 Ｃｌｏｕｄｙ

Ｉ ｗａｔｃｈ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Ｖ ｕｎｔｉｌ ｎｅａｒｌｙ １２ ｏｃｌｏｃｋ，ｓｏ Ｉ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ｇｏ ｏｖｅｒ ｍ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Ｉ ｇｏｔ ｕｐ ｖｅｒｙ
ｓｏ
ｌ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ｄ ｔｏ ｈｕｒｒｙ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Ｙｅｔ Ｉ ｗａｓ ｌ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Ｗｈｅｎ Ｉ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ｈｅ ｍａｔｈ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ｈａｄ ｔｏ ｓｔｏｐ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ｅｙｅｓ ∧

ｗｅｒｅ
ｆｉｘｅｄ ｕｐｏｎ

ｍｅ． Ｍｙ ｆａｃ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ｒｅｄ．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ｅｖｅｎ ｂａｄ
ｗｏｒｓｅ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ｏｎ
ｔｏ
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ｓｋｅｄ ｍｅ ｔｏ ｒｅｃｉｔ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ｕｔ Ｉ ｃｏｕｌｄ ｓｐｅａｋ
ｓａｙ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 ｓｏｒｒｙ，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ｐｅｎｄ ａｎｙ ｔｉｍｅｓ
ｔｉｍｅ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ｍ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ｌｏｏｋｅｄ ａｔ ｍｅ ｃｏｌｄｌｙ． Ｉ ｓｔｏｏｄ ａｔ ｍｙ ｂｅｎｃｈ，ｎｏｔ ｄａｒｅ
ｄａｒｉｎｇ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ｍｙ ｈｅａｄ． Ｗｈａｔ ａ

ｔｅｒｒｉｂｌｅ ｄａｙ Ｉ ｈａｄ！Ｉ ｗ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ｔｈｉｓ ａｇａｉｎ．

书面表达（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ａｒ Ｓｉｒ ／ Ｍａｄａｍ， Ｊｕｎｅ ８

Ｉ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ｔｈａｔ ｙｏｕ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ｎｅｅｄｓ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①Ｉｍ ｒｅ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ｐｅ Ｉ ｃａｎ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ｙｏｕ．

Ｉｍ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Ｘｉｎｘ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ｉｓ Ｊｕｌｙ．

②Ｉｍ ａ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ｐ ５ ｉｎ ｍｙ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５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ｍ
ｇｏｏｄ ａ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ｐｏｋ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 ｏｆｔｅｎ 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Ｉ ｔｙｐｅ
ｖｅｒｙ ｆａｓｔ．③Ｉｎ ｍｙ ｓｐａｒｅ ｔｉｍｅ，Ｉ ｒｅａｄ ａ ｌｏｔ． Ｐｏｅｍｓ ａｒｅ ｍｙ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 Ｉ ｅｎｊｏｙ ｍｕｓｉｃ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ｔｏｏ． Ｂｅｉｎｇ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Ｉ ｌｉｋ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④Ｂｅｓｉｄｅｓ，Ｉｍ ｅａｓｙ ｔｏ ｇｅｔ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Ｉ ｌｉｋｅ ｔｏ ｍａｋ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Ｉｍ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ｙｏｕｒ ｒｅｐｌｙ．

Ｓｉｎｃｅｒｅｌｙ ｙｏｕｒｓ，
Ｌｉ Ｈｕａ

【高级词汇】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ｐ爥（在……中）最优秀的；最好的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最喜爱的人或事物
ｇｅｔ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与……相处
【佳句变换】
１．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ｍ ｒｅａｌｌｙ ｌｉｋｅ ａｎｄ Ｉ ｈｏｐｅ Ｉ ｃａｎ ｗｏｒｋ ｉｎ ｙｏｕ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 Ｉｍ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 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５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３． Ｉ ｌｉｋ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ｍｙ ｓｐａｒ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 ｌｉｋｅ ｐｏｅｍｓ ｍｏｓｔ，ａｎｄ ｎ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ｓｏｍｅ ｐｏｅｍｓ．

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ｍ ａ ｇｉｒｌ ｅａｓｙ ｔｏ ｇｅｔ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Ｉ ｌｉｋ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ｔｏｏ．
听力材料原文：
Ｔｅｘ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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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６　　

Ｗ：Ｉ ａｍ ｓｏｒｒｙ． Ｗｅ ｄｏｎｔ ｓｅｅｍ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ｙｏｕ，ｓｉｒ．
Ｍ：Ｂｕｔ ｍ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ｓａｉｄ ｓｈｅ ｈａｄ ｃａｌｌｅｄ ｙｏｕ ｆｏｒ ｍｅ． Ｉ ｐｈｏｎｅｄ ｈ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Ｔｅｘｔ ２
Ｍ：Ｉ ｗｏｎｄｅｒ ｉｆ Ｍａｒｔｈａ ｗｉｌｌ ｒｅａｌｌｙ ｃｏｍｅ ａｔ ７：００． Ｓｈｅ ｓａｉｄ ｓ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Ｗ：Ｄｏｎｔ ｗｏｒ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Ｈｅｒ ｗｏｒｄ ｉｓ ａｓ ｇｏｏｄ ａｓ ｇｏｌｄ．
Ｔｅｘｔ ３
Ｗ：Ｈｅｎｒｙ，ｗｈｙ ｄｏｎｔ ｗｅ ｇｏ ｏｕｔ ｔｏ ｌｕｎｃｈ ｔｏｄａｙ，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ｖｉｓｉｔ ｓｏｍ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Ｍ：Ａｎｄ ｍｉｓｓ ｔｏｄａｙｓ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ｇａｍ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ａｒ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Ｉ
ｃａｎｔ ｍｉｓｓ ｔｈａｔ．

Ｔｅｘｔ ４
Ｍ：Ｇｏｏｄ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ｎ Ｖａｌｌｅ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ｔｏ Ｍｒ Ａｄａｍｓ，ｐｌｅａｓｅ．

Ｗ：Ｍｒ Ｍｉｌｌｅｒ，ｍｙ ｈｕｓｂａｎｄ ｉｓｎｔ ａｔ ｈｏｍｅ． Ｉ ｃａｎ ｇｉｖｅ ｙｏｕ ｈｉ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ｈｏｎｅ ｉｆ
ｙｏｕ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ｃａｌｌ ｈｉｍ ａｔ ｗｏｒｋ．

Ｔｅｘｔ ５
Ｗ：Ｈｉ，Ａｒｎｏｌｄ． 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ｅｎｎｉｓ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Ｍ：Ｉｍ ｎｏｔ ｓｕｒｅ ｉｆ Ｉ ｃａｎ． 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 ｔｏ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ｍｙ ｔｅａｍ．
Ｗ：Ｏｈ，ｒｉｇｈｔ． Ｗｅｌｌ，Ｉｍ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ｐｏｏｌ ｗｉｔｈ ｍｙ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ｏｎ Ｓｕｎｄａｙ．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ｙｏｕ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ｊｏｉｎ ｕｓ．

Ｍ：Ｓｕｒｅ． Ｉｌｌ ｄｒｉｖｅ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ｅｔ ｙｏｕ ｔｈｅｒｅ．
Ｔｅｘｔ ６
Ｍ：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ＳＯＨＯ”－ Ｓ － Ｏ － Ｈ － Ｏ，
ＳＯＨＯ． Ｂｕｔ 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ｉｔ ｍｅａｎｓ． Ｃ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ｉｔ ｔｏ ｍｅ？

Ｗ：Ｗｅｌｌ，ＳＯＨＯ ｍｅａｎｓ “ｓｍａｌ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ｏｒｋ 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ｍｅｓ．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ｎｔ ｇｏ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Ｍ：Ａｒ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ｕｓｅｆｕｌ？
Ｗ：Ｙｅｓ，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 ｗｏｒｋ ｆ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ｍａｋｅ ａ ｌｏ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ｏ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ｊｏｂｓ．

Ｍ：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ｔ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ｍｏｒｅ ｓｏ ａｓ ｎｏｔ ｔｏ ｆａｌｌ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ｅｘｔ ７
Ｗ：Ｉ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ｙｏｕｒ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Ｙｅｓ． Ｉｖｅ ｇｏｔ ａｎ ｏｆｆｅｒ ｉｎ ｕｐｓｔａｔ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Ｏｈ，ｔｈａｔｓ ｇｒｅａｔ！Ｂｕｔ Ｉｍ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ｍｉｓｓ ｙｏｕ．
Ｍ：Ｍｅ，ｔｏｏ． Ｌｅｔｓ ｋｅｅｐ ｉｎ ｔｏｕｃｈ．
Ｗ：Ｙｅａｈ． Ｄｏｎｔ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ｏ ｄｒｏｐ ｍｅ ａ ｌｉｎｅ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ｓｅｔｔｌｅ ｄｏｗｎ．
Ｍ：Ｔｒｕｓｔ ｍｅ，Ｉ ｗｏｎｔ． Ｉｌｌ ｋｅｅｐ ｙｏｕ ｐｏｓｔｅｄ．
Ｗ：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ｍ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Ｍ：Ｗｅｌｌ，Ｉ ｈａｖｅ ｙｏｕｒ ｅｍａｉ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Ｗ：ＯＫ！Ｉ ｌｏｏｋ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ｙｏｕ． Ｇｏｏｄ ｌｕｃｋ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ｔｒｉｐ！
Ｔｅｘｔ ８
Ｗ：Ｊｉｍ，ｈｏｗ ｄｉｄ ｙｏｕ ｅｎｊｏｙ ｙｏｕｒ ｔｒｉｐ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Ｍ：Ｉｔ ｗａｓ ｆｕｎ．
Ｗ：Ｗｉｌｌ ｙｏｕ ｔｅｌｌ ｍｅ ｍｏｒｅ？
Ｍ：Ｗｅｌｌ，ｗｅ ｄｒｏ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ａ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ｓｉｇｈｔ！
Ｗ：Ｓｏ ｙｏｕ ｓｔａｙ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Ｍ：Ｙｅｓ．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 ｗｅｒｅ ｓｏ ｋ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ｇａｖｅ ｕｓ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ｆｏｏｄ． Ｔｈｅｙ ｓａ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ｃｅｄ ｔｏ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ｕｓ．

Ｗ：Ｇｏｏｄ．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ｔｈｅｎ？
Ｍ：Ｗｅ ｈａｄ ｌｕｎ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ｂｅ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ｓ ｓｏ ｃｌｅａｒ．

Ｗ：Ｄｉｄ ｙｏｕ ｇｏ ｆｏｒ ａ ｓｗｉｍ ｔｈｅｒｅ？
Ｍ：Ｓｕｒｅ． Ｗ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ｈａｄ ａ ｇｏｏｄ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Ｉ ｈｏｐｅ Ｉ ｗｉｌｌ ｇｏ ｔｈｅｒｅ ｎｅｘ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Ｔｅｘｔ ９
Ｍ：Ｄｏ ｙｏｕ ｍｅａｎ ｔｏ ｔｅｌｌ ｍｅ ｎｏｔ ｔｏ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ｒｔ？Ｎｏｔ ａｎｙ ｏｆ ｉｔ？
Ｗ：Ｔｈａｔｓ ｒｉｇｈｔ． Ｉ ｄｏ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ｔ ａｎｄ Ｉ ｄｏｎｔ ｌｉｋｅ ｉｔ．
Ｍ：Ｔｈａｔｓ ａ ｖｅｒｙ ｎａｒｒｏｗｍｉｎｄｅｄ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Ｉｆ 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ｔ，ｈｏｗ ｃａｎ
ｙｏｕ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ｌｉｋｅ ｉｔ？

Ｗ：Ｐｅｒｈａｐｓ Ｉ ａｍ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Ｉ ｒｅａｌｌｙ ｃａｎｔ ｋｅｅｐ 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ｏ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 Ｓｏ，Ｉ ｊｕｓｔ ｃａｎｔ ｉｍａｇｉｎ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ｒｔｉｓｔ ｉ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Ｍ：Ｉ ｗｏｎｔ ａｒ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ｂｕｔ Ｉ ｔｈｉｎｋ ｙｏｕ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ｕｎｆａｉ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ｒｔｉｓ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ｓｔ ｉｎ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ｒｅ ｙｏｕ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ｌｌ ｍｅ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ｍｅａｎ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Ａ ｃｈｉｌｄ
ｃｏｕｌｄ ｐａｉｎｔ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Ｍ：Ｉ ｇｕ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ｓ ｎｏ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ｙｏｕ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 ｈａｖｅ ｍｉｎｅ．

Ｗ：Ｉ ａｇｒｅ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ｔｏ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Ｉ ｓｅｅ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Ｍ：Ｗｅｌｌ，Ｉｍ 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ｒｔｉｓｔ ｉｓ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ｇｅ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ｈｉ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ｈｉｍ．

Ｗ：Ｔｈｅｎ 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ｋｅｅｐ ｈｉ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ｔｏ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ｅｘｔ １０

Ｉｎ ｍｙ ｓｐｏｋ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ｌａｓｓ，Ｉ ａｓｋ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ｆｅ． Ｔｏ ｍｙ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ｍ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ｖｅｓ，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ｈｅｎ Ｉ ａｓｋｅｄ ｔｈｅｍ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ｖｅｓ，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ｍ ｔｏｌｄ ｍｅ ｔｈｅｙ ｇｏｔ ｕｐ ａｔ ｓｉｘ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ｕｎｔｉｌ ｔｅｎ ａｔ ｎｉｇｈｔ．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ｓｐｅｎｔ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ｄｏｉｎｇ ｐｉｌｅ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ｓ． Ｏ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 ｍ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ｏｔｅ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ｈｏｕｒ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ｍ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ｃｌｕｂｓ． 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ｐｅｎｄ ｓｏｍｅ ｔｉｍｅ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Ｖ ａｎｄ ｃｈａｔ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ｏｍｍａｔ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ｎ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Ｂｕｔ ｗｈａｔ ｓｔｒｕｃｋ ｍｅ ｍｏｓｔ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ｍ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ｅｅｍ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ｈａｐｐ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ｗ ｆｏｕ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ｓ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ｓｏ ｍａｎｙ
ｃｈｏｉｃｅｓ，ｔｈｅｙ ｆｅｌｔ ｔｈａｔ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ｄｏｉｎｇ，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ｏｉｎｇ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ｅｌｓｅ． Ｔｈａｔｓ ｗｈｙ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ｈａｐｐｙ．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ｙ ａｄｖｉｃｅ
ｗａｓ，ｇｅｔｔｉｎｇ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ｋ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专题一　 动词的时态和语态（一）
一、语法填空
１．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考查动词时态。根据此句标志词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ｓ可知
应使用现在完成时态。

２．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根据“Ｈｕｒｒｙ ｕｐ！”可知，Ｍａｒｋ和Ｃａｒｏｌ
正在等我们。

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ａｋ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根据句中标志词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可知要用完成时态。

４． ｂｏｔｈｅｒｓ。考查动词时态。句中标志词是ｅｖｅｒｙ ｎｉｇｈｔ，且句中ｗｉｌｌ表示一
种习惯性动作，故使用一般现在时态。

５． ｉｓ ｄｏｎｅ。考查时态和语态。首先ｎｏｔｈｉｎｇ与ｄｏ之间为被动关系，根据主
句的一般将来时态可知，ｉｆ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使用一般现在时态。

６． ｈａｓ ｂｅｅｎ。考查动词时态。根据句中标志词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ａｙｓ可知应
用现在完成时态。

７． ｗａｓ ｄｏ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根据语境，对话中的第二个人昨天下午没
去听讲座，而是在做作业，故使用过去进行时态，表示过去一段时间
内在持续发生的动作。

８． ｉｓ。考查主谓一致和动词时态。主语为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故谓语为单数；根
据语境及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可知，描述的为一般情况，故使用一般现在时态。

９． ｗｉｌｌ ｂ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此处考查将来进行时态，表示将来的某
一时间段正在发生的动作。句意为： “明天早上我可以用下你的车
吗？”“当然。我那时将会在家写报告。”。

１０． ｈａｄ。考查动词时态。根据句意，我们昨天的自驾旅行是一次颠簸的
旅行。故用过去时态。

１１． ｈａｄ ｈａｄ。考查动词时态。本题基础时态为一般过去时，他拥有这把
吉他很长时间，这发生在他卖（ｓｏｌｄ）之前，故用过去完成时态。

１２． ｗａｓ。考查动词时态。根据题干部分ｄｉｄｎｔ可知基础时态为一般过去时
态；再根据句意：我认为我不会喜欢这部电影，而实际上这是部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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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电影。故使用一般过去时态陈述过去的事实。
１３． ｈａｓ ｌｅｆｔ。考查动词时态。根据语境“我们太晚了”及后句“没关系，
我们可以赶下一趟火车去伦敦。”可知火车已经离开，对现在造成影
响，故使用现在完成时态。

１４． ｔａｋｅｓ。考查动词时态。根据标志词ｏｎ Ｍｏｎ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ｕｓｕａｌｌｙ可以
判断应用一般现在时态。

１５． ｗａｓ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此处固定句型：ｗａｓ ／ ｗｅｒｅ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
ｗｈｅｎ爥意为：正在做某事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某事。

１６． ｉｓ ｗａｉｔ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通过题干“Ｈｕｒｒｙ ｕｐ，ｋｉｄｓ！”不难判断，
“校车正在等我们”，故使用现在进行时态。

１７． ａｒｅ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句意：暂时断水了，因为工人在修一个
主管道。根据句意，用现在进行时态。

１８． ｄｏｎｔ ａｃｔ。考查时态。主句用一般将来时态，ｉｆ从句应使用一般现在
时态，且有ｎｏｗ作为现在时态的标志词。

１９．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考查动词时态。根据时态标志词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可知使用现在完成时态。

２０． ｗｅｎｔ。考查动词时态。根据题干并列连词ａｎｄ之前时态的提示，可知
ａｎｄ之后的并列句应使用一般过去时态。

２１． ｏｐｅｎｓ。考查动词时态与语态。翻译：《仲夏夜之梦》于６月１９日在
皇家剧院首映，然后在苏格兰各地巡回演出。对照并列连词ａｎｄ之后
的谓语动词ｔｏｕｒｓ可知，应用一般现在时的主动语态。

２２．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ｄ。考查时态。句中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ａｙ为标志词，应用一般过去时。
２３． ｈａｓ ｃｌｅａｎｅｄ　 考查时态。句意为：“看，有人已经打扫了沙发。”“哦，
不是我，我没有做。”过去发生的动作对现在造成的影响用现在完成
时。

２４． ｈａｖｅｎｔ ｐｌａｙｅｄ。本题考查动词的时态。根据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ｃａｎ可知语境
为现在，根据ｆｏｒ ｙｅａｒｓ得出时间是从过去到现在，所以用现在完成时
态。

２５． ｉｓ ｃｏｍｉｎｇ。本题考查时态。根据ｓｏｏｎ可知为将来的事情，且是直接引
语，应为现在，所以用现在进行时态表将来。

２６． ｗｉｌｌ ｓｅｅ。本题考查动词的时态。从前一分句为祈使句可知此语境为将
来的情况，而且这是一常见句型：“祈使句＋ ａｎｄ ＋表将来的句子”。

２７．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ｐａｉｄ。考查动词时态和语态。从ｄｏｎｔ可知语境为现在；而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ｌｉｆｅ可知为将来的动作，所以用将来时的被动态。

２８． ａｒ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ｏｕｔ。考查动词的时态。分析题干语境可知，食品供应即将
耗尽。ｒｕｎ ｏｕｔ为不及物动词短语，不能使用被动形式现在进行时态可
以表示将来，符合题意。

２９． ｇｅｔ ｐａｉｄ。考查动词时态和语态。在时间状语从句中用一般现在时表
将来，且Ｉ与ｐａｙ之间是动宾关系，所以用ｇｅｔ表被动。

３０． ｄｉｄ ／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考查动词的时态。在句型“Ｉｔｓ ｈｉｇｈ ／ 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爥”中，
从句中的谓语动词用ｄｉｄ或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

３１．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ｌｙｉｎｇ。考查动词的时态。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ｍｏｒｎｉｎｇ作时间状
语，所以用将来进行时。

３２． ｗａｓ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本题考查动词时态。句意为： “你听懂我所说的了
吗？”“对不起。我刚刚在回短信。”根据句意及时间状语ｊｕｓｔ ｎｏｗ可
知，回短信的动作正好是发生在问话人说话的那一时间点，即表示过
去某一时间点正在发生的动作，故用过去进行时态。

３３．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ｂｕｉｌｔ。本题考查动词的时态和语态。句意为：他们现在暂时
和父母一起居住，因为他们自己的房子正在重建。根据句意可知，应
使用现在进行时，且ｈｏｕｓｅ与动词ｒｅｂｕｉｌｄ之间为被动关系，故使用现
在进行时态的被动语态。

３４．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ｌｙ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根据问句中的ｔｗｏ ｏｃｌｏｃｋ ｔｈｉｓ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和应答句中的ｂｙ ｔｈｅｎ可知所填词表示的动作在将来某个时间正在进
行，用将来进行时。

３５． ｗａｓ ｈｕｒｔ。考查被动语态。表示发生在过去的被动动作。
３６．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ｅｌｌ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过去某一动
作从过去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刚刚结束或还在进行。句意：经
理从早上９点开始就一直在不停地告诉工人们如何改进这个项目。

３７．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ｄ
３８． ｓｈｏｗｓ。考查动词时态。此处是奶奶过去常常说的一句话，这里是直

接引语，句子的内容是生活哲理，所以用一般现在时。奶奶过去常常
说：“生活就像在雪中行走，因为每一步都看得见。”

３９． ｗｅｒｅ ｌｅａｖ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此处用过去进行时表示过去将来时。这
里ｗｅｒｅ ｌｅａｖｉｎｇ表示：过去将要离开。句意：听到自己信任的两个职
员要离去，经理很关注。

４０． ｓｔａｒｔｅｄ。考查动词时态。根据前面的句子用了过去完成时，可知后面
的句子用一般过去时，这样才能符合“过去的过去”这一条件。句
意：Ｊａｃｋ发了几封电子邮件之后，他才开始研究他的项目。

４１． ｗａｓ ｓｏｒｔｉｎｇ。本题考查时态的用法。首先根据时间状语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知
道是发生过的事情，所以不用现在时，然后过去完成时的使用前提是
有动作的先后顺序，然而答句“今天早晨我正把从网上下载的阅读材
料分类时电脑坏了。”指的是过去正在进行的动作用过去进行时。

４２． ｓｔａｒｔｅｄ。考查动词时态。句意为：这位总统希望人民在他离任时比他
刚上任时更富有。根据句意，总统开始上任是过去发生的动作，所以
用一般过去时。

４３． ｗ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ｄ。考查动词时态和语态。ｉｔ指代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ｒｏｏｍ，
所以只能用被动，根据语境可知，表示“（过去）正在装修”。

４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ｏ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后面的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ｉｖｅ ｈｏｕｒｓ意味着
用现在完成进行时。

二、阅读理解
Ａ

　 　 当今社会，就业问题受到每个人的关注，而关于“平等就业”又该
如何处理？
１． Ｂ　 主旨大意题。文章论述了该如何实现人人具有平等就业机会的事。
２． Ａ　 词义猜测题。去消除这个就业“障碍”，ｔｈｅｍ指代上文的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３． Ｃ　 推理判断题。政府工作人员应采取一种实际、灵活的方法以应对

出现的就业不平等问题。
４． Ｄ　 词义猜测题。在此应表示“处理，解决”这个问题。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处

理，解决；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提出；ｒｕｎ ｉｎｔｏ偶遇；ｆｉｎｄ ｏｕｔ查明。
Ｂ

　 　 文章讲述了一次“美丽的失误”。祖父因为不小心把眼镜掉进了运
送募捐物品的箱子中，然而这副眼镜却给了受捐赠者极大的帮助。
５． Ｃ　 细节理解题。Ａ选项根据第一段可以判断，Ｂ选项根据“ｇｒａｎｄｐａ

ｈａｄ ｓｉｘ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可以判断，Ｄ选项根据“Ｉｖｅ ｂｅｅｎ ｖｅｒｙ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ｉｎ
ｇｉｖｉｎｇ ｏｆ ｍｙ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ｔｏ ｙｏｕｒ ｗｏｒｋ”可以判断。文章第二段只
是表明祖父是个木匠，那天只是在教堂帮忙，并没有说他在那里
工作。

６． Ｂ　 推理判断题。根据文章可以知道祖父信仰上帝，而上帝的工作就
是福泽人们，所以他会去帮助别人。Ａ在文章中没有提及，Ｃ、Ｄ
两项不是祖父的目的。

７． Ｄ　 推理判断题。根据“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ｇｌａｓ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ｓ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ｓｅｎ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可以判断。

８． Ｃ　 标题概括题。根据文章的描述，祖父不小心把眼镜掉进了运送募
捐物品的箱子中，然而这副眼镜却给了受捐赠者极大的帮助，所以
这是一次“美丽的失误”。

动词的时态和语态（二）
一、语法填空
１．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ｌｙｉｎｇ。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为“当Ａｌｉｃｅ苏醒过来时，她不
知道她在那儿躺了多久了”。过去完成进行时主要表示持续到过去某时
之前的动作。ｃａｍｅ ｔｏ苏醒过来，是过去时，苏醒前的情况是过去的过
去，强调过去的过去发生的事，所以用过去完成进行时。

２．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考查动词时态和语态。句意为“就在二战爆发前，
美国和欧洲都进行过这种实验”。首先考虑语态，主语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与
ｃｏｎｄｕｃｔ构成动宾关系，谓语使用被动形式。题干中出现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是过去的时间，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是过去的过去，
因此使用过去完成时。

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Ｔｏｍ
每天晚上都在图书馆里学习”。题干中出现的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ｎｔｈｓ，
提示用现在完成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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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ｔｏｏｋ。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那一定是长途旅行。”“是的，我们花
了整整一周时间才赶到那儿。”题干中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是对过去的肯定
推测，提示时间在过去，描述过去的情况，所以不用现在时态。

５．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和语态。句意为“在过去的几年
时间里，全世界制作了成千上万部电影”。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ｆｅｗ ｙｅａｒｓ在过去的
几年时间里，其实是从过去算到现在，是现在完成时的标志。且ｆｉｌｍｓ
与ｐｒｏｄｕｃｅ是动宾关系，所以用被动态。

６．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为“等到她下次生日的时候，
Ａｎｎ结婚就二十年了”。ｈｅｒ ｎｅｘｔ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是将来的时间，ｆｏｒ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是个时间段。将来完成时表示持续到将来某时的动作或状态所以用将
来完成时。

７．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为“我确信你将在这次考试
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因为这一年里你一直用功学习”。前半句Ｉｍ ｓｕｒｅ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ｄｏ ｂｅｔｔｅｒ交代了时间起点是现在。ｂｅｃａｕｓｅ引起的状语从句不能
用将来时，只能用现在时。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今年，是个时间段。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表示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动作，故用现在完成进行时。

８．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为“当我上了公交车后，我才意识到
我把钱包落在家里了”。Ｉ ｈａｄ ｌｅｆｔ ｍｙ ｗａｌｌｅｔ ａｔ ｈｏｍｅ发生在“意识到”
之前，ｗｈｅｎ Ｉ ｇ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ｕｓ给出的时间起点是过去时所以用过去时。

９． ｈａｄ ｅａｔｅｎ。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她惊讶地发现冰箱里空空如也；
孩子们把里面的东西全吃光了！“吃光”这个动作发生在“发现”之
前，前一句交代了过去时间，因此用过去的过去。

１０．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ｓａｖ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Ｔｏｍｍｙ将计划买车。”“我
知道，到下个月为止，他积攒的钱足够买一辆旧车了。”ｂｙ ｎｅｘｔ ｍｏｎｔｈ
是将来完成时的标志，全句表示在将来ｎｅｘｔ ｍｏｎｔｈ之前完成“积攒足
够钱”的动作，对将来的时间ｎｅｘｔ ｍｏｎｔｈ产生影响，能买一辆旧车。

１１． ｈａ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为“上个月，日本政府对来自于
中国的援助表示了感谢”。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是过去时，接受中国的援助发生
在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之前，是过去的过去，故用过去完成时。

１２． ｗａｓ ｇｉｖｉｎｇ。考查动词的时态。从语意“经理很担心助手正在代他参
加的新闻发布会……”可知，ｇｉｖｅ的动作和ｗａｓ ｗｏｒｒｉｅｄ这一动作同时
发生，根据语意可知用过去进行时。

１３． ａ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和语态。句意为“所有到这个村子的来
访者都会受到善意的接待”。表示经常性或习惯性的动作，用一般现
在时。来访者与招待存在着被动关系。由于没有交代过去时间，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 （过去的过去）不能用。

１４． ｉ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那首乐曲听起来相当熟悉。是谁
在楼上弹钢琴？在听的过程中才发出谁在弹钢琴的疑问，ｓｏｕｎｄ用的
是现在时，交代的时间是现在，又是正在进行中，所以用现在进行
时。

１５． ｓｅｅｍｓ。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为“看Ｔｏｍ脸上骄傲的表情，他似乎
刚才受到了经理的表扬”。ｌｏｏｋ ａｔ祈使句交代了时间是现在，ｓｅｅｍ表
心理判断，没有进行时态，所以用一般现在时主动态。

１６．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为“他的第一本小说自上个月出
版以来受到了好评”。ｓｉｎｃｅ自从……以来，引导含有过去时的从句
时，主句用现在完成时。

１７． ｌａｎｄ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根据前面的时间状语ｉｎ １４９２可知，此处应
用一般过去时。

１８． ｈａｖｅ ａｔｔｅｎｄ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为“自从我到这个学校以来，
这是我所参加的最有教育意义的演讲”。ｓｉｎｃｅ自从……以来，引导含
过去时的从句时，主句用现在完成时。

１９．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ａｄｅ。考查动词的时态和语态。句意为“在不久的将来，科学
家将会在机器人技术上取得更大的进展”。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ｆｕｔｕｒｅ表明了将
来的时间，ｍｏｒ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与ｍａｋｅ存在着被动关系，所以用将来时的
被动态。

２０． ａｍ ｄｏｉｎｇ。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为“我一完成眼下正在做的事情就
去图书馆”。主句是将来时，时间状语从句用现在时。

２１． ｈａｄ ｇｒａｄｕｔ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为“当杰克从英国返回家时，
他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ｂｙ ｔｈｅ ｔｉｍｅ到……时候为止，一般与完
成时连用。再根据语境可知要用过去时，所以时态为过去完成时。

２２． ｈａｄ ｂｒｏｋｅｎ。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为“我们在早晨到达工作地点时，
发现有人在前一天晚上闯进了我们的办公室”。“有人闯进了办公室”
发生在“我们到达”之前，是过去的过去，用过去完成时。

２３． ｗａｓ ｔｏ ｂｅ ｍａｄｅ ／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此题考查时态和语态。句意：在澳大
利亚金子的发现使成千上万人相信他们将会发财。ｍａｋｅ 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意为
“发财”，ｍａｋｅ在句中需要使用被动形式。题干中ｌｅｄ提示时间为过
去。

２４． ａｒｅ ｓｅｔ。考查动词ｓｅｔ的用法和被动语态。ｓｅｔ ａ ｔａｂｌｅ摆放桌子，ｔａｂｌｅｓ
为主语，故用被动结构。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后一般接宾语从句。

２５． ｄｉｄｎｔ ｒｅａｌｉｚｅ。考查时态。结合语境，后文暗示用过去时。
２６．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本题考查被动语态。ｒｅｓｔｏｒｅ意思为“修复”，而最后
一句表明工程还未完成，因此指正在修复中。

２７．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考查将来进行时。句意：“猜猜看，我们已经得
到了今年夏天去英国的短期签证。” “太棒了，你们到时候将会感受
到不同的文化。”

２８． ｈａｄ ｒｅａｄ。本题考查时态用法。答句句意为“不，我已看过书了，已
知道这个故事”。表示过去的过去，故用过去完成时。

２９． ｗａｓ ｎａｍｅｄ。考查动词时态和语态。根据主语“Ｔｈｉ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与
ｎａｍｅ之间的被动关系，根据句中的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判断用一般过去时，所以
时态选择现在完成时被动态。

３０． ｈａｄ ｄｏｎｅ。考查动词时态。该空动作发生在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ｃｕｔ之前，
即表示过去的过去，故用过去完成时态。句意为：“我正要修剪我的
玫瑰花丛但（发现）有人已经将它修剪了。是你干的吗？”

３１．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句意为：我现在很累。我整个下
午一直在购物，好像什么事都没做成似的。所以用现在完成进行时。

３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ｉｎｇ。考查时态。句中ｓｉｎｃｅ表示自从过去到现在，再
结合语境，故用现在完成进行时。

３３． ｈａｓ ｓａｖｅｄ。本题考查动词时态的用法。句意应为“截止到现在，这个
项目已经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本来会死去的孩子的生命”。ｕｐ ｔｏ ｎｏｗ是
现在完成时态的标志。

二、阅读理解
Ａ

　 　 你见过长得像南瓜的胡椒吗？本文就介绍了这种新植物———橘黄色、
样子像南瓜的胡椒。
１． Ｃ　 主旨大意题。根据文章第一段可知，本文主要介绍了一种橘黄色

的、看起来像南瓜的胡椒，或许在万圣节出现在花园里。
２．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一段“爥ｔｈａｔ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ａ ｐｕｍｐｋｉｎ ｍａ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ａ ｇａｒｄｅｎ ｎｅａｒ ｙｏｕ．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ｉｓ ａ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ｅｐｐｅｒ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Ｌｉｌ Ｐｕｍｐｋｉｎ．”及第三段“爥ｈａｓ ｏ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ｃｏｎｅ
ｓｈａｐｅｄ ｆｒｕｉｔ爥”可知选Ｃ。

３． Ａ　 词义猜测题。文章第二段提到了ｓｏｍ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可知此处ｔｈｅｙ指
代的是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４． Ｄ　 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五段“Ｂａｃｋ ｔｈｅｎ，ｗｈｅｎ ａ ｇａｒｄｅｎｅｒ ｇｒｅｗ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ｗａ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ａ
‘ｐｏｔａｇｅｒ’．”可知Ｄ为正确选项。

Ｂ
　 　 本文是一篇人物类短文，介绍了登山之王Ｖｉｅｓｔｕｒｓ的登山成就。他
是唯一一位已经成功地征服了１４座世界最高峰的美国人。
５． Ｂ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一段的第二句话“Ｂｕｔ ｏｎ Ｔｈｕｒｓｄａｙ，Ｖｉｅｓｔｕｒ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ｏ ｃｌｉｍｂ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１４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可知，Ｖｉｅｓｔｕｒｓ是唯一一位已经成功地征服了１４座世
界最高峰的美国人。

６． Ｃ　 词义猜测题。根据上文介绍的Ｖｉｅｓｔｕｒｓ的登山成就推测，ｈｏｏｋｅｄ意
为“感兴趣的”。如果是“受惊的、泄气的或不安的”，他就不可
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显然，这几项不符合文意。

７． Ｂ　 段落大意题。此段首句“Ｔｈｅ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ｌｉｍｂｅｒ ｔａｌｋｓ ａｂｏｕ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ｓ ｉｆ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就
是本段的主题，下文Ｖｉｅｓｔｕｒｓ所说的话是用来说明这一主题的。

８．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最后一段最后一句“Ｂｕｔ ｆｏｒ ａ ｍａｎ ｗｈｏｓ
ｃｌｉｍｂ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１４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ｈ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ｓｏｏｎ ｓｅｔ ｏ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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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ｙｅ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可得知答案。
动词的时态和语态（三）

一、语法填空
１．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句意：“你好，Ｊａｃｋ！你什么时
候到的柏林？”“上个周末。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体验不同的文化。”
根据语境知用现在完成进行时。

２．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考查动词时态。句意：５或１０年后这种新药才能在人类身上
试验。根据语境知用一般将来时。

３． 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ａｖ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此处考查的是将来进行时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ａｖｉｎｇ。句意：“你最好不要在９点和１０点之间给我打电话，那时我将
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４． ｈａｄ。考查动词时态。句意：要是我能帮助你该多好啊！可是我真的不
知道怎样帮助你。第一句为虚拟句，第二句为真实句，再结合语境用
一般过去时。

５． ｗａｓ ｒｕｎｎｉｎｇ。考查动词的时态。后面的ｓｕｄｄｅｎｌｙ提示一瞬间的突发性动
作，所以前后应该是过程＋突发瞬间的逻辑关系，描述过程使用过去
进行时。

６．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考查动词的时态。根据ｔｏｍｏｒｒｏｗ和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明显可以了解动作发生在将来。

７． ｗａ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和语态。ｄｅｓｉｇｎ的动作应该是被动，
ｄｅｓｉｇｎ的动作发生在过去，用过去时的被动态。切记，选项中出现主
被动区别，首先应甄别主被动。

８． ｈａｓ ｓｌｉｐｐｅｄ。考查动词时态。句意：“你猜我是谁？”“对不起，我忘了
你的名字。”此处表示已经想不起来了，强调对现在的影响，所以用现
在完成时。

９． ｈａｓ ｉｔ ｂｅｅｎ ｒａｉｎｇ；ｐｏｕｒｓ。考查动词时态。第一空根据答语像这样已经下
了三周了，所以用现在完成进行时；第二空每年的这些日子都不停地
下雨，用一般现在时。

１０． ｗａ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句意： “你知道凯特现在正在做什么
吗？”“刚才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读书。”根据语境知用过去进行
时。

１１． ａｒｅ ｐｅｒｓｕａｄ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和语态。此处指被说服，在条件状语
从句中用一般现在时代替一般将来时。

１２．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ｅｃｔ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句意：我想知道Ｓａｌｌｙ是否丢了
我的电话号码。我这两个小时一直在等她的电话。

１３． ｉｓ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ｏｕｔ；ｎｏｎｅ。考查动词的时态。表示快用完不是已用完；后面
有特定范围指食物。

１４．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ｐａｉｒｅｄ。考查动词时态和语态。句意：“对不起，先生，你
的车还没修好。它正在被工人们修。” “啊，我的天啊，我什么时候
来取呀？”

１５．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考查时态。近十年来，他一直在挖掘自己最大的
潜能，所以又获奖了。由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及语境可知应用现在完成
进行时。

１６． ｈａｓｎｔ ｂｅｅｎ ｄｅｃｉｄｅｄ。考查时态、语态及主谓一致。现在完成时表示已
经完成的动作或从过去某个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动作。根据时
间状语ｙｅｔ可判断出要用现在完成时。因为主语与ｄｅｃｉｄｅ之间存在被
动关系，所以要用现在完成时的被动语态，表示“还没有被确定下
来”。ｗｈｅｎ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作主语，看作一个整体，谓语用单数。

１７．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ｌｏｏｋ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句意：你看见我的狗了吗？我一直
在找它但还没有找到。

１８．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考查时态辨析。句意为：美军在下个月末将会已
经撤离伊拉克，从开始驻军到撤离有９年了。根据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ｎｅｘｔ
ｍｏｎｔｈ可知要用将来完成时。

１９． ｆｏｒｇｏｔ。考查动词时态。句意： “那是什么声音？水一直在流着？”
“啊，天哪！（刚才）我刷牙后忘记关水管了。”

２０．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根据句末的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可
知，该题要用现在完成时。

２１．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考查动词的时态。根据时间状语ａｌｌ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知：
我整个早上一直在写我的实验报告。应用现在完成进行时态。

２２． ｈａｄ ｄｏｎｅ。考查动词时态。根据语境可知句子译文如下：我正打算挪
走那个重箱子，但是有人已经挪走了（ｈａｄ ｄｏｎｅ）。是你吗？由句子
中的时态ｗａｓ可知：有人挪走箱子（ｈａｄ ｄｏｎｅ）发生在我计划挪
（ｗａｓ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ｍｏｖｅ ａｗａｙ ）箱子之前，故使用过去完成时。

２３． ｈａｄ ｇａｉｎｅｄ。考查动词的时态。根据语境译文如下：这个年轻人为了
交学费决定做兼职，而那时他已经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收到通
知（ｈａｄ ｇａｉｎｅｄ）”发生在“决定（ｄｅｃｉｄｅｄ）”之前，所以用过去完成
时态。

２４． ｗｉｌｌ ｂｅ ｗｅａｒｉｎｇ。考查动词的时态。根据题中ｗｏｎｔ推知是将来时，由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在那时”可知用进行时态，综合起来应该用：将来进行
时态。

２５．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ｒｙｉｎｇ。考查时态。根据答语中的时间状语可知自从那对夫
妇在山中失踪以后，人们一直在尽力和他们取得联系，所以用现在完
成进行时，表示这个动作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还有可能继续进行下
去。

２６．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ａｌｋｉｎｇ。考查动词的时态。根据句中的ｍｙ ｌｅｇｓ ａｒｅ ｎｅａｒｌｙ ｔｏ
ｇｉｖｅ ｏｕｔ可知本题应该使用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答话人一直走了几
个小时的路，因此腿上没有一点儿力气了。

２７． ｈａｓ ｇｏｎｅ。考查时态和主谓一致。语意表示既是作家又是教师的史密
斯自从搬到悉尼经历了无数的成败，由句中ｓｉｎｃｅ可知主句要用现在
完成时，且主语表示史密斯身兼两职，为单数。

２８． ｗａｓ。考查学生对题干的理解和对动词时态的掌握情况。语意表示午
饭盒在老地方，用一般过去时。答语是一个省略句，补充完整后为
“Ｉｔ ｉｓ ｊｕｓｔ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ｗａｓ．”

２９． ｈａｄ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考查动词时态。句意：我上周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在
这之前）我为之准备了将近３个月。故为“过去的过去”，用过去完
成时。

３０． ｄｉｄ ｓａｙ ／ ｓａｉｄ。考查动词时态。句意： “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太粗
鲁。”“你的确说了对我不好的话，但是没关系。”根据句意，用过去
时。ｄｉｄ用在谓语动词前，强调谓语。

３１． ｗａｓ ｔａｌｋｉｎｇ。考查动词时态。句意：昨晚我给Ｈａｎｎａｈ打了多次电话，
但都没有接通。她的弟弟一直都在占线。

３２． ｉｓ ｄｏｎｅ。考查被动语态。此处ｈａｒｍ是不可数名词，谓语用单数。句
意：一旦对环境造成伤害，它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恢复生态系统。

３３． ｈａｄ ｓｅｅｎ。考查动词时态。句意：我盯着新来的那个人，想以前我在
什么地方见过他。“盯着”这一动作发生在过去；“看见过”就应是
“过去的过去”，用过去完成时。

３４． ｔｈｏｕｇｈｔ。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我的牙疼得厉害。我原以为它会消
失的。可现在它变得越来越严重。

３５． ｐｌａｙｓ。考查动词时态。根据句意可知，足球踢得好是一种技能，不会
因为一时不练而失去，故用一般现在时。

３６． ｈａｄ ｓｔｕｄｉｅｄ。考查动词时态。此处ｂｅｆｏｒｅ Ｉ ｃａｍ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表明ｓｔｕｄｙ发
生在过去的过去，故用过去完成时。

二、完形填空
１－５ ＡＣＤＢＡ　 ６－１０ ＣＤＣＢＡ　 １１－１５ ＤＢＡＢＣ　 １６－２０ ＤＣＡＤＢ

专题二　 情态动词和虚拟语气（一）
一、单项填空
１．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ｄｒｕｎｋ。此处考查情态动词对过去发生事情的推测。句意：
Ｈａｒｒｙ感觉不舒服。昨晚的聚会上他肯定喝得不少。对过去发生事情的
肯定推测，表示过去不应该做但是做了。用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２．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ｇｏｔ。考查情态动词。副词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之前的句子表示推测，之
后的句子表示虚拟。句意：孩子们肯定在树林里迷路了；否则的话，
他们就该按计划在湖边的宿营地了，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表示对过去发生事
情的肯定推测，意为：过去肯定已经。

３． ｃａｎｔ ／ ｃｏｕｌｄｎｔ。考查情态动词。根据语境“眼睛那么红，昨晚不可能睡
得很好”可知，此处考查情态动词ｃａｎ的否定式ｃａｎｔ表推测，意为
“不可能”。ｃａｎｔ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表示对过去的推测，意为“过去不可能”。

４． ｃａｎ ／ ｃｏｕｌｄ。考查情态动词。句意为：不可能有人比他更慷慨，他有一
颗金子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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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ｃａｎｔ ／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ｅｎｊｏｙｅｄ。考查情态动词。此处情态动词否定式
ｃｏｕｌｄｎｔ与比较级ｍｏｒｅ搭配表达最高级的意义。ｃｏｕｌｄｎｔ此处表推测
“不可能”。

６． ｍｉｇｈｔ。考查情态动词。根据“Ｉｍ ｎｏｔ ｓｕｒｅ”可知说话者不能确定，因
此使用ｍｉｇｈｔ表示推测，表示“有可能”。

７． ｃａｎｔ ／ ｃｏｕｌｄｎｔ。考查情态动词。根据原因状语从句“因为你认识很多单
词”可知“在练习中不可能是词汇给你造成了这个问题”，表推测
“不可能”。

８． ｈａｄ ｂｏｏｋｅｄ。考查虚拟语气。根据句意“如果我们早点订桌的话，我们
就不可能在这里站着排队了”可知ｉｆ从句是对过去的虚拟，用过去完
成时态。

９． ｈａ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考查虚拟语气。此处为ｉｆ虚拟条件句，其主句使用的是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可知是对过去的虚拟，故从句用过去完成时态表示
对过去的虚拟。

１０． ｗｏｕｌｄ ｂｅ。考查虚拟语气。此题为ｉｆ虚拟条件句，从句时间为ｂｅｆｏｒｅ，
故是对过去的虚拟，用过去完成时态，主句时间为ｎｏｗ，故是对现在
的虚拟，因此用情态动词过去式后接动词原形。

１１． ｈａｄｎｔ。考查虚拟语气。虚拟条件句主句从句均为对过去的虚拟，ｉｆ
从句使用过去完成时态。

１２． ｎｅｅｄｎｔ ／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ｔｏ。考查情态动词。根据下文“ａｔ ｓｉｘ ｏｃｌｏｃｋ ｅａｃｈ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ｃｏｍｅｓ ｂｙ ｍｙ ｈｏｕｓｅ （每天早上六点有火车从我家附近
驶过）”可知我没有必要用时钟叫醒我。

１３． ｗｅｒｅ。考查虚拟语气。对现在的虚拟用ｗｅｒｅ。ａｓ ｉｆ “仿佛，好像”。
其后面的内容若与事实不符则用虚拟语气，花瓶不是用钢做的，因此
所以用对现在的虚拟。句意：别把这花瓶当做钢做的似的去拿。

１４． ｎｅｅｄｎｔ ／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ｔｏ。考查情态动词。根据上文“这里相当暖和”可
以推知下文应该是：我们没必要开暖气。

１５． ｈａｄｎｔ ｏｆｆｅｒｅｄ。考查虚拟语气。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表明是对过去的虚拟，
所以条件句需要用ｈａｄ ｄｏｎｅ。句意：昨天如果哈罗德不主动开车送我
们回家的话，我们就要打的了。

１６． ｈａｄ。考查虚拟语气。根据上下文可知，这是对现在情况的虚拟，ｉｆ
从句用过去时，主句用“ｗｏｕｌｄ ＋动词原形”。句意：对不起，我现在
太忙了。要是有时间的话，我肯定会和你一起去郊游的。

１７． ｓｈａｌｌ。考查情态动词。ｓｈａｌｌ用于条约、规章、法令等文件中表示义务
或规定，意为“应该、必须”。句意：我们的一条规则是学生在校时
都必须要穿校服。

１８． ｄｉｄ ／ ｓｈｏｕｌｄ Ｉ ｄｏ。考查特殊句式中的虚拟语气。在“Ｉｔｓ ｈｉｇｈ ／ 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爥”句型中，从句中的谓语动词用ｄｉｄ或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句意：杰克
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该是他做点什么而不是仅仅说说而已的时候了。

１９． ｈａｄｎｔ ｍａｄｅ。考查虚拟语气。该句是含ｉｆ的虚拟条件句，根据主句中
的ｗ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可知与过去事实相反。ｉｆ引导的从句
中的谓语动词用ｈａｄ ｄｏｎｅ。句意：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会
议就不会如此成功。

２０． ｈａｄ ｂｅｅｎ。考查虚拟语气。根据主句的谓语动词可知题干是表示与过
去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从句谓语动词用ｈａｄ ｄｏｎｅ，

２１． ｃａｎｔ。考查情态动词。固定搭配ｃａｎｔ 爥ｔｏｏ ｍｕｃｈ意思为：再……也不
为过。句意：鉴于我们不在家期间你给我儿子的所有帮助，我再怎么
感谢你也不为过。

二、完形填空
１－５ ＡＢＣＤＡ　 ６－１０ ＡＤＣＢＢ　 １１－１５ ＣＢＣＡＤ　 １６－２０ ＡＤＢＣＤ

情态动词和虚拟语气（二）
一、语法填空
１． ｍｕｓｔ。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句意为“如果你非得要抽烟，请到外面
去抽”。ｍｕｓｔ （表示主张）一定要，坚持要。根据后一句ｐｌｅａｓｅ ｇｏ
ｏｕｔｓｉｄｅ的要求，可推测为表坚持、一定的意思。

２． ｍｉｇｈｔ ｎｏｔ ／ ｍａｙ ｎｏｔ。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句意：“我真不喜欢Ｊａｍｅｓ。
你为何请了他？” “别担心。他可能来不了。他说他的计划还没安排
好。”题干中的ｈｅ ｗａｓｎ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说明他可能不来，可能来，因此使用不
完全否定ｍｉｇｈｔ ｎｏｔ。

３． ｗｅｒｅｎｔ。考查虚拟语气的用法。句意：“孩子们哪儿去了？这顿饭快要
吃不起来了。”“我但愿他们不要老是迟到。”ｗｉｓｈ引出虚拟语气，题
干中出现ａｌｗａｙｓ，从句虚拟使用一般过去时。

４． ｈａｄ ｓｔｕｄｉｅｄ。考查虚拟语气的用法。句意为“或许当初我要是学了理
科而不是文科，现在就能给你更多的帮助”。ｔｈｅｎ表示过去的时间，ｉｆ
引导的从句是对过去的虚拟，因此使用过去完成时。

５． ｗｏｎｔ。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句意为“现在一些年轻人就是不愿意走
出家门接触真正的世界”。ｗｏｎｔ不愿意，就是不，偏不，具有主观性
根据句意填ｗｏｎｔ。

６． ｍａｙ ／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ｓｔｏｌｅｎ。考查虚拟语气的用法。句意：“我把我的手提包
落在火车上了。但幸运的是，有人拾到交给了铁路部门工作人员。”
“失而复得，简直难以置信！我是说，本来可能有人会偷了去。”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ｓｔｏｌｅｎ过去可能做过，语气比较婉转或不肯定，用在此处表示不
确定推测。

７． ｍｕｓｔ。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句意为：“需要我现在就通知他计划有变
吗？”“恐怕你得这样做，以防他开会迟到。”ｍｕｓｔ （表示必要、命令或
强制）必须，得。

８． ｃａｎ。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句意为：警方依然没有找到失踪的孩子，
但他们现在正在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

９． ｗｏｕｌｄ。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句意为：“昨晚你为什么没来参加Ｓｉｍｏｎ
的聚会？”“我想来的，但我妈妈就是不愿我这么晚出来。”。

１０． ｓｈａｌｌ。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句意为：“妈妈，可以读一个故事给我
听吗？”“好的，如果你马上上床睡觉的话。”ｓｈａｌｌ用于陈述句中的第
二、第三人称时，表示说话人的意图、允诺、警告、命令、决心等，
题中表示母亲对孩子的承诺。

１１． ｃａｎ。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第一句句意为“在打篮球方面没人能比
得上姚明”。表示ｃａｎ可以，能够。

１２． ｍｕｓｔ。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句意为“如果你非得走的话，至少也要
等到这暴风雨过去后”。ｍｕｓｔ （表示主张）一定要，坚持要。

１３． ｃａｎｔ。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句意为“不可能是邮递员在门口，才六
点钟呢”。根据后一句中“现在仅仅是六点”，ｏｎｌｙ一词肯定语气强
烈，可知前一句为门外的绝不可能是邮递员。

１４． ｗａｓ ｂｕｓｙ。本题考查虚拟语气与时态。前句表示对过去的虚拟，而ｂｕｔ
之后表示过去的客观事实，故用一般过去时态。

１５．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ｔｏ ／ ｎｅｅｄｎｔ。本题考查情态动词。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ｔｏ意为“没有必
要”，符合语境，句意为：你没有必要买礼物，但如果你想买的话，
你也可以买。

１６． ｈａ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考查虚拟语气。根据“ｗ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ｌｏｓｔ”可判断ｉｆ引导
的状语从句表示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

１７． Ｍｕｓｔ。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前一句说我告诉你事实了，这里用的是
现在完成时，表示过去的动作对现在造成了影响。句意为：既然我已
经说了，我还必须重复一遍吗？

１８． ｓｈｏｕｌｄｎｔ ／ ｏｕｇｈｔ ｎｏｔ ｔｏ。本题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句意应为“我本来
不应该看那部电影的———它会使我做噩梦的”。表示“本来不应该做
而做了某事”用ｓｈ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１９． ｎｅｅｄｎｔ。考查情态动词。句意：马克本来不必要那么急的。这么高速
驾驶之后，他早半个小时到达了。根据后面的语境，提前半个小时到
达，说明Ｍａｒｋ本来不必那么匆忙，所以用ｎｅｅ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结构，表
示“本来不必要做某事的而实际上做了”。

２０． ｈａｄ ｔｏｌｄ。考查虚拟语气。句意：“约翰独自去了医院。”“如果他告诉
我的话，我会跟他一起去的。”前一句用的是陈述语气，说明动发生
在过去，而且后一句的主句已经是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说明是与过去事实
相反的虚拟语气。与之对应的从句结构，应该用“ｈａｄ ＋过去分词”。

２１． ｓｈａｌｌ。考查情态动词。ｓｈａｌｌ在第二人称中表示允诺，还可以表示强
制、命令、威胁、警告，还有在法律条文中的要求或规定。

２２． ｆｏｃｕｓｅｄ。本题考查虚拟语气。ｗｏｕｌｄ ｒａｔｈｅｒ后应用虚拟语气，表示与现
在事实相反，用动词的过去式。

２３． ｃａｎｔ。考查情态动词。结合语境，情态动词用于疑问或否定推测时，
要用ｃａｎｔ，表示“不可能”。

２４． ｍｕｓｔ。本题考查情态动词在语境中的运用。第一个说话人说和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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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有约，那下面的人就回应说：“那您一定就是Ｍｒｓ． Ｐｅｔｅｒｓ了。”。
２５． ｍｕｓｔ。本题考查情态动词。肯定的猜测，用ｍｕｓｔ。
２６． ｍｕｓｎｔ。本题考查情态动词。由后面的“这是一个紧急出口”可知，
这儿是禁止停车的，所以用ｍｕｓｔｎｔ表示禁止某人做某事。符合语境。

二、阅读理解
Ａ

　 　 随着动物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英国议会和政府制定了措施通过许
可证的形式来限制使用动物表演，而动物慈善组织要求政府通过立法颁
布了禁令，禁止此类行为，然而这却受到了魔道大马戏团的挑战。
１． Ｃ　 细节理解题。本题考查事件发生先后顺序，由文章第三段可知，

政府首先公布的是一个更加严格的许可证制度，然后动物慈善组
织发起一个活动要求立法来禁止动物表演，然后政府制定与之相
关的法律禁令，但是这些禁令却受到了魔道马戏团的挑战。

２． Ｂ　 推理判断题。从文章第二段中Ｄｅｆｒａ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ｆｉｎｄ ｎｅｗ ｈ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ｔｉｒ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说明退役的动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生存空间；
挑战Ａｕｓｔｒｉａ所提出禁令的并非欧洲的所有马戏团，而只是魔道马
戏团；最后一段中的“Ａｎｉｍａｌ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ｗｅｌｃｏｍ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ｂｕｔ
ｃａｌｌｅｄ ｆｏｒ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ｔｏ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ｌａｗｓ．”说明动物慈善组织对政府
的提议并不满意；而第二段中的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Ｊｉｍ
Ｐａｉｃｅ，ｈ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５，与Ｂ项事实相符。

３． Ｄ　 细节理解题。从短文最后一段中Ａｓｋｅｄ ｗｈｙ ｃｉｒｃｕｓ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ｎ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ｗｉｌｄ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ｏｒｓｅｓ可知，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ｉｍａｌｓ指的应是家畜，故选项Ｄ正确。

Ｂ
　 　 《阿凡达》导演詹姆斯·卡梅隆驾驶“深海挑战者”潜艇去马里亚
纳海沟探险，并全程拍摄深海景色。
４． Ａ　 写作意图题。本篇文章目的是告诉读者卡梅隆去马里亚纳海沟的

探险。
５． Ｃ　 推理判断题。由第六段“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ｄｅｏ，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ｑｕｉｅｔ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ｐｌａｃｅ．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ｓａｉｄ ｈｅ ｗａｓ ｔｈａｎｋｆｕｌ ｔｈａｔ ｈｅ ｏｆ 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ｄ ｈａ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ｏ ｔｈｅｒｅ．”可知卡梅隆对他在深海所经历的事情感到吃惊。Ａ项
“感到着急、被隔离”，Ｂ项“为安全担心”及Ｄ项“为占领这片
海域而兴奋”均与文章不符。

６． Ｃ　 细节理解题。由第五段“Ｕｎｌｉｋ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ｓ，ｉｔ ｉｓ ｗｒ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ｃａｍｅｒａ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ｃａｎ ｆｉｌｍ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ｅ．”
可知“深海挑战者”号与一般潜艇的区别是安装了海底拍摄装备，
以供卡梅隆拍摄马里亚纳海沟的景象。

７． Ａ　 细节理解题。由第三段卡梅隆成为继１９６０年那两人探险之后的第
一人，可知Ｂ项错误。由倒数第二段可知科学家对马里亚纳海沟
不太感兴趣，他们认为里面没有生物存在。但是近些年科学家已
经发现有诸如鱼虾类的生物存在。他们也正在努力查出深海沟在
地震中起的作用。故Ａ项正确，Ｃ、Ｄ两项错误。

情态动词和虚拟语气（三）
一、单项填空
１． ｃａｎ。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语境为：你最好穿上厚大衣。这里晚上有
时很冷。ｃａｎ表示客观可能性，意思是：可能。

２． ｍｕｓｔ。考查情态动词。根据答语第二句的内容可知第二个说话人认为
对方“一定”是把手机忘在家里了。

３． ｍｕｓｔ。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句意：当你开银行账户的时候，你必须
带你的身份证。

４． ｓｈａｌｌ。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丘吉尔警告希特勒：“如果你胆敢侵略英
国，你就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ｓｈａｌｌ用于第二、第三人称，表示
说话人给对方命令、警告、允诺或威胁。

５． ｈａｄ ｃｏｍｅ。考查虚拟语气的用法。ｉｆ ｏｎｌｙ意思是：要是……就好了，由
时间状语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来看，这是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虚拟，所以用过去
完成时。

６． ｍｕｓｔ。考查情态动词的特殊用法。ｍｕｓｔ在这里表示“偏偏，非要”。

句意为：要是你非吸烟不可的话，至少得到吸烟区里吸。
７． ｃａｎｔ。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由答语的第二句“Ｉ ｃａｎ ｈａｒｄ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ｉｔ．”
可以看出，我不相信对方所说的，所以选ｃａｎｔ，意思是：不可能。答
语句意为：不可能是真的！我不相信你说的话。

８． ｄｉｄ。考查虚拟语气的用法。很显然，ｗｏｕｌｄ ｒａｔｈｅｒ后的句子是对将来事
情的虚拟，所以用一般过去时。

９． ｗｉｌｌ。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这里说的是将来的动作，表示意愿。答语
意思是：太好了！我愿意带瓶白酒。

１０． ｓｈａｌｌ。本题考查情态动词。ｓｈａｌｌ用在条约、规章、法令等文件中表示
义务或规定，一般用于第三人称，意为“应该，必须”。句意：“我
可以用支票付账吗？”“对不起，先生。只是这是我们旅馆的管理规
定：付账必须使用现金。”

１１． ｍｕｓｔ。考查情态动词的特殊用法。ｍｕｓｔ意为：偏偏，非要。句意为：
“妈妈，我能再多看１０分钟的电视吗？” “哦，要是你非看不行的话
（就看吧）。”

１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考查虚拟语气。这里构成短语：ｔａｋ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采取
措施”。ｒｅｑｕｉｒｅ意思是“要求”，后面的宾语从句要用虚拟语气，即
用（ｓｈｏｕｌｄ ＋）动词原形。

１３． ｃａｎ。考查情态动词。此处ｃａｎ表示理论上的推测。句意：那个男孩
可能有时真的会恼人，但不久，你就会习惯的。

１４． ｍａｙ ／ ｍｉｇｈｔ。考查情态动词。句意：她不妨说出这个秘密，因为她看
见我时她看起来很难过。此处考查ｍａｙ ａｓ ｗｅｌｌ的用法，意为“不
妨”。

１５． ｃａｎｔ。考查情态动词。句意： “妈妈，我能吃点东西吗？我饿了。”
“你不可能饿。你刚刚吃了一些面包和火腿。”在英语否定句中，表
猜测用ｃａｎｔ。

１６． ｓｈａｌｌ。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句意：“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用担
心你的钱，也不用生我的气。今天下午你就会拿到你的钱的。”此处
ｓｈａｌｌ用于第二人称，表示“允诺”。

１７． ｃａｎ。考查情态动词表示猜测时的用法。此处ｃａｎ用于肯定句表示猜
测，意为“有时候会；可能会”，表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１８．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ｒｒｉｖｅｄ。此处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表示过去本该做某事但是实
际上未做。

１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ｈａｎｄｅｄ ｉｎ。考查虚拟语气。句意：我们的英语老师要求明
天上午交作业。ｒｅｑｕｅｓｔ后面的宾语从句要用虚拟语气，谓语动词用
“ｓｈｏｕｌｄ ＋动词原形”，ｓｈｏｕｌｄ可以省略；ｈｏｍｅｗｏｒｋ与ｈａｎｄ ｉｎ之间是动
宾关系，故用被动语态。

二、七选五
１－５ ＣＢＧＦＡ

专题三　 非谓语动词（一）
一、单项填空
１． ｔｒｅａｔｅｄ。考查非谓语动词。在该句中，逻辑主语是ｓｏｍ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与ｔｒｅａｔ之间构成被动关系，所以用过去分词，ｗｈｅｎ ｎｏｔ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ｉｍｅ是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ｉｍｅ的省略。

２． ｔｅｌｌｉｎｇ。考查非谓语动词。ｔｅｌｌｉｎｇ ｍ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结构作伴随状语。
３． ｔｏ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考查非谓语动词。ｓｅｅｍ后应接不定式，但又要表达不定
式动作先于ｓｅｅｍ动作发生，所以用不定式的完成式。

４． Ｆｏｕｎｄｅｄ ／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ｅｄ。考查过去分词作状语。ｆｏｕｎｄ与逻辑主语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之间是被动关系，且已经完成，故用其过去分词形式作时间
状语或是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ｄｏｎｅ ｉｎ形式。解答非谓语动词的相关题时，先确
定其逻辑主语，判断两者之间是主动关系还是被动关系，主动关系用
现在分词，被动关系用过去分词。

５．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考查非谓语动词。ａ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ｏ ｓｔｈ． 做某事的机会。不定
式表达的是未做的事情。

６． Ｆｉｎｄｉｎｇ。考查非谓语动词。在发现课程非常难的时候，她决定转移到
一个较低的层次。ｆｉｎｄ与主语ｓｈｅ之间是逻辑上的主谓关系，所以用
ｖｉｎｇ形式。ｆｉｎｄｉｎｇ为现在分词作伴随状语。

７． ｂｌｏｃｋｅｄ。考查非谓语动词。ｒｏａｄ与ｂｌｏｃｋ之间为逻辑上的动宾关系，所
以用ｖｅｄ形式表示被动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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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　　

８． Ｋｎｏｗｉｎｇ。考查非谓语动词的用法。动名词在本句中作主语，此处表示
一般情况，用一般式。句意为：懂得一些基本的急救技巧将有助于你
对紧急情况作出快速应对。

９． ｔｅｓｔｅｄ。考查非谓语动词的用法。句意为：任何人一旦被检查出Ｈ７Ｎ９
流感病毒呈阳性，都将接受我们政府的免费治疗。根据句意，此处应
为条件状语或时间状语。

１０． ｂａｔｈｉｎｇ。考查非谓语动词。句意：太阳在天空中升起，这座山沐浴在
金色的阳光之中。此处ｂａｔｈｅ是及物动词，意为“使沐浴（在光线
里）”，在这里用作结果状语，与主语ｔｈｅ ｓｕｎ构成逻辑上的主动关系，
故用动词ｉｎｇ形式。

１１． ｏｆｆｅｒｅｄ。考查非谓语动词。句意：你不能接受别人给你提出的建议，
除非该建议是基于事实的。过去分词ｏｆｆｅｒｅｄ作定语修饰名词ｏｐｉｎｉｏｎ，
与该名词构成逻辑上的被动关系。

１２． Ｔｏ ｓｔａｙ。考查非谓语动词。句意：为了晚上保暖，我往火炉中添了木
材，又设置了午夜闹铃以便及时添加。此处“保暖”是“添加木材”
的目的，故用不定式表示。

１３．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ｅｔ。考查非谓语动词。动词ｓｅｔ的动作在句子的谓语动词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之前发生，且与主语Ｌｉｏｎｅｌ Ｍｅｓｓｉ是主谓关系，所以用现在
分词的完成式。

１４．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ｄｕｃｅｄ。考查非谓语动词。分析句子结构可知，空格处应与前
面的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并列，作介词ａｆｔｅｒ的宾语，同时动词ｒｅｄｕｃｅ与句子主语
ｔｈｅ ｃｉｔｙ之间构成动宾关系，所以用动名词的被动形式。

１５． ａｓｋｅｄ。考查非谓语动词。句意：如果被要求为他人照看行李，请立
即通知警察。主句为祈使句，省略了主语ｙｏｕ，根据语境可知，ｙｏｕ
与ａｓｋ之间为动宾关系。

１６． ｗａｉｔｉｎｇ。考查非谓语动词。ａ ｐｉｌｅ ｏｆ ｍａｉｌ和ｗａｉｔ之间是主动关系，所
以用现在分词。句意：……当她到家时，一大堆邮件正等着她处理。

１７．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考查非谓语动词。句子中已经有谓语ｉｓ，ｂｏｏｋｓｈｅｌｆ与ｓｔａｎｄ是主
动的关系，故用现在分词作定语，修饰ｂｏｏｋｓｈｅｌｆ。句意：除了一个书架立
在墙角，这间屋子空空的。

１８． ｔｏ ｔａｋｅ。考查非谓语动词。“我”停下车的目的是想休息一下。ｔｏ ｔａｋｅ
ａ ｓｈｏｒｔ ｂｒｅａｋ是不定式短语作目的状语。句意：我停下车休息一下，
因为我感到累了。

１９． Ｈａｖｉｎｇ ｅａｔｅｎ。考查非谓语动词。从句中的ａｇａｉｎ可知，Ｔｉｎａ已经在这
家自助餐馆吃过饭，再根据句中的ｂｅｆｏｒｅ可知，空格中这个动作要发
生在ｄｉｄｎｔ ｗａｎｔ之前，ｅａｔ与Ｔｉｎａ是主动的关系，故用现在分词的完
成式。句意：Ｔｉｎａ以前在这家自助餐馆吃过饭，她不想再在那里吃
了。

２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考查非谓语动词。所填的非谓语动词作使役动词ｌｅｔ的宾
语补足语，常用省略ｔｏ的动词不定式，即动词原形。句意：让那些
需要的人明白我们将倾我们所能帮助他们。

２１．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ｄ。考查非谓语动词。非谓语动词作后置定语修饰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其
逻辑主语就是所修饰的名词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非谓语动词与逻辑主语之间是被动
关系，且其动作在谓语动词动作发生之前已经完成，用过去分词。句意：
警察们刚才询问的目击者们对于打斗过程的描述出入很大。

２２． Ｎｏｔ ｋｎｏｗｉｎｇ。考查非谓语动词。此处ｔｈｅ ｇｉｒｌ与ｋｎｏｗ是主动关系，所
以用ｋｎｏｗｉｎｇ作原因状语，其否定形式是在分词前加ｎｏｔ。句意：因为
不知道上哪所大学，所以女孩向她的老师请教。

２３．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考查非谓语动词。此处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表将来、被
动。句意：将于明年建成的机场会有助于促进这个地区的旅游业。

２４． ｕｓｅｄ。考查非谓语动词。空格前的ａｌｌ ｗｏｒｄｓ与ｕｓｅ构成逻辑上的动宾
关系，需用过去分词作后置定语。句意：在一些语言里，１００个单词
组成了日常会话里用的所有的单词的一半。

２５． ｌｅｆｔ。考查非谓语动词。句意：写作课应该还有一个名额，为什么不
试试呢？

２６． ｔｈｒｏｗｉｎｇ。本题考查非谓语动词的用法。句子主语ｔｈｅ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和ｔｈｒｏｗ
是主动关系，故用现在分词。此处是现在分词短语作结果状语，表示
自然的结果。句意：阳光明亮刺眼，在地上投下轮廓分明的影子。

２７． Ｈｅａｒｉｎｇ。考查非谓语动词。根据句子结构知，此处ｃｒｅａｔｅｓ前面的主
语应该是“ ｈｏｗ ｏｔｈｅｒｓ ｒｅａ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ｊｕｓｔ ｒｅａｄ”，其

中“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ｊｕｓｔ ｒｅａｄ”是定语从句修饰ｔｈｅ ｂｏｏｋ，所以此处空格中应
该用动名词形式。

二、完形填空
　 　 本文为一篇记叙文，主要讲述了一个任性的女孩，喜欢一意孤行。
在有暴风雨的日子不听大人的劝告，非得去潜水，结果遭遇了危险，好
在有人相救，让女孩不胜感激，也从中得到了教训。
１． Ｄ　 考查代词辨析及语境理解。由第一句可知Ｄｉａｎｅ Ｒａｙ非常自私并且

被宠坏了，因此父母应该给她一切她想要的东西。
２． Ｂ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该空所在句的句意为“她就会尖

叫、踢打以及躺在地上敲打着她的脚后跟”。故选Ｂ项，其余三项
不合常理。

３． Ｃ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及语境理解。该空所在句的意思是：“她的父母
总是屈服。”由前文知道她总发脾气，让父母没办法，只好屈服。
ｇｉｖｅ ｉｎ意为“屈服”，符合语境。

４． Ａ　 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该空所在句的意思是：“那就是为
什么她穿着昂贵的泳装，独自在沙滩上的原因。”此题关键在于对
该空后面的对应词ｓｗｉｍｓｕｉｔ的理解。

５． Ｃ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该空所在句的句意为：“她耍了一
个大脾气让父母买的。”Ｃ选项“ｇｅｔ”，有说服之意，符合语境。

６． Ｂ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该空所在句的句意为：“在发过脾
气之后恢复过来。”联系上下文可知，在发过脾气恢复正常之后，
父母才能劝说她。

７． Ａ　 考查副词辨析及语境理解。该空所在句的意思是：“独自去潜水太
危险了。”由本段第一句“爥ｗｈｙ ｓｈｅ ｗａｓ ａｌｏｎｅ爥”可知答案。

８． Ｄ　 考查名词的用法及搭配。该空所在句的句意为“你们只是不想让
我玩得高兴”。ｈａｖｅ ｆｕｎ意为“玩得高兴”，符合语境。

９． Ｂ　 考查语境。该空所在句的句意为：“直到这个人说话，她才知道这
个人在那儿。”ｎｏｔ爥ｕｎｔｉｌ爥意为“直到……才……”，符合语境。

１０． Ｃ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那个人说的“你今天不应该来游
泳”以及“暴风雨就要来了”是建议，故选Ｃ项。

１１． Ａ　 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及搭配。由前文她的性格可知，她应该是说
“你少管闲事”。ｍｉｎｄ ｏｎｅｓ ｏｗ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意为“少管闲事”，符合
语境。

１２． Ｂ　 考查形容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该空所在句的句意为：“如果
你去那儿，你会后悔的。”ｓｏｒｒｙ意为“后悔的”，符合语境。

１３． Ｄ　 考查副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该空所在句的句意为：“她溜下
水，开心潜水。”ｈａｐｐｉｌｙ意为“开心地”，符合语境。

１４． Ｂ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该空所在句的句意为：“……很
难逆着水流游动。”由语境可知ｓｗｉｍ合适。

１５． Ａ　 考查形容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该空所在句的句意为：“海水
打在她的脸上，让她难以呼吸。”根据常识可知正确答案是Ａ项。

１６． Ｄ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该空所在句的句意为：“惊慌中，
她开始尖叫。”由前后文可知，她遭遇了危险，应该会大声尖叫。

１７． Ａ　 考查形容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该空所在句的意思是：“她听
到一个镇静的声音。”由前文可知，那个人知道她去游泳了，以
及后文可知他准备好了船来救她，以及他说的打算让她得到一个
教训，可知那人是有备而来，因此此刻的声音应该是镇静的。

１８． Ｂ　 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有人来相救，应该是松了一口气。
ｒｅｌｉｅｆ意为“轻松，宽慰”，符合语境。注意ｅａｓｅ意为“轻松，舒
适”，不合语境。

１９． Ｃ　 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在有暴风雨的日子来到海上，对
于彼此来说都是危险的。

２０． Ｄ　 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及语境理解。由前文提到的老人划船来救她，
故此处应该是把她拖到船的一边。

非谓语动词（二）
一、语法填空
１． ｈｏｐｉｎｇ　 ２． ｔｏ ｗａｔｃｈ　 ３． ｔｏ ｌｏｃｋ　 ４． ａｓｋｅｄ　 ５．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ａｓｋｅｄ
６． ｔｏ ｂｅ ｍａｄｅ　 ７． 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８．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９． Ｕｓｅｄ　 １０． Ｋｎｏｃｋ
１１． ｂｅ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ｅｄ　 １２．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１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１４． ｔｏ ｍｅｅｔ　 １５． ｔｏ ｂｅ ｔｏ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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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１７． ｔｏ ｂｅ ｄｏｎｅ ／ ｄｏｉｎｇ　 １８． ｕｓｅｄ　 １９．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２０． ｌｅａｖｉｎｇ
２１．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２２．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２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２４．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２５． ｔｏ ｆｉｎｄ
２６． ｗｉｎｄｉｎｇ　 ２７． ｗａｓｈｅｄ　 ２８． 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　 ２９． ｑｕｉｔ　 ３０． 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３１． Ｂａｓｉｎｇ
二、阅读理解
　 　 这是一篇关于海豚的故事，讲述的是一只断尾的海豚。它的尾巴在
一次事故中丧失。在训导员的训练下，它克服了困难，学会了使用假尾
巴，像其他海豚一样在水中游动。它还成了一部电影中的明星，它的勇
气感动了人们。
１．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二段“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ｅｒ ｌｉｆｅ”可知，它在为

活下去而挣扎，所以选Ｃ。
２．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三段末和第四段，可知它改变的游动方式给

它带来了有害的压力，所以一家公司才给它装了条假尾巴。故选
Ｃ。

３． Ｄ　 推理判断题。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描写一个断了尾巴的海豚勇敢
地活下去的故事，来鼓励人们勇敢地面对困难。所以选Ｄ。

非谓语动词（三）
一、单项填空
１．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２． ｓａｙｉｎｇ　 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４． ｔｏ ｂｅ ｕｐｄａｔｅｄ
５．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６． ｔｏ ｋｅｅｐ　 ７． Ｏｆｆｅｒｅｄ　 ８． ｓａｙｉｎｇ　 ９． ｊｏｉｎｅｄ　 １０． ｍａｋｉｎｇ
１１． ｃｈｅｃｋｅｄ　 １２．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１３． ｆｅｅｌｉｎｇ　 １４．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１５．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１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１７． ｒｉｓｉｎｇ　 １８． ｈａｖｉｎｇ　 １９． ｌｏｓｔ　 ２０． ｔｏ ｂｅ ｃｈｅｅｒｅｄ
２１．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２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２３．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２４． ｌｅａｄｉｎｇ　 ２５． ｒｅｍｉｎｄｅｄ　 ２６． ｔｏ
ｈｏｌｄ　 ２７． ｆｏｕｎｄｅｄ
二、阅读理解
　 　 本文是一篇科技说明文。文章介绍了ｂｉｏｍａｓｓ （生物质）的特征、优
点以及它在美国能源中的地位。
１．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二段中的“爥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ｎ． Ｗｈｅｎ ｐｌａｎ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ｂｕｒｎｅｄ，ｉｔ
ｇｉｖｅｓ ｏｆｆ ｔｈｅ ｓｕｎ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ｓｏｒ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ｆｏｒ 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ｎｓ ｅｎｅｒｇｙ．”可知Ｃ正确。

２． Ａ　 推理判断题。根据第三段中的“Ｉｎ ２００８—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ｒｅｎｔ
ａｌｌ ｉｎ ｙｅｔ—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ｔｏｏｋ ｏｖ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ｐｌａｃ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可知，２００８年风
能占居首位。关键词定位：Ａ项中的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和文中ｆｉｒｓｔ ｐｌａｃｅ
意思相同。

３． Ｃ　 推理判断题。根据最后一段中的“Ｓｏｍｅ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 ａｌｓｏ ｔｒ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ｈｅａｔ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ｕｃ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ａｙ ｓａｖｅ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 ｍｏｎｅｙ，ｂｕｔ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ａ ｌｏｔ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ｏ，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ａｙ ｉｓ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 ｕｓｅ ｉｔ．”可知Ｃ正确。

４． Ｂ　 推理判断题。根据全文内容可知，本文是一篇有关生物量能源的
科普类文章。所以，它应该是科学杂志上的文章。故选Ｂ。

专题四　 主谓一致
一、语法填空
１． ｗａｓ ｉｎｖｉｔｅｄ。考查主谓一致。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ｌｉｋｅ等介词或介
词短语连接并列主语时，谓语动词应与介词或介词短语之前的主语保
持一致。此句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前的主语是ｍｕｓｉｃｉａｎ，句中有明确的过去时间，
应用一般过去时。

２． ａｒｅ；ｉｓ。考查主谓一致。句意：对国际学生来说，那所大学估计一年的
生活开销大约是８４５０美元，这对他们中某些学生来说是一个负担。第
一空的主语是ｌｉｖｉｎｇ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是复数，因此谓语动词用复数；第二空
的主语是ｗｈｉｃｈ，指代的是前面整个句子，因此谓语动词用单数。

３． ｉｓ。考查主谓一致。主语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表示单数意义，所以
谓语动词用单数，并且叙述的是通常情况下的状态，所以用一般现在
时。

４． ｃｏｍｅ。考查主谓一致。本句是倒装句，主语是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ｏｕｒ ｇｕｅｓｔｓ，故
谓语用复数形式。

５． ａｒｅ。考查强调句型及主谓一致。本句中ｅｉｔｈｅｒ ｈｅ ｏｒ ｙｏｕ是原句的主语，
根据就近原则，其谓语动词应该和ｙｏｕ相一致，故用ａｒｅ。原句为：
Ｅｉｔｈｅｒ ｈｅ ｏｒ ｙｏｕ ａｒｅ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ｉｓｈ ｉｔ

ｐｕｎｃｔｕａｌｌｙ．
６．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考查时态、语态和主谓一致。句意：有一些解决
安全饮水问题的技术正在被研发，它们将被用来长久地解决世界正在
面临的饮水问题。ｔｈａｔ引导定语从句，代替前面的先行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所以从句中用复数的谓语动词，从“正在面临的问题”可以看出技术
是正在被研发。

７． ａｒｅ。考查主谓一致。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作主语时，谓语动词常用复
数形式。

８． ｉｓ。考查主谓一致。本句主语ｔｈ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后跟ｗｉｔｈ ｓｕｃｈ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 ｃｏａｌ，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但是不影响ｔｈ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作主语，故谓语动词用单数，同时
根据从句的时态可知用ｉｓ。

９． ｋｅｅｐｓ　 １０． ｗａｓ　 １１． ｓｈｏｗｓ　 １２． ｉｓ；ａｒｅ　 １３． ｗｅｒｅ
二、完形填空
　 　 本文是一篇夹叙夹议的文章。本文主题是关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ｒｅａｍ的，
讲述作者在遭遇一系列不幸后，在乡村的经历使作者对美国梦有了新的
认识和深刻理解。
１． Ａ　 考查副词辨析。根据本句中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ｈｉｎｇ的提示可知，作者和其

他人都在各自（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追逐同一个梦想。
２． Ｂ　 考查副词辨析。根据前半部分“经历了不愉快的事件”以及后面

一句话“我发现自己无家可归、独身一人”可知，此处指作者的
生活变得一团糟。ｆａｌｌ ａｐａｒｔ意为“破碎，土崩瓦解”。故选Ｂ项。

３． Ｄ　 考查动词辨析。根据本句可知，作者在乡下寻找能租住的地方。
ｓｅａｒｃｈ意为“寻找”，符合语境。

４． Ｄ　 考查形容词最高级辨析。根据前一句“Ｉ ｈａｄ ｍｙ ｔｒｕｃｋ ａｎｄ ＄ ５６．”
以及后面一句中“Ｉ ｃａｍｅ ｕｐｏｎ ａ ｓｈａｂｂｙ ｈｏｕｓｅ爥”可知，作者身上
没多少钱，所以要租最便宜的房子。故选Ｄ项。

５． Ｃ　 考查介词辨析。表示横跨河面的道路通常用介词ｏｖｅｒ。
６． Ｂ　 考查动词辨析。根据ｈｏｕｓｅ的修饰词ｓｈａｂｂｙ和ｆｕｌｌ ｏｆ ｂｒｏｋｅｎ ｇ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ｒｕｂｂｉｓｈ可知，这幢房子没人居住，是被遗弃的。故选Ｂ项。
７． Ｃ　 考查动词辨析。既然房子里满是碎玻璃和垃圾，所以得清理

（ｃｌｅａｒ）。
８． Ａ　 考查连词辨析。根据前半句“他们对我一无所知”以及后半句

“他们教我邻里相处之道”可知，前后句之间是转折关系，ｂｕｔ意
为“但是”，符合语境。

９． Ｄ　 考查名词辨析。他们教作者的是邻里间相处的艺术（ａｒｔ）。
１０． Ａ　 考查动词辨析。根据本句中ｃｈａｔ （聊天）可知，他们送来毛毯、

蜡烛、工具之后开始继续留下来聊天。ｓｔｉｃｋ ａｒｏｕｎｄ意为“逗留，
停留”，符合语境。

１１． Ｃ　 考查形容词辨析。根据第一段可知，作者理解的美国梦就是取得
个人成就，而这里他们认为的梦想是邻里友好相处，因此是不同
的。故选Ｃ项。

１２． Ａ　 考查名词辨析。四个选项中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相对的应是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ｌｉｎｅｓｓ （邻里友好），且前文中也提到此。

１３． Ｄ　 考查形容词辨析。根据第一段可知，作者之前认为的那些东西如
工作、按揭、信贷、成功，是文明生活中必须具备的，而在这个
地方完全不存在。与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ｔ相对的是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１４． Ａ　 考查副词辨析。根据第二段第五句可知，此处指在山上，故选Ａ
项。

１５． Ｂ　 考查名词辨析。根据第三段最后一句中“爥ｂｕｔ ｏ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ｌｉｎｅｓｓ．”
的提示可知，在这座山上，作者最有价值的财富便是与邻居间的
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１６． Ｃ　 考查名词辨析。根据第二段可知，作者在乡下居住；根据本句中
ｍｏｖｅｄ ｂａｃｋ可知，现在是回到城里。故选Ｃ项。

１７． Ｂ　 考查动词辨析。根据本句前半句提示可知，许多人过着艰难的生
活，说明他们失去工作和家园。故选Ｂ项。

１８． Ｃ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根据下文可知，作者租住的房子最初有４个
人，然后又多达９个人，因此，他租了一间足够大的房子，是为
了收留更多的人。ｔａｋｅ ｉｎ意为“收留”，符合语境。

１９． Ｂ　 考查名词辨析。如果不联合起来，作者和他们就会都在避难所
（ｓｈｅｌ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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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Ｄ　 考查连词辨析。现在作者所信仰的“美国梦”是同舟共济，不是
能为自己获得什么，而是如何通过共同努力让所有人都有收获。
此处表示方式，所以用ｈｏｗ。

专题五　 定语从句（一）
一、语法填空
１． ｗｈｉｃｈ。考查定语从句。先行词ａ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在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中作宾语，所以用关系代词ｗｈｉｃｈ引导。

２． ｗｈｅｒｅ ／ ｉｎ ｗｈｉｃｈ。考查定语从句。句意：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解
释了在这次事故中所发生的事情。定语从句中带了一个宾语从句，先
行词在从句中作状语，ｗｈｅｒｅ相当于ｉｎ ｗｈｉｃｈ。

３． ａｓ。考查定语从句。句意：没有简单的答案，就像科学一样。ａｓ引导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ａｓ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意思是“情况常常如此”。

４． ｗｈｉｃｈ ／ ｔｈａｔ。考查定语从句。先行词是ａ ｌｏｎｅｌｙ ｉｓｌａｎｄ，在定语从句中作
主语。句意：最终他到了一个孤岛上，这个孤岛与外界完全隔绝。

５． Ａｓ。考查定语从句。所填词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先行词是整个主
句，关系词在从句中作主语，意思是“正如，像……一样”，用ａｓ。
句意：正如孩子们普遍的现象，当医生到来时Ａｍｙ身体好多了。

６． ｗｈｅｒｅ ／ ｉｎ ｗｈｉｃｈ考查定语从句的用法。此处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为先行词，
ｗｈｅｒｅ代替它作后面定语从句的状语，ｗｈｅｒｅ相当于ｉｎ ｗｈｉｃｈ。句意：如
今人们更关心他们居住的环境。

７． ｗｈｉｃｈ。考查定语从句中关系代词的用法。此句的先行词代指前面整个
句子，且是非限制性定语从句，需用ｗｈｉｃｈ引导。ｔｈａｔ不引导非限制性
定语从句。句意：我们已经发射了另一颗人造卫星，这在今天的报纸
上宣布了。

８． ｗｈｅｒｅ ／ ｉｎ ｗｈｉｃｈ。考查定语从句。句意：当我到了的时候，布莱恩带我
去看我要居住的房子。ｗｈｅｒｅ引导定语从句，先行词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在从句中
作地点状语ｗｈｅｒｅ相当于ｉｎ ｗｈｉｃｈ。

９． ｗｈｏｍ。考查定语从句。该句中的先行词是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此处先行词在
定语从句中作ｏｆ的宾语，同时表示“人”，应该用关系代词ｗｈｏｍ。

１０． ｗｈｅｒｅ ／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考查定语从句。该句中的先行词是ａ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此处先行词在定语从句中作地点状语，故用关系副词
ｗｈｅｒｅ。

１１． ｗｈｏｍ。考查定语从句。该句为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用ｗｈｏｍ来代替
ｐｅｏｐｌｅ并连接主从句。

１２． ｗｈｉｃｈ。考查定语从句。关系代词ｗｈｉｃｈ指代前面整个主句内容，引导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并在从句中作主语。

１３． ｗｈｅｒｅ ／ ｉｎ ｗｈｉｃｈ。考查定语从句的关系词。先行词为ｐａｒｋｓ，在定语从
句中作地点状语，所以用ｗｈｅｒｅ或ｉｎ ｗｈｉｃｈ。

１４． ｗｈｏｓｅ。考查定语从句。先行词指人且在句中作定语修饰其后的名词
ｌｉｖｅｓ，所以用ｗｈｏｓｅ。句意为：这本书以那些生活受到地震影响的人
们的视角讲述了这次地震的许多故事。

１５． ｗｈｏ。考查定语从句。句意：幸福和成功往往降临到那些善于认识到
自己优点的人身上。空格前的代词ｔｈｏｓｅ指代“人”，且在定语从句
中作主语，故用ｗｈｏ引导定语从句。

１６． ｗｈｉｃｈ ／ ｔｈａｔ。考查定语从句。句意：我们还记得我们一起在老房子里
度过的那天。此处ｔｈｅ ｄａｙ为先行词，关系词ｗｈｉｃｈ或ｔｈａｔ作ｓｐｅｎｄ的
宾语。

１７． ｗｈｉｃｈ。考查定语从句。先行词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ｈｅｅｌｃｈａｉｒ Ｄ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作定语从句爥ｗａｓ ｓｅｔ ｕｐ ｉｎ ２００９的主语，且是非限制性定语从
句，故用ｗｈｉｃｈ，而不用ｔｈａｔ。

１８． ｗｈｅｒｅ。考查定语从句。句意：简在展示了很多好看的领带的那个柜
台前停留了一会儿。定语从句中缺地点状语，故用关系副词ｗｈｅｒｅ。

１９． ｗｈｅｒｅ。考查定语从句。句意：“你昨天在哪里见到从美国来的史密斯
先生的？”“是在我们经常买东西的市场里。”此处是定语从句，从句
中缺地点状语。此句是个省略句，全句应是：Ｉｔ ｉｓ ｉ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ｈｅｒｅ
ｗｅ ｏｆｔｅｎ ｂｕｙ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ａｔ Ｉ ｍｅｔ Ｍｒ Ｓｍｉ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Ｓ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二、完形填空
　 　 本文是一篇夹叙夹议的文章。作者原来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在上大学时和在私人疗养院做兼职的经历，让作者有了很大的改变，并

从中悟出一定的道理：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快乐。
１． Ｂ　 考查连词。原来作者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过去的两年里作

者真的改变了，开始为别人着想了。从作者的变化看，是想别人在
前，想自己在后。用ｂｅｆｏｒｅ符合语境。

２． Ｃ　 考查形容词辨析。作者正变为一个不同于以前的人，她对自己的
改变感到高兴。ｆａｍｏｕｓ著名的；ｓｉｍｐｌｅ简单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不同的；
ｓｋｉｌｌｅｄ有技能的。

３． Ｄ　 考查名词辨析及语境理解。第一段提到作者的改变，第二段进一
步解释是如何改变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教育；ｃａｒｅｅｒ事业； ｔｏｕｒ旅游；
ｃｈａｎｇｅ改变。

４． Ｃ　 考查名词辨析及语境理解。作者在大学时，想的只是拿学位。
ｄｅｇｒｅｅ “学位”符合语境。

５． Ａ　 考查动词辨析。下文提到他很孤独，没有交朋友，这是作者不与
同学交流的结果。ｔａｌｋ ｔｏ “与……谈话”符合语境；ｗｒｉｔｅ ｔｏ给……
写信；ｌｉｅ ｔｏ向……撒谎。

６． Ｂ　 考查形容词辨析。上一句提到“从不与同学交流”，所以就感到孤
独。ｌｏｎｅｌｙ “孤独的”符合语境；ｃａｒｅｆｕｌ仔细的；ｃｕｒｉｏｕｓ好奇的；
ｇｕｉｌｔｙ有罪的。

７． Ｃ　 考查名词辨析。前面提到作者不与同学交流，感到孤独，同学们
都交了朋友并且玩得很开心，再结合下文的“Ｉ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ａｓｋ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ｍｅ 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ｄｏｉｎｇ爥”可知作者也开始进行尝试，要改
变自己。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的意思是“尝试，实验”，在这里是“尝试”
的意思。

８． Ｂ　 考查动词辨析。如果别人有困难，作者就主动帮助。ｏｆｆｅｒ ｔｏ ｄｏ “主
动做……”符合语境；ｄａｒｅ ｔｏ ｄｏ敢做……；ｈｅｓｉｔａｔｅ ｔｏ ｄｏ犹豫做
……；ｈａｐｐｅｎ ｔｏ ｄｏ碰巧做……

９． Ｄ　 考查名词辨析及语境理解。上文提到作者主动帮助别人，这对作
者来说是一大进步。ｄｒｅａｍ梦想；ｐｒｏｂｌｅｍ问题；ｄｕｔｙ职责；ｓｔｅｐ
步，步伐。这里指作者的进步，作者的改变。

１０． Ｃ　 考查语境。上文提到“Ｉ ｈａ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ｎｅｗ ｆｒｉｅｎｄｓ”，作者交了几个好
朋友，从句中的ａｎｄ可知用ｔｈｅｍ，指朋友。

１１． Ａ　 考查名词辨析及语境理解。作者从不与别人交流、没有朋友到主
动帮助别人并交上了朋友，这是他对生活的态度的改变。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态度”符合语境。ｈｏｂｂｙ爱好；ｈｏｐｅ希望；ｌｕｃｋ运气。

１２． Ａ　 考查语境。从下文的“Ｅ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Ｉ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ｈｅｒ ｒｏｏｍ，ｓｈｅ ｗａｓ ｓｏ
爥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 ｗａｓ ｈｅｒ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可知作者成了这位老太
太的朋友。ｐａｒｔｎｅｒ搭档；ｇｕｉｄｅ向导；ｇｕｅｓｔ客人。此三项均不符
合语境。

１３． Ｂ　 考查形容词辨析及语境理解。从下文的“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 ｗａｓ
ｈｅｒ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可知，老太太认为是见到自己的女儿（把作者当自
己的女儿），所以很高兴。

１４． Ｃ　 考查动词辨析及语境理解。上文提到老太太把作者当作自己的女
儿，但是她的女儿从来不来看她。根据句中的ｎｅｖｅｒ和“爥ｓｏ Ｉ
ｔｏｏｋ 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可知答案。ｂｏｔｈｅｒ烦扰；ａｎｓｗｅｒ回答；ｖｉｓｉｔ看望，
拜访；ｔｒｕｓｔ相信。

１５． Ｄ　 考查动词辨析。老太太让作者领会了一定的道理：让别人感到快乐
自己也会快乐。ｅｘｐｌａｉｎ解释；ｇｕｅｓｓ猜测；ｄｅｃｌａｒｅ宣布；ｓｅｅ领会。

１６． Ｂ　 考查形容词辨析及语境理解。老太太的去世对作者的打击很大。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无家可归的；ｈｅａｒｔｂｒｏｋｅｎ悲伤的；ｂａｄｔｅｍｐｅｒｅｄ坏脾气
的；ｈｏｐｅｌｅｓｓ无望的。

１７． Ｃ　 考查形容词辨析及语境理解。由空后可知，作者把现在的自己与
过去的比，认为自己现在变好了。故用ｂｅｔｔｅｒ。

１８． Ａ　 考查动词辨析。作者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经历，是这些经历改变
了自己。ｆｏｒｇｅｔ “忘记”符合语境。

１９． Ｄ　 考查动词辨析。是这些经历教会了作者多关心别人。ｆｏｒｃｅ强迫；
ｐｒｅｆｅｒ更喜欢；ｏｒｄｅｒ命令；ｔｅａｃｈ教。

２０． Ｂ　 考查动词辨析。作者对自己的改变感到很满意，所以喜欢现在这
个样子，但是在几年前作者是不会这样说的。ｌｉｋｅ “喜欢”符合
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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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语从句（二）
一、语法填空
１． ｗｈｉｃｈ　 ２． ａｓ　 ３． ｗｈｅｒｅ　 ４． ａｓ　 ５． ｗｈｉｃｈ　 ６． ｗｈｉｃｈ
７． ｉｎ ｗｈｉｃｈ ／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８． ｗｈｏｓｅ　 ９． ｗｈｉｃｈ　 １０． ｏｆ ｗｈｏｍ　 １１． ｗｈｅｎ
１２． ｗｈｏ　 １３． ｗｈｅｎ　 １４．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１５． ｗｈｏｓｅ　 １６． ｗｈｉｃｈ
１７． ｗｈｅｒｅ ／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１８． ｗｈｉｃｈ　 １９． ｗｈｅｎ ／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 ｗｈｏｓｅ　 ２１． ｗｈｉｃｈ　
２２． ｗｈｅｒｅ　 ２３． ｗｈｉｃｈ　 ２４． ｗｈｅｒｅ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２５． 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　 ２６． ｗｈｉｃｈ ／ ｔｈａｔ
二、完形填空
　 　 “我”和朋友们在一家快餐店聚餐时，“我”不小心把食物全部洒在
一位男士身上，他不但没有责骂“我”，还掏钱让“我”和“我”的朋
友自己另买汉堡。这件事使“我”深信这个世界还有善良存在。
１． Ａ　 考查动词辨析。ｏｒｄｅｒ订购，点餐；ｍａｋｅ制造，使得；ａｒｒａｎｇｅ安

排，布置；ｄｅｍａｎｄ要求。根据前一句中ａ ｆａｓｔ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可知是
在快餐店点餐，选Ａ。

２． Ａ　 考查名词辨析。ｆｏｏｄ食物；ｔｕｒｎ顺序；ｂｉｌｌ账单；ｍｅｎｕ菜单。句
意：当我们的食物好了以后，我朝一张空桌子走去。选Ａ。

３． Ｂ　 考查动词辨析。ｆｉｘ固定；ｃａｔｃｈ抓住，挂住；ｃｕｔ切，割；ｔｉｅ绑。
根据主语ｐｕｒｓｅ ｓｔｒａｐ可以推断出此处意思是“挂住”，选Ｂ。

４． Ｃ　 考查介词搭配。所填词与动词ｓｌｉｐ构成搭配，意思是“从……滑
落”，介词用ｆｒｏｍ，选Ｃ。

５． Ｂ　 考查动词辨析。ｋｎｏｃｋ敲打；ｆａｌｌ掉落；ｓｔａｎｄ站立，挺；ｈａｎｇ挂着。
句意：盘子，包括里面的食物，全部掉落在旁边正要吃三明治的
一位男士身上。选Ｂ。

６． Ａ　 考查动词辨析。ｔａｋｅ带来，吃掉；ｔａｓｔｅ品尝；ｓｗａｌｌｏｗ吞咽；ｃｈｅｗ
咀嚼。由上题句意可知此处选Ａ。

７． Ｃ 　 考查形容词辨析。ｄｉｓ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泄气的；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失望的；
ｓｈｏｃｋｅｄ震惊的，惊愕的；ａｎｎｏｙｅｄ恼怒的，气恼的。所填词作伴
随状语，用单独的形容词，由句意可知意思是“惊愕的”，选Ｃ。

８． Ｄ　 考查动词辨析。ｒｏｌｌ滚动；ｒｕｂ擦，摩擦；ｎａｒｒｏｗ使变窄；ｃｌｏｓｅ关
闭。根据宾语ｅｙｅｓ可以推断“我”吓得闭上了眼睛，选Ｄ。

９． Ｃ　 考查名词辨析。ｂｉｔｔｅｒｎｅｓｓ苦，痛苦；ａｎｘｉｅｔｙ忧虑，担心；ａｎｇｅｒ生
气，愤怒；ｓｏｒｒｏｗ悲伤。根据情景，“我”等着这位男士向“我”
发脾气，选Ｃ。

１０． Ｂ　 考查动词辨析。ｓａｔｉｓｆｙ使满意，使满足；ｃｏｍｆｏｒｔ安慰，使舒适；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鼓励；ｐｒａｉｓｅ赞扬，表扬。根据“Ｉｔｓ ＯＫ”可知他是在
安慰我。选Ｂ。

１１． Ｃ　 考查连词辨析。所填词后跟动词不定式，与不定式是动宾关系，
连接词用ｗｈａｔ，选Ｃ。

１２． Ｃ　 考查形容词辨析。ｍｉｌｄ温柔的，轻微的；ｈｏｎｅｓｔ诚实的；ｃａｌｍ镇
静的；ｍｏｄｅｓｔ谦虚的。句意：……试图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使自己
镇静下来。选Ｃ。

１３． Ｂ　 考查动词辨析。ｐｕｓｈ推；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走近，靠近；ｄｒａｗ拉，拽；ｌａｙ
放置。根据本句中的ｃａｍｅ ｏｕｔ可以推断出这位男士从洗手间出来
向我们走来。选Ｂ。

１４． Ａ　 考查动词辨析。ｂｅａｔ打败，击打，（心脏等）跳动；ｂｒｅａｋ打破；
ｓｉｎｋ下沉；ｔｒｅｍｂｌｅ颤抖，抖动。根据主语可知所填词表示心跳，
选Ａ。

１５． Ｃ　 考查名词辨析。ｈｅｌｐ帮助，援助；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位置，职位；ｎｕｍｂｅｒ数
字，号码；ｊｏｂ工作。根据空后的ｃａｌｌ可知“我”担心他向“我”
要“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选Ｃ。

１６． Ｂ　 考查动词辨析。ｐｒｅｐａｒｅ准备；ｂｕｙ买；ｆｉｎｄ发现，找到；ｃｏｏｋ烹
饪，做饭。根据前面的ｃａｓｈ可知，他给我们钱让我们自己再买新
的汉堡。选Ｂ。

１７． Ｄ　 考查副词辨析。所填词与动词ｗａｌｋ构成搭配，意思是“走开，离
开”，选Ｄ。

１８． Ｄ　 考查连词辨析。根据后一分句中的形容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可以推断出所填
词表示转折，选Ｄ。

１９． Ａ　 考查名词辨析。ｋｉｎｄｎｅｓｓ善良；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快乐，高兴；ｐｏｌｉｔｅｎｅｓｓ
礼貌；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聪明。本句中从句的意思是“世界上还有善良存

在”。选Ａ。
２０． Ａ　 考查动词辨析。ｆｏｒｇｅｔ忘记；ｒｅｆｕｓｅ拒绝；ｏｐｐｏｓｅ反对，抵制；

ｉｇｎｏｒｅ忽略。句意：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行为。选Ａ。
专题六　 名词性从句（一）

一、语法填空
１．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ｗｈｅｔｈｅｒ表“是否”，引导主语从句，ｉｔ作
形式主语。句意：新成立的委员会的政策能否付诸实践还有待观察。

２．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ｗｈａｔ引导主语从句，从句中缺少主语，它相
当于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爥。句意：电影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对儿子深深
的爱。

３． ｈｏｗ。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不要让任何失败阻止你，因为你永远不
能确定离胜利有多远。

４． ｔ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ｂｅｌｉｅｆ后所接的从句对其内容进行解释说明，
是同位语从句，从句中不缺少成分，陈述一个事实，所以用ｔｈａｔ引导
同位语从句。句意：在高水平比赛中成功的唯一途径是完全相信在运
动场上你比任何人都优秀。

５． 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 ／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ｉｃｈ。考查名词性从句。主句谓语为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ｔｏ
ｐａｙ，之前为主语从句，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 “无论哪一个”表示在一定的范围内
选择，引导主语从句。句意：无论你们其中哪个人弄坏窗户都得赔偿。

６．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ｆｏｕｎｄ后的宾语从句中缺少主语，用疑问代词
ｗｈａｔ引导宾语从句，它相当于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爥。句意：警方发现了那个
似乎是丢失的古代雕像。

７． ｂｅｃａｕｓｅ。考查表语从句。Ｔｈｉｓ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爥引出原因；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ｈｙ爥引出
结果。Ｔｈｉｓ ｉｓ ｈｏｗ爥引出方式。句意：从太空上看起来地球是蓝色的，
这是因为其表面大约７１％是水。

８．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ｗｈａｔ引导主语从句，它在从句中作主语，可
译为“什么”，相当于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爥；句意：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对父
母的深爱和尊重。

９．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使得此书如此不同寻常的是作者富于
创造性的想象力。ｗｈａｔ引导主语从句，在从句中作主语，意为“什
么”，它相当于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爥。

１０． ｔ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动词ｋｎｏｗ后为宾语从句，从句中不缺少成
分，用ｔｈａｔ引导。句意：了解到外出时狗会得到很好的照看，我们很
高兴。

１１．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你在会上讲述的内容描述了公司美好
的未来。主语从句中缺少宾语，ｗｈａｔ引导主语从句，它在从句中作宾
语，有具体的意义，意为“什么”。

１２． ｗｈｙ。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我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不工作了，你能
帮我修修吗？空格后信息解释说明了ｉｄｅａ的内容，根据句意可知用
ｗｈｙ引导同位语从句。

１３．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有些人太在意外表，总是问他们的穿
着是否看起来不错。ｗｈａｔ引导宾语从句，在从句中ｗｅａｒ缺宾语，相
当于ｔｈｅ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ｔｈａｔ爥。注意：ｔｈａｔ在从句中既不作成分也没有实在的
意义。

１４．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根据题中的语境，“ ｈ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ｗｉｌｌ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ｈｉ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ｌｉｍｉｔｓ的主
语从句中不缺少成分，再根据句意“他是否能达到这些极限得取决于
环境”可知填ｗｈｅｔｈｅｒ，是否。

１５．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山村里的每个人都很友好。无论你
住在这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都没有关系。根据结构词ｏｒ就很容易断
定：ｗｈｅｔｈｅｒ爥ｏｒ。

１６． ｔ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为：会议将被延期的通知大约下午两点
钟来。空格后的句子是解释说明名词ｎｏｔｉｃｅ，作同位语从句，在从句
中不作任何成分，所以用ｔｈａｔ引导。

１７．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题干是主语从句的倒装句，在主语从句中，
缺少宾语而且指的是内容，由此结合选项可知，空格处应填写ｗｈａｔ 。

１８． ｗｈｏｅｖｅｒ。本句考查连词的辨析。首先本句考查的关键短语是ｐｒｏｍｉｓｅ
ｓｂ． ｓｔｈ． “向某人承诺某事”。本句指的是向参加聚会的人提供一个和
电影明星合影的机会，不定式作ｃｈａｎｃｅ的定语，然后就是参加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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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人ｗｈｏｅｖｅｒ ＝ ａｎｙｏｎｅ ｗｈｏ，这样句子就很清晰了，所以划分句子
成分非常关键。

１９． ｈｏｗ。考查名词性从句。根据句意：科学家们研究人脑是如何（ｈｏｗ）
工作来制造电脑的。ｈｏｗ引导宾语从句，在从句中作方式状语。

２０． ｔ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ｔｈａｔ引导同位语从句，在从句中不作句子成
分，补充说明同位语ｐｒｏｍｉｓｅ的内容。

２１． ｔ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分析句子结构可知，空白处后面为句子主语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的同位语从句，在这一从句中，句意完整，不缺少成分，应
该使用ｔｈａｔ作为引导词。

２２． 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提供了多达五种课程，你可以从
中自由选择哪一种最适合你。分析句子结构可知， “ ｓｕｉｔｓ
ｙｏｕ ｂｅｓｔ”为宾语从句。

２３． ｔｈａｔ。考查连词。此句是ｏｃｃｕｒ ｔｏ ｓｂ． （想到；想起）的典型句式。ｔｈａｔ
在这里是作主语从句的连接词。

２４．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考查连词用法。介词ｆｏｒ后面跟的是宾语从句，且从句中
ｆｉｎｄ缺少宾语，所以用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２５．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中的主语从句。句意为：芭芭拉·琼斯提供给
她的狂热仰慕者的是诚实和快乐。ｏｆｆｅｒ ｓｔｈ． ｔｏ ｓｂ． 给某人提供某物，
由此可知从句中ｏｆｆｅｒ后面缺少宾语，应用ｗｈａｔ来作宾语并引导从句。

２６． ｗｈａｔ。考查宾语从句。句意为：这令人震惊的消息使我意识到我们会
面临着多么可怕的问题。宾语从句为感叹句：“Ｗｈａｔ （＋ ａ ／ ａｎ） ＋形
容词＋名词＋主语＋谓语”。

２７．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为：你想用语言表达的信息或许与其他
人实际上理解的内容恰恰相反。ｗｈａｔ引导宾语从句，且在从句中作宾
语。

２８． ｗｈｙ。句意：我想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空谈的人而不是一个干实事
的人，这就是他一事无成的原因。根据句子语法结构，ｗｈｙ在句中用
来引导表语从句。其他连词与句子语意不符。

２９．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为：村民们已经知道我们将要做的事情
是重建这座桥。空格后面的宾语从句中的主语从句中缺少宾语且指
物，所以选择ｗｈａｔ。

３０． ｗｈｙ。考查主语从句。句意为：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尽快报告这个事故，
还不清楚。根据句意可知主语从句中缺少原因状语，故用ｗｈｙ。

３１．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为：他的笔迹非常混乱，很难弄清他想
表达什么意思。该空在宾语从句中作ｅｘｐｒｅｓｓ的宾语，表示事物，故
用ｗｈａｔ，ｗｈａｔ可用作宾语并且指事物。

３２． ｗｈａｔ。考查宾语从句。句意为：老师总是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成功，
就要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及我们是谁。ｂｅｌｉｅｖｅ ｉｎ之后是两个并列的
宾语从句，在第一个从句里，动词ｄｏ缺少宾语，所以用ｗｈａｔ。

３３． ｈｏｗ。考查宾语从句的引导词。句意为：二十名学生想参加旨在教授
如何阅读的课程。

３４． ｔｈａｔ。考查同位语从句。句意为：当战争已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决
定到军队中服役。空格后ｔｈｅ ｗａｒ ｂｒｏｋｅ ｏｕｔ解释说明ｎｅｗｓ的内容，构
成了同位语从句，而且从句中什么成分也不缺，要用ｔｈａｔ来引导，
ｔｈａｔ不能省略。

３５．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如果我有这么多钱，我会自己做买
卖，那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句中ｗｈａｔ在表语从句中充当宾语。ｗｈａｔ
Ｉｄ ｄｏ意为“我所愿意做的事情”。

３６．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为：旧汽车站是否应该被重建为现代
化的宾馆仍然在商讨中。引导名词性从句时，ｉｔ为形式主语，后面的
从句为真正的主语，由句意以及后面的ｏｒ ｎｏｔ可知用ｗｈｅｔｈｅｒ。

３７．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为：对于公众来说，要想知道一项新的
发明对人类的生活有什么用处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句中，ｉｔ为
形式主语，ｔｏ ｓｅｅ ｕｓｅ ａ ｎｅｗ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ｏｆ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是
真正的主语，其中 ｕｓｅ ａ ｎｅｗ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ｏｆ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
是ｓｅｅ的宾语从句，其正常语序为ａ ｎｅｗ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ｏｆ
ｕｓｅ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引导宾语从句时， “ｗｈｏｓｅ ＋ ｎ ”表示“谁的”；
“ｗｈａｔ ＋ ｎ ”表示“什么”；“ｗｈｉｃｈ ＋ ｎ ”表示“哪个、哪些”；ｔｈａｔ
后面不能接名词。由此可以看出该空填ｗｈａｔ，ｗｈａｔ ｕｓｅ “什么用处”，
故选Ｂ。

３８．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在解决问题之前必须弄清楚问题本身
是什么。ｗｈａｔ引导主语从句，并在主语从句中充当表语。注意：句中
的ｉｔ是形式主语。

二、完形填空
１－５ ＡＣＢＤＢ　 ６－１０ ＡＤＣＣＤ　 １１－１５ ＡＢＢＣＡ　 １６－２０ ＤＤＡＣＢ

名词性从句（二）
一、单项填空
１． ｗｈｅｒｅ。句意：“我要问老师定语从句的问题。我对它感到很困惑。”
“那也是大部分同学有疑问的地方。”ｗｈｅｒｅ引导的是表语从句，ｈａｖｅ
ｄｏｕｂｔ ｏｎ ／ ａｂｏｕｔ “怀疑……”，ｄｏｕｂｔ后无介词，所以用ｗｈｅｒｅ。

２．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的引导词。引导一个名词性从句并作ｋｎｏｗ的宾
语，所以用ｗｈａｔ。

３． ｔ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该句中ｉｔ是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是后面的从
句，“ｈ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ｆ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ｋ”是一个陈述句，且结构完整，
不缺少任何成分，所以用ｔｈａｔ引导。

４． ｔｈａｔ。考查同位语从句的连接词。此处ｆａｃｔ为抽象名词，其后的ｔｈａｔ从
句为同位语从句。句意：尽管缺乏食物，但探险者们继续向目标进发。

５．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我们都已经知道她将选择的是出国的
机会。“ｗｈａｔ ｓｈｅ ｗｉｌｌ ｃｈｏｏ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ｇｏ ａｂｒｏａｄ”是宾语从句，
在从句中，ｗｈａｔ ｓｈｅ ｗｉｌｌ ｃｈｏｏｓｅ是从句的主语，ｗｈａｔ在主语从句中作
ｃｈｏｏｓｅ的宾语。

６． ｗｈａｔ。考查宾语从句的用法。句意：他把他所有的邮票以他认为合理
的价格卖掉了。介词ａｔ后面跟的是宾语从句，在从句中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是
插入语，从句中缺主语，故用ｗｈａｔ。

７． ｗｈａｔ。考查宾语从句的连接词。此处ｗｈａｔ在宾语从句中作主语。句意：
吃干净你盘子里的剩东西是礼貌行为。

８． ｗｈａｔ；ｗｈｉｃｈ。考查名词性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第一空引导一个宾
语从句并在从句中作主语，所以用ｗｈａｔ，第二空代替指物的先行词ａｎ
ｏｌｄ ｈａｌｌ，引导一个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所以用ｗｈｉｃｈ。

９．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同位语从句的用法。句意：许多人怀疑花７４９美元买个
苹果四是否太贵了。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ｏｍｅ ｄｏｕｂ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爥是个固定句型，ｄｏｕｂｔ
是名词，后面跟ｗｈｅｔｈｅｒ引导的同位语从句。

１０．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的连接词。句意：显然人们对志愿服务是否
应该得到经济报酬持有不同的观点。此处ｗｈｅｔｈｅｒ表示“是否”。

１１． ｔｈａｔ；ｗｈｏｅｖ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同位语从句和宾语从句）。第一空及
后面的句子是对主语ｗｏｒｄ内容的具体解释，所以用ｔｈａｔ引导。第二
空引导的是一个名词性从句，并在从句中作主语，所以用ｗｈｏｅｖｅｒ，
意思是：无论谁。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ｏ也有此意，但只能引导让步状语从
句，不能引导名词性从句。

１２．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的引导词。这里引导一个表语从句，在从句中
作主语，所以用ｗｈａｔ。语境为：面对困难，你应该相信你的勇气是发
挥很大作用的因素。

１３． ｔｈａｔ。考查宾语从句的引导词。谓语动词ｄｏｕｂｔ前有否定词ｎｅｖｅｒ修
饰，所以要用ｔｈａｔ引导后面的宾语从句。

１４． Ｗｈａｔ。引导一个主语从句，在从句中作句子的主语，所以用ｗｈａｔ。句
意为：明显正确的（做法）就是，给所有的孩子提供平等发展特殊
才能的机会。

１５． ｔｈａｔ。考查表语从句的引导词。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爥ｉｓ ｔｈａｔ爥为固定句式，意
思是：……的原因是……句意为：汤姆考试失败的原因是他没有努力
学习。

１６．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的引导词。引导一个宾语从句，并在从句中作
谓语动词ａｃｈｉｅｖｅ的宾语，所以用ｗｈａｔ。句意为：浙江人民对于近几
年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１７． ｔｈａｔ。考查同位语从句。引导一个同位语从句，描述ｔｈｏｕｇｈｔ的具体内
容，用ｔｈａｔ。

１８．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当你情绪低落时，为了振作起来，一
个面带微笑的拥抱就是你所需要的。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ｈｅｅｒ ｙｏｕ ｕｐ
为表语从句，该从句中缺少宾语，故选ｗｈａｔ。

１９． ｔ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女儿是收养的，这个秘密最终被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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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出去。 ｔｈｅ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ｗａｓ ａ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ｅ为同位语从句，说
明ｓｅｃｒｅｔ的内容，而又被谓语部分ｗａ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ｌｅｔ ｏｕｔ分隔，该同位语从
句中不缺成分，故用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为连接代词，表示在一定范围内选
择；ｗｈａｔ也是连接代词，在名词性从句中作主语、宾语、表语或定
语；ａｓ不能用来引导名词性从句。
【方法技巧】巧辨同位语从句与定语从句
同位语从句和定语从句都可以由ｔｈａｔ引导，很多考生将两者混淆。其
实辨别同位语从句与定语从句特别简单，只需要在名词和从句之间加
上ｂｅ，看能否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即可。如果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
子，就是同位语从句，反之，则是定语从句。如：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ｃａｍｅ ｔｈａｔ Ｙｉ Ｓｉｌｉｎｇ ｈａｄ ｗ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ｏｌｄ ｍｅｄ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３０ｔｈ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消息传来，易思玲在第３０届奥运会上获得首枚金牌。
本句中ｔｈａｔ Ｙｉ Ｓｉｌｉｎｇ ｈａｄ ｗ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ｏｌｄ ｍｅｄ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３０ｔｈ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为同位语从句，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表达：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Ｙｉ
Ｓｉｌｉｎｇ ｈａｄ ｗ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ｏｌｄ ｍｅｄ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３０ｔｈ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该句是一
个完整的句子，因此“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ｃａｍｅ ｔｈａｔ Ｙｉ Ｓｉｌｉｎｇ ｈａｄ ｗ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ｏｌｄ ｍｅｄ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３０ｔｈ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中的ｔｈａｔ从句为同位语从句。
再如：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ｔｏｌｄ ｍ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ｔｒｕｅ．
他告诉我的消息不是真的。
我们不可以说“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ｔｏｌｄ ｍ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ｔｒｕｅ．”因此“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ｔｏｌｄ ｍ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ｔｒｕｅ．”中的ｔｈａｔ从句为定语从句。

２０． Ｔ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这个小男孩对自然界了解这么多确实
令他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感到惊讶。 ｔｈ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ｏｙ ｋｎｏｗｓ ｓｏ
ｍｕ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ｎａｔｕｒｅ为主语从句，从句中不缺少任何成分，故用ｔｈａｔ引
导。ｈｏｗ和ｗｈｙ为连接副词，在名词性从句中分别作方式和原因状
语；ｗｈａｔ为连接代词，在名词性从句中作主语、宾语、表语或定语。

２１． ｔ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我们强烈反对公司的这个决定：在未
来几年将裁掉一半的员工。 ｉｔ ｗｉｌｌ ｆｉｒｅ ｈａｌｆ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ａｆｆ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ｙｅａｒｓ为同位语从句，说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的内容，从句中不缺少成
分，故用ｔｈａｔ。

２２．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 “到周末时我们能完成任务吗？”
“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获得和史密斯先生合作的机会。”宾语
从句“ ｗｅ ｃａｎ ｇｅｔ Ｍｒ Ｓｍｉｔｈ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不缺成分，介词后
的宾语从句用ｗｈｅｔｈｅｒ而不用ｉｆ引导。

２３． ｔ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朝鲜在它的新的年轻领导人的领导之
下是否能保持稳定还有待观察。句中ｉｔ为形式主语，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ｗ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 ｓｔａｂ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ｉ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为真正的主语，根据
句意可知用ｗｈｅｔｈｅｒ。ｗｈｅｎ在名词性从句中作时间状语；ｗｈｙ作原因
状语；ｔｈａｔ尽管在名词性从句中不作成分，但无词义。

２４．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医生们心存疑虑的是我母亲不久是
否会很快从重病中恢复健康。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ｗｉｌ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ｓｏｏｎ为表语从句，根据句意可知用ｗｈｅｔｈｅｒ。ｗｈｅｎ，ｈｏｗ，
ｗｈｙ在名词性从句中分别作时间状语、方式状语和原因状语。

２５．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无论我们乘火车还是轮船去那儿
都没有多大差别。时间和费用是一样的。ｗｈｅｔｈｅｒ爥ｏｒ爥无论……还是
……，用来引导主语从句。ｈｏｗ与ｗｈｙ均为连接副词，分别在名词性
从句中充当方式状语和原因状语。

２６．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无论你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我都
会当回事。宾语从句缺定语且无范围限制，故用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２７．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你想喝什么特别的汤吗？”“无
论你选择哪一种汤对我来说都可以。”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无论哪一个，表示在
一定范围内进行选择；ｗｈａｔｅｖｅｒ无论什么，没有范围限制。

２８． ｗｈｅｒｅ。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昨天我把手机丢了。你能告诉我在
哪儿可以买一个吗？” “嗯，在附近有家百货商店。” Ｉ ｃａｎ
ｂｕｙ ｏｎｅ为宾语从句，从句中缺少地点状语，故用ｗｈｅｒｅ。ｗｈｅｔｈｅｒ为连
词，在名词性从句中不作成分；ｗｈａｔ为连接代词，在名词性从句中作
主语、宾语、表语或定语；ｗｈｅｎ为连接副词，在名词性从句中作时
间状语。

２９． ｈｏｗ。考查名词性从句。句意：当你工作面试时，是你的穿着为面试

定下了调子。ｉｔｓ ｙｏｕｒｅ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ｅｔｓ ｔｈｅ ｔｏｎｅ ｏｆ ｉｔ为强调句
型，被强调部分 ｙｏｕｒｅ ｄｒｅｓｓｅｄ是主语从句，该主语从句中缺
少状语，根据句意可知用ｈｏｗ。

３０． ｗｈａｔ；ｈｏｗ。句意：一些青少年没有意识到的是吸毒成瘾之后生活是多
么艰难。 ｓｏｍｅ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ｄｏｎｔ ｒｅａｌｉｚｅ为主语从句，且从句中
缺少宾语，故用ｗｈａｔ。

二、七选五
　 　 文章主要描述了“趴街”这种新奇运动的来源及发展。
１． Ａ　 根据下文的“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ｐｈｏｔｏ，ｙｏｕｒｅ ｊｕｓｔ 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ｌ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可知

此处选Ａ项。其中ｐｈｏｔｏ是关键词。
２． Ｃ　 根据下文的“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ｗａｓ ａ ｐｏｉｎｔｌｅｓｓ ｗａ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ｏｙｓ ｔｏ ｐａｓ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可知此处选Ｃ项。
３． Ｆ　 根据前文ｓｐｒｅａｄ ｖｅｒｙ ｓｌｏｗｌｙ及后文的“Ｓｏｏｎ，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ａ ｆｅｗ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可知此处选Ｆ项。
４． Ｇ　 本段主要叙述的是此种运动形式想法的来源且根据最后一句

“Ｔｈａｔｓ ｓ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可知选Ｇ项。
５． Ｅ　 根据前文“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１９９５ ｖｉｄｅｏ爥”

及后文人们的看法可知此处选Ｅ项。
名词性从句（三）

一、单项填空
１． ｔｈｅｒｅ；ｔｈａｔ。考查同位语从句的用法及ｔｈｅｒｅ ｂｅ句型。此处ｔｈａｔ ｈｅ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ｎｎｉｓ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是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的同位语。

２． ｗｈｉｃｈ；ｔｈａｔ。本题同时考查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和名词性从句中的同位语
从句，故第一空用ｗｈｉｃｈ，第二空用ｔｈａｔ。

３． Ｗｈａｔ。考查主语从句的连接词。此处ｗｈａｔ在主语从句中作主语。句
意：难的是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并且从不做坏事。

４．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同位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虽然已经讨论了好长时间，
他们仍然没有就是否应该向这项工程投入大量资金达成协议。此处
ｗｈｅｔｈｅｒ不作成分，起连接作用，意思：是否。

５． ｔｈａｔ。此题考查名词性从句。由ｔｈａｔ引导同位语从句，充当ｉｄｅａ的同位
语。

６． ｗｈａｔ。考查表语从句的连接词。此处ｗｈａｔ在表语从句中作主语。
７． ｔｈａｔ。考查主语从句的连接词。本句ｉｔ是形式主语，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ｓ ｃａｎ ｗａｖｅ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ａｇ ｉｎ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是真正的主语。

８． ｗｈｅｎ。考查表语从句的连接词。答句句意：不，那是她堂弟婚礼的时
间。ｗｈｅｎ在表语从句中作表语。

９． ｗｈａｔ。考查宾语从句的连接词。ｗｈａｔ在宾语从句中作ｋｎｏｗ的宾语。
１０． ｗｈａｔ。考查表语从句的连接词。此处ｗｈａｔ在表语从句中作主语。句
意：一些专家认为狼为了生存的团队精神正是当今竞争文化所需要
的。

１１． ｗ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的连接词。ｗｈａｔ引导名词性从句。ｗｈａｔ ＝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１２． ｗｈｏｅｖ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的连接词。 ｔｏ后的句子为宾语从句，
ｗｈｏｅｖｅｒ在宾语从句中作主语，ｗｈｏｅｖｅｒ ＝ ａｎｙｏｎｅ ｗｈｏ。

１３． ｔｈａｔ。考查名词性从句的连接词。句意：他在国外获得的高学历使他
的生活很不相同。此处ｉｔ为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为ｔｈａｔ引导的主语
从句。ｔｈａｔ不作成分，没有意思，只起连接作用。

１４．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的连接词。句意：不断上升的房价是否能
得到控制是人们最担心的。

１５．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名词性从句的引导词。根据句意，应该是“台湾领导
人是否接受”。

１６． ｗｈｅｒｅ。考查表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许多专家认为良好教育的关
键在于教师的发展。此处ｗｈｅｒｅ意为：……的地方，ｌｉｅ是不及物动
词，ｗｈｅｒｅ在从句中作状语。

１７． Ｉｔ；ｔｈａｔ。考查形式主语及同位语从句。ｉｔ作形式主语，ｔｈａｔ引导同位
语从句。

１８． ｗｈｅｔｈｅｒ。考查同位语从句的连接词。此处ｗｈｅｔｈｅｒ ｗｅ ｈａｄ ｅｎｏｕｇｈ ｍｏｎｅｙ
ｆｏｒ 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是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的同位语从句。

１９． ｗｈａｔ。考查宾语从句的连接词。ｉｍａｇｉｎｅ后接宾语从句，ｗｈａｔ ｇｒｅ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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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ｕｂｌｅ作ｔｏｏｋ的宾语。
２０． ｗｈａｔ。考查表语从句的连接词。此处ｗｈａｔ作ｔａｋｅ的宾语。原句可改
为：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ｗｈａｔ ｆｏｒ ａ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ｔｅａｍ ｔｏ ｗｉｎ ａ ｇａｍｅ。

２１． 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考查同位语从句及定语从句。第一空为ｔｈａｔ引导同位语
从句；第二空是ｗｈｉｃｈ引导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２２． Ｔｈａｔ。考查主语从句的连接词。根据Ｔａｉｗａｎ ｈａ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ｍ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Ｓ可知，其句意和结构都完整，故选ｔｈａｔ，
ｔｈａｔ在句中不作成分，没有意思但置于句首不能省略，只起连接作
用。

２３． ｗｈａｔ。考查宾语从句的连接词。此处ｗｈａｔ在宾语从句中作ｌｅａｖｅ的宾
语。

２４． ｗｈｅｎ。考查主语从句的连接词。答句句意：是的，新地铁什么时候公
开使用还不清楚。此处ｗｈｅｎ在主语从句中作时间状语。

二、完形填空
１－５ ＢＣＤＢＣ　 ６－１０ ＡＤＡＤＢ　 １１－１５ ＣＡＣＤＣ
１６－２０ ＢＢＤＡＡ

专题七　 状语从句
一、单项填空
１． ｕｎｌｅｓｓ。考查状语从句中连词的选择。句意：她说除非生意有所改善，
否则她将不得不关闭这家商店。ｕｎｌｅｓｓ意为“除非”，符合语境。

２． ｈｏｗ。考查状语从句。ｈｏｗ ／ ｈｏｗｅｖｅｒ在句中修饰形容词。句意：在生活
中一个人无论日程表排得多么满，总能设法做更多的事情。

３． ｓｉｎｃｅ。考查状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马克需要学习汉语，因为他的
公司要在北京开一个分公司。

４． ｓｉｎｃｅ ／ ／ ｆｏｒ ／ ａｓ。考查状语从句。题干中主句用现在完成时，从句用一般
过去时，再由题干意思可知所填词意思是“自从”。句意：自从我从
国外回来后，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你的好事。

５． ａｓ。本题考查ａｓ引导的状语从句。此处ａｓ引导一个方式状语从句，意
思是“如……一样”。句意：正如那句古老的谚语所说的那样，“人不
可貌相。”

６． ｗｈｅｎ ／ ｉｆ。考查状语从句。由句意“当你们志趣相投时，交朋友就容易
多了”。

７． ｉｎ ｃａｓｅ。考查状语从句的连接词。带驾照的目的是便于租车。
８． ｂｅｆｏｒｅ。考查时间状语从句。句意：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学会顾及自己
的感受和做这件事的理由。

９．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 Ｅｖｅｎ ｉｆ。考查状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尽管那个男孩意
识到错误，但是他总是拒绝承认。

１０． ｂｅｆｏｒｅ。考查状语从句的连接词。句意：多久之后电脑公司才能推出
新产品？此处“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一段时间＋ ｂｅｆｏｒｅ爥”意为“……之后才
……”。

１１． ｂｅｃａｗｓｅ ／ ｆｏｒ ／ ａｓ ／ ｓｉｎｃｅ。考查原因状语从句。句意：动画片《喜羊羊与
灰太狼》非常吸引孩子，因为它迎合了他们的兴趣。

１２．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 ｗｈｉｌｅ。考查状语从句。句意：尽管Ｊａｍｅｓ很困，他还是熬夜
把项目完成了。前后句子之间是让步关系。

１３． ｗｈｅｎ　 １４． Ｅｖｅｎ ｉｆ ／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１５． ｕｎｌｅｓｓ　 １６． ａｓ ／ ｔｈｏｕｇｈ　 １７． ｕｎｌｅｓｓ　
１８． ａｓ ／ ｗｈｅｎ　 １９． Ｗｈｉｌｅ ／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２０． Ｈｏｗｅｖｅｒ　 ２１． ｗｈｅｒｅ　 ２２．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 ｉｆ
２３． ｉｎ ｃａｓｅ　 ２４． ｗｈｅｒｅ　 ２５．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２６．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２７．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２８． Ｗｈｉｌｅ　 ２９． ｓｉｎｃｅ　 ３０． ｔｈｏｕｇｈ ／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３１． Ｗｈｉｌｅ ／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３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ｏ，ｍａｔｔｅｒ ｈｏｗ　 ３３． ｔｈａｎ　 ３４． ｗｈｅｎ　 ３５． ａｓ ｉｆ　 ３６． ｉｎ ｃａｓｅ
三、改错
１． ｅｖｅｎ后面加ｉｆ　 ２． ｗｈｅｎ—ｗｈｉｌｅ　 ３． ｍｉｎｕｔｅ—ｍｏｍｅｎｔ
４．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ｗｈｅｒｅｖｅｒ　 ５． ｉｆ—ｗｈｅｔｈｅｒ　 ６． ｗｈｅｎ—ｓｉｎｃｅ　 ７． ｔｈａｔ—ｗｈｅｎ
８． ｔｈｏｕｇｈ—ｂｅｃｏｕｓｅ　 ９． ｓｉｎｃｅ—ａｓ　 １０． ｔｈｅｎ—ｗｈｅｎ　 １１．删掉ａｇｏ
１２．删掉ｂｕｔ　 １３． ａｎｙ后面加ｏｔｈｅｒ　 １４． ｈｅ前加ｓｏ或ａｎｄ
１５． ａｒｄｅｒ后加ｔｈａｔ　 １６． ｗｈｅｒｅｖｅｒ—ｗｈｅｖｅｒ　 １７．第一个ｃｏｍｅｓ—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１８． ｔｈａｔ—ｗｈｅｒｅ　 １９．删掉ｍｏｒｅ　 ２０． ｓｕｃｈ—ｓｏ
二、阅读理解
　 　 本文是一篇常见的应用文，主要向读者介绍了与我们人体相关的一
些知识和信息。

１． Ｄ　 考查细节理解。从第一则中的“爥ｉｔｓ ｍｏｒｅ ｏｆ ａ ｄａｒｋ ｒｅｄｄｉｓｈ ｐｕｒｐｌｅ
ｃｏｌｏｕｒ．”可知，血液应该是深紫红色，所以答案选Ｄ项。

２． Ｄ　 考查细节理解。从第四则中的“Ｔｈｅｙ ｓｉｍｐｌｙ ｌｏｓ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ｉｎｅ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ｃｕｒｖ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ｄｉｓｕｓｅ爥”可知，由于脊柱的
弯曲，所以导致老年人看起来有点矮了，所以答案选Ｄ项。

３． Ａ　 考查细节理解。从第二则中的“Ｂｕｔ，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ｙｏｕｒ ｂｒａｉｎ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ｔｉｐｓ ｉｔ，ｂｅｃａｕｓｅ ｅｖｅｎ ｗｈｅｎ ｙｏｕｒｅ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ｓｔｉｌｌ ｙｏｕｒ ｂｒａｉｎ 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ｗｉｃｅ ａｓ ｍｕｃ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ｓ ｙｏｕｒ ｈｅａｒｔ，ａｎｄ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ｆｏｕｒ ｔｏ ｆｉｖ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ｓ
ｍｕｃｈ ｂｌｏｏｄ ｔｏ ｆｅｅｄ ｉｔ．”可知，脑子要比心脏更努力、更辛苦，所以
答案选Ａ项。

４． Ｂ　 考查写作意图。从全文可知，这是一篇医学科技类的文章，主要
介绍了与我们人体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Ｂ项能很好地概括全文。

二、阅读理解
　 　 本文是一篇说明文。巧克力可以改善情绪。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介绍
了新加坡的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的一些情况。
１．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一段中的“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ｏｏｄｓ ａ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ｉｔ ｗａ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ｏｎｌｙ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ｉｍｅ爥”可知，巧克力有助于改善心理状态。

２． Ｄ　 推理判断题。根据第二段中的“Ｉｆ ｔｈｅ ＣＲＦ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ａ ｓｍａｒｔ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Ｌｅｅ ｉｓ ｎｏｔ ｍｅｒｅｌｙ ａ ｓｅａｓｏｎｅｄ ｓａｌｅｓｐｅｒｓ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ａｄ ｏｆ ａ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ｉｇ ｎａｍ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ｅｖｉｓ ａｎｄ Ｓｏｎｙ．”可以推知，他有许多市场经验。

３． Ｃ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三段中的“爥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爥”可知，ｔｈｅ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Ｓｅｒｉｅｓ卖得最好。

４． Ａ　 推理判断题。根据最后一段中的“爥ｗｈｏ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ｓ爥”可以推知，该词组指自以为对巧
克力很有研究的人。

专题八　 特殊句式（一）
一、语法填空
１． ｏｒ。考查祈使句。此处考查句型：祈使句＋ ａｎｄ ／ ｏｒ ＋ 句子。ｏｒ表“否
则”。

２． ａｎｄ。考查祈使句。考查固定句型：祈使句＋ ａｎｄ ／ ｏｒ ＋ 陈述句。此处
前后两句话为顺接关系，故用ａｎｄ，相当于：Ｉｆ ｙｏｕ ｒ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ｎｏｔ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ｂｏｕ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ｍｏｎｅｙ．

３． ｄｉｄ ｉｔ ｏｃｃｕｒ。考查倒装。否定词（短语）放于句首，句子要部分倒装，
此处即将助动词ｄｉｄ放于主语ｉｔ之前。

４． ｔｈａｔ。考查强调句。此处考查固定句型ｎｏｔ爥ｕｎｔｉｌ的强调句，其句型结
构为：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爥ｔｈａｔ ＋句子。

５． ｔｈａｔ。考查强调句。题干可还原为：Ｍｒ Ｇｒｏｓ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ｉｍ
ｗａ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ｏｎ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ｈｅ ｈａｄ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ｓ． 因此选
ｔｈａｔ。

６． ｎｏｔ ｔｏ。考查不定式的省略。句意：这个司机想把车停靠在路边，但警
察叫他别那样做。短语ａｓｋ ｓｂ． ｎｏｔ ｔｏ ｄｏ ｓｔｈ．，其被动式ｂｅ ａｓｋｅｄ ｎｏｔ ｔｏ
ｄｏ。其中ｄｏ即为前文的ｐａｒｋ，故省略，仅保留不定式符号ｔｏ。

７． ｉｓ ｔｈｅｒｅ。本题考查反意疑问句。句意：在你的心目中，几乎没有疑问
他是无辜的，是吗？Ｔｈｅｒｅ ｂｅ句型的反意疑问部分用“ｂｅ ＋ ｔｈｅｒｅ”结
构，此外，句中ｌｉｔｔｌｅ表否定，所以反意疑问用肯定。

８． ｄｉ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考查倒装句。句意：直到三年前从教育战线退休以后，
他才考虑到国外度假。“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爥”置于句首，主句需部分倒装。

９． ｄｉｄ；ｎｏｔｉｃｅ。考查倒装句。句意：直到第二次读了她的作文之后玛丽才
注意到这个拼写错误。“ｏｎｌｙ ＋状语（从句）”置于句首时，主句主谓
要部分倒装，即助动词置于主语前。其次，根据ａｆｔｅｒ引导的从句的时
态可知，该句要用一般过去时。

１０． ｉｓ ｉｔ。本题考查倒装句。句意：这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完整的
故事。我的故事是不一样的。ｎｏｒ也不，位于句首时，句子要用部分
倒装结构；ｔｈｅｒｅ ｂｅ表示“有”，不符合句意；ｉｔ ｉｓ与前半句中的ｔｈｉｓ
ｉｓ形成呼应。

１１．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考查祈使句。句意：你在辞掉工作之前，要考虑你家人对
你的决定的感受。祈使句表示命令、建议或请求，应用动词原形。



参考答案

２６９　　

１２． ｔｈａｔ。考查强调句。句意： “她是通过裁员才挽救了这家公司吗？”
“不是。是通过提高工作效率。”判断一个句子是否是强调句时，可
去掉句中的ｉｔ ｉｓ ／ ｗａｓ和ｔｈａｔ，如果剩下的部分在结构和意义上完整，
那就是强调句。本题干是强调句的一般疑问句，句中被强调的部分是
状语ｂ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ｓｔａｆｆ，去掉句中的ｉｔ ｗａｓ和ｔｈａｔ后，原句变为Ｓｈｅ
ｓａｖ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ｂ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ｓｔａｆｆ。

１３． ｎｅｉｔｈｅｒ ／ ｎｏｒ。考查特殊句式。句意：简不会来参加我们今晚的宴会，
汤姆也不会来。此处是否定句，故使用ｅｉｔｈｅｒ，而ｔｏｏ一般用于肯定句
中。此处也可以用ｓｏ倒装的否定式，即ｎｅｉｔｈｅｒ ／ ｎｏｒ ｗｉｌｌ Ｔｏｍ。

１４． Ｉｆ ｓｏ。考查省略和替代。句意：听起来车的发动机好像有问题，如果
那样的话，我们最好立刻把它弄到汽修厂去。前后两句话之间是顺承
关系。

１５． ａｓ ／ ｔｈｏｕｇｈ。本题考查倒装。ａｓ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应将状语、表语
甚至谓语提前构成形式上的倒装。题干前半句说，她试过；后半句说
Ｓｕｅ不能打开门，明显前后两句意思相反。ａｓ表示“虽然，尽管”。

１６． ｄｏｅｓ ｉｔ。考查反意疑问句。反意疑问句的基本原则就是与主句主谓保
持一致。陈述部分为否定，故附加部分为肯定。句意：他们是否来参
加你的派对，没有关系，是吗？

１７． ｔｈａｔ。考查强调句。强调句型：Ｉｔ ｉｓ ／ ｗａｓ ＋被强调部分＋ ｔｈａｔ ＋其他部
分。

１８． ｔｈａｔ。考查强调句。问话人询问对方是否看过《山楂树之恋》这部电
影，答话人回答说当然看过，这部电影是在自己的村庄拍摄的。本句
是强调句，被强调的部分是地点状语ｉｎ ｏｕ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１９． ｔｈａｔ本题考查强调句型。强调主语。句子意思：决定我们生活的东西
不是我们偶尔所做的事情而是那些我们自始至终所做的事情。

２０． ｔｈａｔ。本题考查强调句型。迷惑点在于强调部分中含有一个定语从句
ｔｈａｔ ｓｈｅ ｈａｄ ｂ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１． ｓｏ。此题考查ｓｏ爥ａｓ爥的固定结构。句意：我很少看到妈妈像现在一
样为我的进步如此开心。题干中的关键词是ａｓ，译为“像……一样，
正如……一样”。

２２． ｓｔｏｏｄ。考查特殊句式。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ｔｈｕｓ，ｔｈｅｎ等副词位于句首，且
当句子的主语是名词时，句子用全部倒装。

２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本题考查ｉｆ条件句中的省略情况。解析：本句的主语是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谓语动词是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引导宾语从句，宾语从句的主
干是：ｐｒｏｐ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ｏｕｒ ｈｅａｌｔｈ，ｉｆ
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是插入的条件从句，从句的主语是ｐｒｏｐ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此时应用ｉｔ代替前面提到的主语，条件句的主语与主句的主语一致，
并且含有ｉｓ，故省略了ｉｔ ｉｓ，完整形式是：ｉｆ ｉｔ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句意为：
这项实验表明，适当的运动，如果有规律地进行，能够有助于我们的
健康。

２４． ａｓ。考查比较级的结构，ａｓ爥ａｓ，注意句中的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只是修饰
ｔｗｉｃｅ。

２５．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ｔｈａｔ。考查强调句型。根据Ｉｔ ｉｓ ／ ｗａｓ爥ｔｈａｔ结构可知。
２６． ｓｏ。考查省略句的用法。Ｉｆ ｓｏ ＝ Ｉｆ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ｔｈａｔ ／ ｓｏ。
２７． ｉｓｎｔ ｈｅ。考查反意疑问句。陈述句中的谓语中虽有情态动词ｍｕｓｔ，但
此处ｍｕｓｔ表示对正在进行的动作进行推测，不将其看作情态动词。
而ｍｕｓｔ后有助动词ｂｅ，故反意疑问句部分由助动词ｂｅ来构成。

２８． ｔｏ。
２９． ｔｈａｔ。考查强调句。这是一个“Ｉｔ ｉｓ爥ｔｈａｔ爥”强调结构。强调部分为

“ｎｏｔ ｔｉｍｅ，ｍｏｎｅｙ，ｐｏｗｅｒ ｏｒ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ｂｕｔ ｌｏｖｅ”，里面使用了“ｎｏｔ爥
ｂｕｔ”结构。

３０． Ｓｏ。考查特殊句式。 “ｓｏ ＋主语＋助动词／系动词／情态动词”表示
“确实如此”。根据答语后半句可知空处表示他确实被警告了。

３１． Ｉｆ ｅｖｅｒ。考查省略。Ｉｆ ｅｖｅｒ是Ｉｆ Ｉ ｈａｖｅ ｅｖｅｒ ｂｅ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的省
略。

３２． ｗｈｅｎ；ｔｈａｔ。考查强调句式及定语从句。句意：我仍然记得是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我们开始使用手机，手机用户的数量大大增加了。第
一空是ｗｈｅｎ引导定语从句，表示“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使用手机”，
第二空是强调句型的引导词，被强调的部分是时间状语。

３３．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ｈａｖｅ。考查省略用法。在含有ｏｕｇｈｔ ｔｏ句子的简略回答中，表
示过去动作的ｈａｖｅ不能省略。

３４． ｄｉｄｎｔ ｉｔ。考查反意疑问句。句意：看！地面是湿的。昨天晚上一定下
雨了，是吗？由于ｍｕｓｔ在句中表示推测且陈述部分含有过去时间状
语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故其反意疑问部分为ｄｉｄｎｔ ｉｔ？
【方法技巧】巧解含表推测的ｍｕｓｔ的反意疑问句
当ｍｕｓｔ表示推测时，其反意疑问句同去掉ｍｕｓｔ还原之后的句子所使
用的反意疑问句。例如：
①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ｂｅｆｏｒｅ， ？
②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ｍａｔｃｈ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
将①句中的ｍｕｓｔ去掉，则还原为“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ｂｅｆｏｒｅ．”故
其反意疑问句为ｈａｖｅｎｔ ｙｏｕ？
将②句中的ｍｕｓｔ去掉，则还原为“Ｙｏｕ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ｍａｔｃｈ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故其反意疑问句为ｄｉｄｎｔ ｙｏｕ？

３５． ｕｓｅｄ ｔｏ ｂｅ。考查省略用法。句意：“这里有医院吗？”“没有，但这里
曾经有过一家医院。” ｔｈ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ｂｅ后面省略了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３６． ｕｎｔｉｌ；ｔｈａｔ。考查强调句型。句意：直到她摘下墨镜我才意识到她是一
位著名的影星。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的强调句式为Ｉｔ ｉｓ ／ ｗａｓ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爥ｔｈａｔ爥。

３７． Ｗｈａｔ。考查感叹句。句意：自从香港１９９７年回归中国以来它取得的
进步多么大啊！设空处修饰的中心词是名词，故用ｗｈａｔ。

３８． Ｓｅａｒｃｈ。考查特殊句式。语意：搜索你所在城市的消防部门的网站，
你可以学到很多消防知识。本句是“祈使句＋ ａｎｄ ＋陈述句”句型，
故应用动词原形。该句还可以改写为：Ｉｆ ｙｏｕ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ｙｏｕｒ ｃｉｔｙ，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ａ ｌｏｔ ａｂｏｕｔ ｆｉｒｅ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３９． ｔｈａｔ。考查强调句。这是强调句的一般疑问句，正常的语序是：Ｉｔ ｗａ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ｓｎｏｗｓｔｏｒｍ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ｈａｄ ｔｏ ｂｅ ｐｕｔ ｏｆｆ．
被强调部分是表示原因的状语。

二、完形填空
１－５ ＣＡＤＢＢ　 ６－１０ ＤＣＢＡＤ　 １１－１５ ＣＡＣＢＢ　 １６－２０ ＡＡＢＤＣ
二、七选五
　 　 本文主要叙述了词典的有关知识。
１． Ｇ　 根据本段最后一句可知，此处选Ｇ项。
２． Ａ　 根据前文的ｆｉｒｓｔ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及下文的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可知，此处选Ａ

项。
３． Ｅ　 本段主要叙述的是大词典的特点，故选Ｅ项。
４． Ｂ　 根据下文的Ａ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及“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ｅｖｅｎ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ｓｌａｎｇ．”可知，此处选Ｂ项。
５． Ｃ　 前文提到了各种各样的词典，且根据最后一句可知此处是归纳句，

故选Ｃ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