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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必修 １

Ｕｎｉｔ １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ｕｐｓｅｔ；ｕｐｓｅｔ；ｕｐｓｅｔｔｉｎｇ
２）①他的奇怪行为使他父亲很不安。
②不要为考试烦恼。
③让他不高兴的是，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
④想到她孤身一人守着那所大房子，我感到心烦。
⑤打乱计划；使肠胃不适

２． １）Ｉ ｍａｄｅ ａ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ｂｕｔ ｓｈｅ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ｉｔ．
２）ｉｇｎｏｒａｎｔ；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３）ｏｕｔ ｏｆ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３． １）ｃａｌｍ ｄｏｗｎ
２）ｃａｌｍ；ｓｉｌｅｎｔ；ｑｕｉｅｔ；ｓｔｉｌｌ

４． １）人们对电视上的暴力内容日渐忧虑。
２）总统对这个问题深感担忧。
３）本章旨在讲述历史背景。
４）他问了几个有关公司前途的问题。
５）表达对……的担忧、关心
６）据……所知

５． １）他把孩子安顿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
２）这家人已定居加拿大。
３）要解决争端只有一种方法，他们是知道的。

６． １）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２）共和党在最近的投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
独立思考Ｂ
１． １）①Ａｄｄ ｍｏｒｅ ｓｕｇ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ｆｆｅｅ．

②Ａｄｄ ｕｐ ｙｏｕｒ ｓｃ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ｅ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ｙｏｕ ｃａｎ ｇｅｔ．
③树木增添了城市的美丽。
④汤姆，１０，２０和５加起来是多少？

２）①ａｄｄ　 ②ａｄｄ ｕｐ ｔｏ　 ③ａｄｄ ｔｏ
２． １）浏览；查看　 ２）经历；经受　 ３）完成　 ４）仔细检查　 ５）穿过；通过
３． ｗｒｉｔｅ ｄｏｗｎ ／ ｐｕｔ ｄｏｗｎ
４． １）①Ｓｈｅ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ｅａｒｌ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ｅｔ ａ ｇｏｏｄ ｓｅａｔ．

②为了掌握全面情况，还需要详细资料。
２）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可位于句首或句中，ｓｏ ａｓ ｔｏ只位于句中。ｓｏ ｔｈａ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引导目的状语从句，从句中需加情态动词ｍａｙ，ｍｉｇｈｔ，ｃｏｕｌｄ，
ｃａｎ等，可以和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ｓｏ ａｓ ｔｏ （它们的否定式均为在ｔｏ前加
ｎｏｔ）转化。例如：
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ｈａｒｄ ｓｏ ｔｈａｔ ／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ｋｅｅｐ ｕｐ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
＝ 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ｈａｒ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 ｓｏ ａｓ ｔｏ ｋｅｅｐ ｕｐ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
＝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ｋｅｅｐ ｕｐ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ｈａｒｄ．

３）他如此粗心，竟然没有把车锁上。
５． １）Ｈｅ ｉｓ ｎｏｔ ｅａｓｙｇｏｉｎｇ． Ｉｔｓ ｖｅｒｙ ｈａｒｄ ｔｏ ｇｅｔ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ｉｍ．
２）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ｒ ｗｏｒｋ？

６． １）ｊｏｉｎｓ ｉｎ　 ２）ｊｏｉｎｓ；ｉｎ　 ３）ｔｏｏｋ ｐａｒｔ ｉｎ　 ４）ａｔｔｅｎｄ
独立思考Ｃ
１． １）强调句型基本结构：Ｉｔ ｉｓ ／ ｗａｓ ＋被强调部分＋ ｔｈａｔ ／ ｗｈｏ ＋其他成分

强调句的一般疑问句句型：Ｉｓ ／ Ｗａｓ ＋ ｉｔ ＋被强调部分＋ ｔｈａｔ ／ ｗｈｏ爥？
强调句的特殊疑问句句型：疑问词＋ ｉｓ ／ ｗａｓ ＋ ｉｔ ＋ ｔｈａｔ ／ ｗｈｏ爥？

２）①Ｉ ｃａｎｔ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ｗｈｅｎ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②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 ｈｅ ｃａｍｅ ｂａｃｋ ｈｏｍｅ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Ｔｏｍ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ｈｅ ｗａｓ
ｗｒｏｎｇ．

２． １）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ｗｅ ｈａｄ ｅｖｅｒ ｈ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２）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ｔｉｍｅ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３． １）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ｏｐｅｎ

２）ｗｉｔｈ ａ ｂｏｏｋ ｉｎ ｈｉｓ ｈａｎｄ
３）ｗｉｔｈ ｈｅｒ ｍｏｔｈ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ｅｈｉｎｄ ｈｅｒ
４）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５）Ｗｉｔｈ ｓｏ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ｔｏ ｒｅａｄ
【自我测评】
１． ｉｇｎｏｒｅｄ　 考查动词辨析。
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句意为：公众关心的是医疗工作者和科学家们能否在短期
内找到治疗这种新疾病的方法。ｂ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担心，关心。

３． ｈａｖｅ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ｓｕｆｆｅｒ作及物动词，意为“受苦（痛、损失）”，其后常
跟抽象名词，如ｐａｉｎ，ｌｏｓｓ，ｇｒｉｅｆ等。ｓｕ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后常跟某种疾病，意
为“受……折磨，受……之苦”。

４． ｔｈｒｏｎｇｈ　 ｇｏ ｔｈｒｏｕｇｈ在本句中是“浏览”的意思。ｇｏ ａｆｔｅｒ追赶；ｇｏ ｉｎｔｏ
进入；ｇｏ ｗｉｔｈ与……持同一看法，与某物相配。

５． ｊｏｉｎｅｄ；ｉｎ　 ｊｏｉｎ表示参加党派、团体、组织等；ｊｏｉｎ ｉｎ表示参加某种活
动。

６．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　 考查时态。在“Ｔｈｉｓ ／ Ｔｈａｔ ／ Ｉｔ ｂｅ ＋序数词＋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爥”中，
当主句的谓语为ｉｓ或ｗｉｌｌ ｂｅ时，ｔｈａｔ从句常用现在完成时态；当主句
谓语用ｗａｓ时，则ｔｈａｔ从句用过去完成时态。

７． ｍｏｖｅｓ　 地球围绕太阳转是客观事实，故用一般现在时。
８． ｔｏ ｓｏｌｖｅ　 考查ｗｉｔｈ复合结构。ｐｒｏｂｌｅｍ和ｓｏｌｖｅ为动宾结构，且未发生。

Ｕｎｉｔ 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ｍａｋｅ ａ ｖｏｙａｇｅ ／ ｇｏ ｏｎ ａ ｖｏｙａｇｅ
１）ｊｏｕｒｎｅｙ　 ２）ｖｏｙａｇｅ　 ３）ｔｒｉｐ　 ４）ｔｏｕｒ

２． １）ｂａｓｉｎｇ；ｏｎ
２）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ｎｏｖｅｌ ｂｙ Ｌｅｗｉｓ．
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ｓｅ　 三角形的底边
４）ｂａｓｉｃ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ｂａｓｉｃ ｓａｌａｒｙ ／ ｐａｙ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ｂ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３． １）ｔｏｏｋ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２）ｈａｖ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３）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ｃ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ａ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４）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ｓｂ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４． １）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ｏｆ
２）ｒｅｑｕｅｓｔｅｄ；（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ｔｏｌｄ ｏｆ ｈ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３）ａｒ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ｅｄ ｎｏｔ ｔｏ

５． １）①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ｏ ｂｅ ／ ａｓ　 ②ｗａ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２）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①ｂｅｙｏｎｄ ／ ｏｕｔ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②ｗｉｎ ｓｂ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独立思考Ｂ
２． １）（人）走近；靠近　 ２）（太阳、月亮）升起
３）出现　 ４）发芽；长出　 ５）被提出

３． ｍａｋｅ ｇｏｏｄ ／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ｋｅ ｆｕｌｌ ／ ｍｏｓｔ ｕｓｅ ｏｆ
１）Ｍａｋｅ ｆｕｌｌ ｕｓ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ｃｈａｎｃｅ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Ｗｅ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ｇｏｏｄ ｕｓｅ ｏｆ ｈｅｒ ｔａｌｅｎｔｓ．
把……投入使用　 开始使用　 正在使用中　 废弃，不能再用了

４． ｓｕｃｈ ａｓ
５． ｐｌａｙ ／ ａｃｔ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①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②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 ｉｎ　 ③ｐｌａｙ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ｒｏｌｅ ｉｎ

独立思考Ｃ
１．①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ｈａｎ　 ②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③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Ｉｔ ａｌｓｏ ａｃｔｓ ａｓ ｍ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
④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⑤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⑥Ｉ ｌｏｖｅ ｙｏｕ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Ｉ ｃａｎ ｓａｙ．
仅仅，只不过　 而不是　 除了　 更确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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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Ｂｅｌｉｅｖｅ ｉｔ ｏｒ ｎｏｔ，ｈｅ ａｓｋｅｄ ｍｅ ｔｏ ｔｅｌｌ ｙｏｕ ａ ｌｉｅ！
２）ｎｏｔ ａ ／ ａｎ ＋可数名词单数
ｎｏｔ ａｎｙ ＋可数名词复数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ｕｃｈ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ａｃｔｏｒ ａｓ ｈｉｍ．

【自我测评】
１．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名词，意为“不仅仅”。
２． ｅｖｅｎ ｉｆ ／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句意为“给予孩子们足够的空间提出他们的意见，
尽管他们的不同于你自己的”。

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根据前一分句的内容可知她变得让人“辨认”不出来了。
４． ｔａｋｅｓ ｏｆｆ　 因为主语是飞机并非“我”，所以此句只是说明“飞机６点
起飞”这个事实。

５． ｗｏｒｓｅ　 ｃａｎｔ ／ ｃｏｕｌｄｎｔ与比较级连用时表示“再也没有更……的了”。
６． ｔｏ ｒｅｓｃｕｅ　 此题中ｃｏｕｌｄ后省略了ｄｏ，而不定式ｔｏ ｒｅｓｃｕｅ是目的状语。

Ｕｎｉｔ ３　 Ｔｒａｖ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ｐｌａｙｉｎｇ ／ ｔｏ ｐｌａｙ
２）ｔｏ ｓｔａ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ｇｏ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３）ｐｒｅｆｅｒｓ ｔｈｅｍ ｔｏ ｂｅ ｈｏｍｅ ｅａｒｌｙ
４）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 ｔｅｒｍ ｐａｐ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５）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ｍｙ ｎａｍ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偏爱
优待
ｉ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２． １）ｈｉｍ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ｊｏｂ ／ ｉｎｔｏ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ｏｂ
２）ｎｏｔ ｔｏ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 ｏｕｔ ｏｆ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３）ｍｙ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
４）ｈｅ ｉｓ ｈｏｎｅｓｔ

３． ａｔ ｌａｓｔ，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４． １）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２）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ｎｅｖｅｒ ｔｏ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 ａｇａｉｎ
４）ｈｅｒ ｔｏ ｍａｒｒｙ ｈｉｍ
５）ｈａｖ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ｏｎ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ａｆｔｅ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６）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ａｓ ｇｕｉｌｔｙ ｏｆ ｒｏｂｂｅｒｙ

５． １）风景　 ２）视野　 ３）观点，态度　 ４）鉴于，由于　 ５）看待
ｃｏｍｅ ｉｎｔｏ ｖｉｅｗ　 ｉｎ ｏｎｅｓ ｖｉｅｗ　 ｉｎ ｖｉｅｗ　 ｖｉｅｗ爥ａｓ
思考：１）ｖｉｅｗ　 ２）ｓｃｅｎｅ　 ３）ｓｃｅｎｅｒｙ　 ４）ｓｉｇｈｔｓ

独立思考Ｂ
１． １）在乎　 ２）关心
３）喜欢，照顾，想要　 小心，当心；珍重，保重　 小心地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ｏｆ

４）Ａｌｌ ｓｈｅ ｃａｒ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ｓ ｈ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５）Ｈｅ ｃａｒｅｓ ｆｏｒ ｈｅｒ ｄｅｅｐｌｙ．

２． １）ｍａｄｅ ｕｐ ｙｏｕｒ ｍｉｎｄｓ　 ２）ｃａｌｌ ｔｏ ｍｉｎｄ　 ３）ｂｅａｒ；ｉｎ ｍｉｎｄ　 ４）ｈａｖｅ ｉｎ ｍｉｎｄ
５）读某人的心思
发疯，发狂
专心于，把注意力集中于……

３． １）ｇｉｖｅ ｉｎ　 ２）ｇｉｖｅｎ ｉｎ ｔｏ
分发；发出（热、光等）；耗尽；公布，宣布
发出，放出（气味、热、光等）
归还；送回；恢复
赠送，捐赠；泄露（秘密等）
让路
放弃做某事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Ｈｅ ｉｎ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ｅ ｈａｄｎｔ ｍａｄｅ ａ ｍｉｓｔａｋｅ．
２）Ｔｈｅ ｂｏｄｙｇｕａｒｄｓ ｉｎ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ｋｅｅｐ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ｋｅ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３）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ｔａｘ，ｗｈｉｃｈ ｇａ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ａ
ｈｅ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４）ｉｎ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ｅ ｇａｖｅ ｉｎ ｈｉ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ｓｔｉｌｌ ｉｎ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ｄｏ ｉｔ
ａｇａｉｎ

２． １）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２）Ｍａｒｙ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ｇｅｔ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３）Ｈａｒｒｙ Ｐｏｔｔｅｒ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ａｄ．

３． １）Ｏｎｃｅ
２）Ｏｎｃｅ ｍｙ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ｄｅｃｉｄｅｓ ｔｏ 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ｎｏｔｈｉｎｇ ｃａｎ ｓｔｏｐ ｈｉｍ．

４． １）ｃａｎｔ ｗａｉｔ ｔｏ ｈｅａｒ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２）等某人做某事
３）等着做某事（与ｃａｎｔ ／ ｃａｎ ｈａｒｄｌｙ ｗａｉｔ ｔｏ ｄｏ ｓｔｈ含义不同）
【自我测评】
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考查名词辨析。句意：一个有决心的人通常能实现自己
的目标。

２． ｗａｙ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ｇｉｖｅ ｗａｙ ｔｏ “被……征服，听凭……决定”。
３． Ｏｎｃｅ ／ Ｗｈｅｎ ／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考查连词。句意“一旦学生们决定了去哪所大
学读书，他们就得研究办理入学的手续”。

４． ｗｉｔｈｏｕｔ　 考查动词短语。根据上句“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ｆｏｏｄ”可推测出“即便是富裕家庭也得几天吃不上面包”。

５．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考查名词。根据句意可知是否戴帽子取决于个人的喜好，
即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６． ｓｔｕｂｂｏｒｎ　 考查形容词。
７． ｔｏｗａｒｄｓ ／ ｔｏ　 考查名词辨析。句意：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死亡的态度
也会发生变化。

Ｕｎｉｔ ４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ｂｕｒｓｔｓ ｏｆ　 ２）ｕｎｔｉｌ ｉｔ ｂｕｒｓｔ　 ３）ｂｕｒｓｔ ｉｎｔｏ ｍｙ ｒｏｏｍ
４）ｂｕｒｓｔ ｉｎｔｏ 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 ｂｕｒｓｔ ｏｕｔ 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５）勃然大怒／悲痛欲绝／乐不可支

２． １）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ｕｉｎ　 ２）ｇｏｔ ｒｕｉｎｅｄ　 ３）ｒｕｉｎｅｄ　 ４）ｌａｙ ／ ｗａｓ ｉｎ ｒｕｉｎｓ
５）毁灭，落空；使……毁灭；毁坏某人的健康／声誉／前途
【拓展】ｗｅｒｅ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ｄａｍａｇｅｄ；ｒｕｉｎ

３． １）ｉｎｊｕｒｅｄ　 ２）ｉｎｊ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３）ｇｏｔ ｉｎｊｕｒｅｄ

４． １）ｃａｍｅ ｔｏ ｈｉｓ ｒｅｓｃｕｅ　 ２）Ｔｈｅ ｒｅｓｃｕｅ ｔｅａｍ　 ３）ｒｅｓｃｕｅｄ；ｆｒｏｍ
５． １）ｗｅｒｅ ／ ｇｏｔ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２）ｔｒａｐｐｅｄ ｈｉｍ ｉｎｔｏ ａｄｍｉｔｔｉｎｇ
３）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ａ ｔｒａｐ　 ４）ｓｅｔ ａ ｔｒａｐ ｆｏｒ

６． １）ｂｕｒｉｅｄ　 ２）ｂｕｒｉｅｄ ｈｅｒ ｆａｃｅ ｉｎ　 ３）ｂｕｒｉ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ｉｎ
４）被活埋，隐居；陷入沉思
思考：ｂｅ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ｔｏ；ｂｅ ａｄ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ｂｅ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 ｌｏｓｔ ｉｎ；ｂ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ｉｎ；
ｆｏｃｕｓ ／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ｆｉｘ ｏｎｅ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７． １）ｊｕｄｇｅ；ｂｙ　 ２）Ｊｕｄｇｉｎｇ ｂｙ ／ ｆｒｏｍ　 ３）ｊｕｄｇｅｓ
４）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Ｉ ｃａｎ ｊｕｄｇｅ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ａｔ ａｎ ｅｎｄ　 ２）ｃａｍｅ ｔｏ ａｎ ｅｎｄ　 ３）ｂｒｉｎｇ；ｔｏ ａｎ ｅｎｄ
４）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爥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拓展】收支相抵；连续（地），直立；衔接，首尾相连；结束

２． １）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２）ａｎ 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３）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ｏｆ
３． １）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ｉｔｔｌｅ ｏｆ　 ２）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ｌｉｔｔｌ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３）ｗａ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ａｔ　 ２）Ｉｔ ｓｅｅｍｅｄ ａｓ ｉｆ　 ３）ｓｅｅｍ ｔｏ　 ４）Ｔｈｅｒｅ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２． １）ｌｅａ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２）ｕｎｔｏｕｃｈｅｄ
３）ｌｅａｖ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ｓｅｔｔｌｅｄ
４）ｌｅｆｔ ｍｅ ａｔ ａ ｌｏｓｓ
５）ｌｅｆｔ ｔｈｅ ｏｌｄ ｍａｎ ｖｅｒｙ ｗｅａｋ



参考答案

３５１　　

３． Ｎｏｔ ａｌｌ ｈｏｐｅ ｗａｓ ｌｏｓｔ．
１）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ｏｎ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２）Ｎｅｉｔ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ｋ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自我测评】
１． Ｔｈｏｎｇｈ ／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 ｗｈｉｌｅ　 “对老师感激”和“无法表达谢意”之间是
转折关系，所以用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意为：尽管。

２． ｓｈｏｃｋｅｄ　 考查形容词。ｔｅｒｒｉｆｙｉｎｇ “令人恐惧的”，这里指警察进入教室
大家都感到震惊。

３． ｏｎ　 考查动词辨析。句意：许多朋友给我发电子邮件来祝贺我儿子的
出生。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ｅ ｓｂ ｏｎ ｓｔｈ为习惯搭配，意为“就某事向某人祝贺”。

４． ｂｕｒｓｔ　 考查动词辨析和常用搭配。ｂｕｒｓｔ ｉｎｔｏ ｔｅａｒｓ “突然大哭”。句意：
从医院里听到她父亲去世的噩耗时，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５． ｊｕｄｇｅ　 考查动词辨析。句意：在全部证据被提出来之前，法庭不能审
判这个案子。ｊｕｄｇｅ意为“审判，审理，判决”。

６． ａｔ　 考查有关ｅｎｄ的短语辨析。ａｔ ａｎ ｅｎｄ “结束”。句意：会议结束的
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７． ｊｕｄｇｅｄ　 句意：被评为优秀学生，Ｌｕｃｙ今年得了奖学金。ｊｕｄｇｅｄ在句中
作原因状语，与主语Ｌｕｃｙ是被动关系。

８． ｈｕｒｔ　 由文中“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ｎｏ ｔａｌｅｎｔ．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ａ ｐｉａｎｉｓｔ．”可知这
些话对于一个９岁的孩子来说是极大的伤害。ｈｕｒｔ “（心灵与肉体的）
伤害”。
Ｕｎｉｔ ５　 Ｎｅｌｓｏｎ Ｍａｎｄｅｌａ —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ｅｒｏ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ａｃｔｉｖｅ　 ２）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ｖｏｌｃａｎｏ
２． １）ｄｅｖｏｔｅｓ ａｌｌ ｈｅｒ ｓｐａｒ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ｄｏｉｎｇ
２）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ｉｓ ａ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ｍｉｎｅ
４）ｄｅｖｏ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 １）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ｆｏｒ；ａｇａｉｎｓｔ　 ３）ｏｎ　 ４）ｔｏ
４． １）胜任　 ２）Ａ等于Ｂ。　 ３）ｅｑｕａｌ；ｉｎ　 ４）ｂ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ｑｕａｌ ／ ｈａｖｅ ｎｏ ｅｑｕａｌ
５． １）ｅｓｃａｐｅ ｆｒｏｍ　 ２）ｅｓｃａｐｅ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３）ｅｓｃａｐｅｓ
４）ｔｏ ｅｓｃａｐｅ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５）幸免于难；侥幸逃脱　 　 逃离；溜走

６． １）①ｉｎ ｒｅｗａｒｄ ｆｏｒ　 ②ｏｆｆｅｒ ａ ｒｅｗａｒｄ ｏｆ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ｄｏｌｌａｒｓ　 ③ａｓ ａ ｒｅｗａｒｄ ｆｏｒ
２）①ｒｅｗａｒｄ　 ②ｒｅｗａｒｄｅｄ ｆｏｒ　 ③ｔｈｅ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
３）①ｔｏ ｒｅｗａｒｄ　 ②ｂｅｅｎ ａｗａｒｄｅｄ
独立思考Ｂ
１． １）①失业　 ②坏了，出问题了　 ２）①ｏｕｔ ｏｆ；ｉｎ　 ②ｏｕｔ ｏｆ
３）ｏｕｔ ｏｆ ｗｏｒｋ　 ４）ｏｕ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　 ５）ｏｕｔ ｏｆ ｂｒｅａｔｈ　 ６）ｏｕ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 Ａ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
３． １）ｉｎ ｔｒｏｕｂｌｅ　 ２）（ｉｎ）ｆｉｎｄｉｎｇ
【拓展】生气　 吃惊　 默默地　 匆匆忙忙地

４． １）ｔｕｒｎ ｔｏ　 ２）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３）ｔｕｒｎｅｄ ｏｕｔ（ｔｏ ｂｅ）　 ４）ｔｕｒｎ ｄｏｗｎ
５）ｔｕｒｎｅｄ ｏｖｅｒ

５． １）ｎｅｖｅｒ ｌｏｓｅ ｈｅａｒｔ
２）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ｍｙ ｈｅａｒｔ
３）ｈｅ ｌｏｓｔ ｈｉｓ ｈｅａ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ｒｅ
４）ｈｅａｒ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ｌ

６． １）ｂｅ ｓｅｔ ｕｐ　 ２）ｓｅｔ ｕｐ　 ３）ｓｅｔ ｏｆｆ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Ｏｎｌｙ ｔｈｅｎ ／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ｄｉｄ ｓ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ｓｈｅ ｈａｄ ｍａｄ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２）Ｏｎｌｙ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ｈａｖｅ Ｉ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ｍｙｓｅｌｆ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ｔｈａ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
３）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ｈｅ ｃａｍｅ ｂａｃｋ ｄｉｄ Ｉ ｇｏ ｔｏ ｂｅｄ．

２． １）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２）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３）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答案不唯一）
【自我测评】
１． ｏｕｔ ｏｆ　 考查介词短语辨析。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意为“不可能的”，句
意：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一周对我来说休假是不可能的。

２． ｔｏ　 考查形容词词义和搭配。ｂｅ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ｓｔｈ胜任……，符合句意。

３． ｒｅｕａｒｄ　 考查名词辨析和搭配。根据句意可知应该是做好事的报答。ｉｎ
ｒｅｗａｒｄ ｆｏｒ “为……报答”。

４． ｏｆ　 句意：在工作中，健康是重要的，但至少技能同等重要。
５． ｔｕｒｎｅｄ ｄｏｗｎ　 考查动词短语。由语境可知，答话人的意见遭到了拒绝，
因此不高兴，所以选ｔｕｒｎ ｄｏｗｎ意为“拒绝”。

６． ａｗａｒｄｅｄ；ｗｈｉｃｈ　 考查易混动词的辨析及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引导词。
必修 ２

Ｕｎｉｔ １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ｓｕｒｖｉｖｅ　 ２）ｓｕｒｖｉｖｅｄ；ｂｙ　 ３）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ｕｒｖｉｖｅｄ；ｓｕｒｖｉｖｅｄ ｏ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２． １）ｓｅｌｅｃｔ ｈｉｓ ｏｗｎ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２）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３． １）ｇｏｏｄ ｄｅｓｉｇｎ　 ２）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３）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４）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
４． １）ｗｅｒ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２）ｒｅｍｏｖｅｄ ｈｉｓ ｈｏｕｓｅ ｆｒｏｍ
３）ｒｅｍｏｖｅ ｈｉｓ ｄｏｕｂｔ

５． １）ａｒｅ ｗｅｌｌ ｗｏｒｔｈ ａ ｖｉｓｉｔ
２）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３）ｔｅｎ ｐｏｕｎｄｓ ｗｏｒｔｈ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
４）Ｂ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２）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３）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４）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２． １）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２）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３）动产；财物
３． １）ｉｎ ｒｅｔｕｒｎ　 ２）ｉｎ ｒｅｔｕｒｎ ｆｏｒ　 ３）ｉｎ ｒｅｔｕｒｎ
【拓展】依次；相应的　 轮流　 轮流

４． １）ｔｈｉｎｋ ｈｉｇｈｌｙ ｏｆ　 ２）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拓展】对……评价高　 对……评价不好　 你认为某人／某物怎么样？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ｄｏｕｂ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２）Ｉ ｄｏｕｂ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ｉｆ
３）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ａｒｇｕｉｎｇ
４）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ｃｈａｎｃｅ ／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５）Ｉｔ ｉｓ ｎｏ ｗｏｎｄｅｒ ／ Ｎｏ ｗｏｎｄｅｒ

２． １）ｎｅｉｔｈｅｒ ／ ｎｏｒ ｃｏｕｌｄ Ｉ
２）ｎｅｉｔｈｅｒ ｄｏ Ｉ ｈａｖｅ ｈｉｓ ｐｈｏ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
３）ｄｏｅｓ 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自我测评】
１． ｗｏｒｔｈｙ　 ２． ｔｏ ｓｕｒｕｉｖｅ　 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ｍｏｖｅｄ　 ４． ｐｒｏｖｅｄ　 ５． ｉｎ ｒｅｔｕｒｎ
６． ｂｅｌｏｎｉｎｇ　 ７．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ｉｆ　 ８．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Ｕｎｉｔ ２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ｃｏｍｐｅｔｅ ｗｉｔｈ　 ２）ｃｏｍｐｅｔｅ ｆｏｒ　 ３）ｃｏｍｐｅｔｅｄ ｉｎ
【拓展】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ｉｎ；ｗｉｔｈ ／ ａｇａｉｎｓｔ；ｆｏ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２． １）ｂｅ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ａｓ
２）ａｄｍｉｔ ｔｈａｔ ｈｅｓ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ｍａｎ
３）ｈａｄ ｔｏ ａｄｍｉ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４）ｂｅ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５）ａｄｍｉｔｓ
６）准许入场；入场费；承认

３． １）ｒｅｐｌａｃｅ；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ｅｌｖｅｓ　 ２）ｂ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３）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 ｗａｓ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４． １）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ｇｅ；ｆｏｒ　 ２）ｃｈａｒｇｅｄ；ｗｉｔｈ
３）ｔｏｏｋ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 ｗａｓ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４）免费

５． １）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ａｂｏｕｔ ／ ｏｖｅｒ ／ ｆｏｒ 　 ２）ａ ｇｏｏ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
３）ｍａｄｅ ａ ｂａｒｇａｉｎ

６． １）ｄｅｓｅｒｖｅｓ ｔｏ ｗ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２）ｄｅｓｅｒｖ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ｓｔｕｄｙ
３）ｒｅｗａｒｄｓ ／ ｒｅｗａｒｄｉｎｇ ／ ｔｏ ｂｅ ｒｅｗａｒｄｅｄ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ｊｏｉｎｅｄ ｉｎ　 ２）ｊｏｉｎ；ｉｎ　 ３）ａｔｔｅｎｄ　 ４）ｔｏｏｋ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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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高三 轮总

一

复习

３５２　　

２． １）ｓｔａｎｄ ｆｏｒ　 ２）ｓｔａｎｄｓ ｆｏｒ　 ３）ｓｔａｎｄ ｂｙ　 ４）ｓｔａｎｄ ｂｙ
５）ｓｔａｎｄ ｏｕｔ　 ６）ｓｔ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ｆｅｅｔ

３． １）ａｎｄ；ａｓ ｗｅｌｌ　 ２）和……一样好　 ３）ｅｉｔｈｅｒ　 ４）ｉｓ
５）ｍａｙ ／ ｍｉｇｈｔ ａｓ ｗｅｌｌ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ｗｈａｔ　 ３）ｗｈｅｔｈｅｒ
４）Ｗ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５）Ｈ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ｏ ｓｌｅｅｐ．

２． １）ａｓ ｍｕｃｈ；ａｓ　 ２）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ｓ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ａｓ
３）ｎｏｔ ｓｏ ／ ａｓ ｔａｌｌ ａｓ
【自我测评】
１． ａｇａｉｎｓｔ ／ ｗｉｔｈ；ｆｏｒ　 ２． ａｄｍｉｔ　 ３．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４． ｄｅｓｅｒｖｅｄ　 ５． ａｓ ｗｅｌｌ
６． ａｒｅ；ｉｓ　 ７． Ｗｈａｔ　 ８． ｊｏｉｎｅｄ

Ｕｎｉｔ 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Ｈｅ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ｃｏｎｖｉｎｃｅ ｈｅｒ ａｎｙｈｏｗ．
２）Ｈｅ ｔｏｌｄ ｍｅ ｎｏｔ ｔｏ ｂｕｙ ｔｈｅ ＭＰ５，ｂｕｔ Ｉ ｂｏｕｇｈｔ ｉｔ ａｎｙｈｏｗ．
３）恐怕我们不能来了，仍然感谢您的邀请。
４）无论如何／即使如此　 有点／有几分　 用某种方法／不知怎么地
５）Ｓｏｍｅｈｏｗ，ｈｅ ｌｏｓｔ ｈｉｓ ｗ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ｇ．

２． １）ｓｉｇｎａｌｅｄ （ｔｏ）；ｔｏ ｓｔｏｐ
２）Ｓ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ｅｄ ｈｉｍ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ｈｅｒ．
３）ｓｉｇｎａｌｅｄ ｕｓ ｔｈａｔ　 ４）接收信号　 危险信号

３． １）ａｒｉｓｅ　 ２）ａｒｉｓｅｓ　 ３）ａｒｉｓｅ ｆｒｏｍ ／ ｏｕｔ ｏｆ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Ｆｒｏｍ ｔｈｅｎ ｏｎ　 ２）Ｆｒｏｍ ｎｏｗ ｏｎ　 ３）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ｏｕｔ ｏｆ ｗｏｒｋ
２． １）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２）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３）ｆｒｏｍ　 ４）ｉｎ
３． １）Ｉｎ ａ ｗａｙ　 ２）Ｉｎ ａ ｗａｙ　 ３）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４）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５． １）看管　 ２）监视
【拓展】小心；留神；注意

留心观察；密切注意
!

尤指可能带来麻烦的人或事物）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Ｉｔ ｔｏｏｋ ｔｗｏ ｗｅｅｋ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ｎｏｒｍａｌ．
２）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ａｎｙ ｙｅａｒ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２． １）ｓｏ ｅｘｃｉｔｅｄ ｔｈａｔ　 ２）ｓｏ ｈｏｔ ｔｈａｔ ／ ｓｏ ｈｏｔ ａ ｄａｙ ｔｈａｔ
３）ｓｕｃｈ　 ４）ｓｕｃｈ　 ５）Ｓｏ ｆａｓｔ ｄｉｄ ｈｅ ｒｕｎ ｔｈａｔ
【自我测评】
１． ａｎｙｈｏｗ　 ２． ｓｉｇｎａｌ　 ３． ａｒｉｓｅ　 ４．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５． ｉｎ　 ６． ｂｅｆｏｒｅ
７． ｄｉｄ

Ｕｎｉｔ ４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包含　 容纳　 抑制
４）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５）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６）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７）ｉｎｃｌｕｄｅ

２． １）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２）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３）ｈａｖｅ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３． １）ｃａｎ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ｏｅｔｒｙ
２）ｈｅａ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ｙｏｕ ａｇａｉｎ
３）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ｓ
４）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ｉｔ ｉｆ

４． ｆａｉｌ １）ｓｕｃｃｅｅｄ ｉｎ ｐａｓｓｉｎｇ
２）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ｄｊ．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ａｄｖ．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５． １）ｅｍｐｌｏｙ　 ２）采用　 ３）利用　 ４）ａｓ
５）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６）ａ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拓展】雇主　 受雇者　 工作，职业，雇用，使用　 失业

６． １）ｄｉｄ；ａ ｌｏｔ ｏｆ ｈａｒｍ　 ２）ｈａｒｍｓ
３）Ｅａｔｉｎｇ ｔｏｏ ｍａｎｙ ｓｗｅｅｔｓ ｄｏｅｓ ｈａｒｍ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ｔｅｅｔｈ．

独立思考Ｂ
１．灭亡；逐渐消失
１）ｄｉｅ ｏｕｔ　 ２）ｄｙｉｎｇ ｏｕｔ

２． ｉｎ ｄａｎｇｅｒ ｏｆ　 ｏｕｔ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
３．保护……不受……（伤害）
１）ｐｒｏｔｅｃｔ；ｂｅ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２）在……的保护下
３）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ｆｒｏｍ ｃａｔｃｈｉｎｇ ｃｏｌｄ
４）ｋｅｐｔ ｈｅｒ ｓ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ｉｒｌ
５）ｋｅｐｔ ｈｅｒ ｓｏ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ｉｒｌ

４．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独立思考Ｃ
　 千百万年前它们就在地球上生活，比人类的出现要早得多……
１）ｗｏｎｔ ｂｅ ｌｏ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２）ｂｅｆｏｒｅ ｌｏｎｇ
３）ｌｏ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自我测评】
１．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２．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ｉｎｖｉｔｅｄ　 ３． ｔｈａｔ；ｉｎ　 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５． ｈａｒｍ
６． ｓｕｓｐｅｃｔ　 ７． ｄｉｅ ｏｕｔ　 ８． ｂｅｆｏｒｅ

Ｕｎｉｔ ５　 Ｍｕｓｉｃ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ｐｒｅｔｅｎｄ ｔｈａｔ　 ２）ｐｒｅｔｅｎ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３）ｐｒｅ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４）ｐｒｅ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ｋｎｏｗｎ

２． １）ａｔｔａｃｈ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２）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３）ｉ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４）ｓｏ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ｈ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３． １）ｆｏｒｍ　 ２）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ｔ ｏｆ
４）ｉｎ ｂａｄ ｆｏｒｍ

５． １）ｉ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２）ｉ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ｂｏｕｔ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ｒｅｌｙ ｏｎ；ｔｏ　 ２）ｒｅｌｙ ｏｎ；ｔｏ　 ３）ｒｅｌｉｅｓ ｏｎ；ｆｏｒ　 ４）ｒｅｌｙ ｏｎ ｉｔ
２． １）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２）ｓｏｕｎｄｓ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ｔｏ
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５． １）ａｂｏｖｅ ａｌｌ　 ２）ａｂｏｖｅ ａｌｌ　 ３）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　 ４）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
独立思考Ｃ
　 组成乐队的音乐人演奏音乐，还彼此打趣逗笑。这些玩笑和音乐大多
都在模仿“甲壳虫”乐队。
１）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２）ｍｏｓｔ ｏｆ ｗｈｏｍ
３）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自我测评】
１． ｔｏ ｂ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２．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４． ｔｏ ｄｏ　 ５． ｗｈｏｓｅ
６．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７． ｐｅｒｆｏｒｍ　 ８． ｗｈｉｃｈ　 ９．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ｂｕｉｌｔ　 １０．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１．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必修 ３
Ｕｎｉｔ １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ｓｔａｒｖｅｄ ｔｏ ｄｅａｔｈ ／ ｄｉｅｄ ｏｆ 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ｓｔａｒｖｉｎｇ ｆｏｒ　 ３）ｗｅｒｅ ｓｔａｒｖｅｄ ｏｆ
２． １）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ｉｅｆ ｔｈａｔ　 ２）Ｉｔ ｉｓ ｍｙ ｂｅｌｉｅｆ
３）ｂｅｙｏ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　 ４）ｈａｓ ｌｏｓｔ ｈｅｒ ｂｅｌｉｅｆ ｉｎ

３． １）ｉｎｔｏ；ｏｕｔ ｏｆ 　 ２）ｏｎ；故伎重演
４． １）ｇａｉｎｅｄ ｒｉ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２）ｇａｉｎ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３）ｇａｉｎｓ ｆｉｖ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
４）ｇａｉｎｅｄ　 ５）ｇｅｔ　 ６）ｗｉｎｓ ／ ｗｏｎ　 ７）ｅａｒｎｓ　 ８）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５． １）Ｗｅ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ｚｅ ｔｏ ｈｉｍ．
Ｗｅ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ｈｉｍ ｔｈｅ ｐｒｉｚｅ．
２）ｗｅｒｅ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ｔｏ　 ３）ｗｏｎ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ｄ

６． １）ａｄｍｉｒｅ Ｗａｎｇ Ｎａｎ ｆｏｒ　 ２）ｈａｖｅ 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３）ａｄｍｉｒｉｎｇ
７． １）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我准你离开；ｐｅｒｍｉｔ



参考答案

３５３　　

３）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４）ｔｏ ｊｏｉｎ 　 ５）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２）ｉｎ ｈｉｓ ｐｌａｃｅ　 ３）ｉｎ ｐｌａｃｅ　 ４）ｔａｋｅ；ｐｌａｃｅ
５）①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②ｈａｖｅ ｔａｋｅｎ ｐｌａｃｅ　 ③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④ｂｒｏｋｅ ｏｕｔ
⑤ｃｏｍｅ ａｂｏｕｔ

２． １）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２）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３）ｉｎ ｎｅｅｄ ｏｆ　 ４）ｉｎ ｆａｖｏｒ ｏｆ
３． １）ｄｒｅｓｓ ｕｐ ａｓ　 ２）ｄｒｅｓｓ ｕｐ ｆｏｒ　 ３）ｄｒｅｓｓｅｄ ｕｐ ｉｎ
４． １）ｋｅｅｐｓ ｈｅｒ ｗｏｒｄ　 ２）ｂｒｅａｋｓ ｈｉｓ ｗｏｒｄ
３）①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②ｈａｖｅ ａ ｗｏｒｄ　 ③Ｗｏｒｄ ｃａｍｅ ｔｈａｔ　 ④Ｉｎ ａ ｗｏｒｄ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ｗｅｒｅ ｂｒｏｋｅｎ　 ２）ｗｅｒｅ　 ３）ｉｓ　 ４）ｈａｄ ｓｅｅｎ
２． １）Ｉｔ ｗａ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ｔｈａｔ 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ｂｓ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ｓｕｃｈ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Ｉｔ ｗａｓ ａ ｓｈａｍｅ ｔｈａｔ 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ｌｉｅｄ ｔｏ ｕｓ．
３）Ｉｔ 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ａｌ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ａｒ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自我测评】
１．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考查名词。句意：在罗马，早饭后喝一杯咖啡是一种惯例。
２． ｆｏｒ；ｔｏ
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考查副词。句意：我听到警报响了一上午，很显然发生了
紧急情况。

４． ｔｏ 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　 考查动词的搭配。按照句意，区分动词的搭配即可。
５． ｏｆ　 ｒｅｍｉｎｄ ｓｂ ｏｆ ｓｔｈ “使某人想起某物／事”。句意：墙上的照片使我妈
妈想起了以前那些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快乐日子。

６． ｍｅｍｏｒｙ ／ ｈｏｎｏｕｒ　 考查介词短语。句意：据说将要建一座纪念碑来纪念
那些在大地震中死去的人。

７．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考查名词辨析。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允许，许可”。句意：先生，
如果没有我们经理的允许，你不准进入这座大楼。

Ｕｎｉｔ ２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ａｔｉｎｇ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ｌｏｓｔ ｈｉ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ｒｔ ｈｉｍｓｅｌｆ 　 ２）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３）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４）结余　 ５）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　 ６）ｋｅｅｐ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ｉｅｔ

２． １）ｔｏ ｔｅｌｌ ａ ｌｉｅ （ｌｉｅｓ）／ ｔｏ ｌｉｅ　 ２）ｗｈｉｌｅ ｍｅｎ ｌｉ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ｃｏｍｅ
３）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ａｍｏｕｓ ｃｉｔｙ　 ４）ｌａｙ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５）ｌｙｉｎｇ ／ ｗｈｏ ｌａｙ ｔｈｅｒｅ；ｌｉｅｄ；ｈｅ ｈａｄ ｌａｉｄ

３． １）ｃｏｎｓｕｌｔｅｄ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　 ２）ｔｏ ｃｏｎｓｕｌｔ ａ ｌａｗｙｅｒ ａｂｏｕｔ ｈｅｒ ｄｉｖｏｒｃｅ
３）ｔｏ ｃｏｎｓｕｌｔ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ａｂｏｕｔ

４． １）ａ ｌｉｍｉｔ ｔｏ　 ２）ｌｉｍｉｔｅｄ ｍｙｓｅｌｆ ｔｏ
５． １）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 ａ ｌｏｔ ｆｒｏｍ；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２）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ｏ
３）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４）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ｍｅ

６． １）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２）ｃｏｍｂｉｎ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ｇｅｔｔ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ａｔｉｎｇ　 ２）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３）ｇｅｔｔ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
４）ｇｅｔ ｄｏｗｎ ｔｏ　 ５）ｇｅｔ ｏｖｅｒ

２． １）ｙｏｕｌｌ ｅｎｄ ｕｐ ｉｎ ｄｅｂｔ　 ２）ｗｅｖｅ ｐａｉｄ ｏｆｆ ｏｕｒ ｄｅｂｔｓ ａｔ ｌａｓｔ
３）ｗａｓ ｉｎ ｄｅｂｔ；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ｏｕｔ ｏｆ ｄｅｂｔ　 ４）ｉｎ ｙｏｕｒ ｄｅｂｔ

３． １）ｃｕｔ ｄｏｗｎ　 ２）ｃｕｔ ａｃｒｏｓｓ　 ３）ｗａｓ ｃｕｔ ｏｆｆ　 ４）ｃｕｔ ｉｎ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ｍｏ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ａｎ　 ２）ｎｅｖｅｒ ｒｅａｄ ａ ｍｏｒｅ　 ３）ｍｏｒｅ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 ｔｈａｎ
２． １）ｗ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２）ｋｎｏｗ　 ３）ｗａｉｔｉｎｇ　 ４）ｓｔｏｌｅｎ
【自我测评】
１． ｌｙｉｎｇ
２． ｂｅｔｔｅｒ　 考查否定词与比较级连用表最高级的用法。
３． ｉｎｓｔａｌｌ　 考查ｈａｖｅ作为使役动词的用法。ｈａｖｅ ｓｂ ｄｏ ｓｔｈ让某人做某事。
４． ｊｏｉｎ　 考查动词（词组）。句意：别浪费时间了，让我们在生意上联合
起来。ｊｏｉｎ ｉｎ后接某项活动。

５．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考查非谓语动词作定语。句意：本学期结束前我有许多阅
读要完成。ｈａｖｅ ｓｔｈ ｔｏ ｄｏ “有某事要做”，ｔｏ ｄｏ的逻辑主语需和句子主

语一致；当不定式的逻辑主语与句子主语不一致时，可用ｈａｖｅ ｓｔｈ ｔｏ
ｂｅ ｄｏｎｅ结构。

６． ｅａｒｎｅｄ；ｇａｉｎｅｄ　 ｅａｒｎ ｏｎｅｓ ｌｉｖｉｎｇ “谋生”；ｇａｉｎ在这里是不及物动词，意
为“赢得；获得”。句意：十年前史密斯先生通过教书谋生，他从工
作中收获颇多。

Ｕｎｉｔ ３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ｏｕｎｄ Ｂａｎｋ Ｎｏｔｅ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ｃｅ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　 ２）ｄ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ｅ
３）①ｓｉｇｈｔ　 ②ｖｉｅｗ　 ③ｓｃｅｎｅｒｙ　 ④ｓｃｅｎｅ

２． １）ｓｔａｒｅ ａｔ　 ２）ｇｌａｒｅｄ ａｔ　 ３）ｇｌａｎｃｅｄ ａｔ
３． １）发现　 ２）沾上　 ３）玷污　 ４）墨水渍　 ５）地点　 ６）立刻，当场
４． １）被认为是……　 ２）被认为是……　 ３）由于这个缘故
４）账目　 ５）解释　 ６）占……比例　 ７）ｇａｖ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８）Ｂｙ ａｌ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９）Ｏｎ ｎ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１０）ｔａｋ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５． １）ｓｏｕｇｈｔ ｈｉｓ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ａｄｖｉｃｅ
２）ａｒｅ ｂｕｓｙ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ｊｏｂｓ
３）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ｏ
独立思考Ｂ
１． １）提出　 ２）养育，抚养　 ３）呕吐
４）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５）ｂｒｉｎｇ ｄｏｗｎ　 ６）ｂｒｉｎｇ ｏｕｔ

２． １）ｗｅｎｔ ａｈｅａｄ　 ２）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３）Ｇｏ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ａｈｅａｄ　 ４）Ｇｏ ａｈｅａｄ
３． １）ｂｙ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 ｃｈａｎｃｅ　 ２）ｂｙ ｍｉｓｔａｋｅ
３）ｂｙ ｈａｎｄ；ｂｙ ｍａｃｈｉｎｅ　 ４）ｂｙ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 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

４． １）ｔａｋｅ ｃｈａｎｃｅｓ　 ２）ｂｙ ｃｈａｎｃｅ
３）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ｖｅｒｙ ｃｌｅｖｅｒ ｍａｎ　 ２）ｓｈｏｕｔｉｎｇ　 ３）ｃｈａｎｇｅｄ　 ４）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ｏｆ　 ５）ｏｕｔ
２． １）ｈａｄ ｊｕｓｔ ｇｏｎｅ ｔｏ ｂｅｄ ｗｈｅｎ
２）ｗａ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ｗｈｅｎ
３）ｗａ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ｏ ｇｏ ｏｕｔ ｗｈｅｎ

３． １）愿意听我的　 ２）愿意；同意
【自我测评】
１． ｓｔａｒｅｄ　 ｓｔａｒ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ｋｙ凝视着天空
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句意：缺钱是她辍学的原因。
３． ｂｒｉｎｇ ｏｕｔ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
４． ｔｏ　 考查介词。句意：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适宜办法有时候是不难找
到的。本题考查名词后的介词的固定搭配。此句中主语为ａｎｓｗｅｒｓ，意
为“解决办法”，后跟介词ｔｏ或ｔｏｗａｒｄｓ表示“……的解决办法”。

５． ｓｐｏｔｔｅｄ　 考查动词。句意：虽然我已经１０年没有见他了，但我第一眼
就认出了他。

６． ｗｈｅｎ　 考查连词。句意：检查了所有的东西之后，他正要开始写作业，
这时他听到闪电击中了后院的电线杆的声音。此处用ｗｈｅｎ表示“这
时”。
Ｕｎｉｔ ４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ｅｘｉｓｔ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２）ｅｘｉｓｔ ｏｎ　 ３）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２． １）Ｗｈａｔ ｐｕｚｚｌｅｓ ｍｅ
２）ａｍ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ａ ｐｕｚｚｌｅ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３）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ｚｚｌ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 ｏｖｅｒ

３． １）ｂｙ ｆｏｒｃｅ　 ２）ｆｏｒｃｅｄ ｈｉｍ ｔｏ ｓｉｇｎ　 ３）ｏｎ　 ４）ｐｏｗｅｒ　 ５）ｅｎｅｒｇｙ　 ６）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７）ｆｏｒｃｅ　 ８）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４． １）ｔｏ ｐｕｌｌ ａ ｆｅｗ ｏｎｉｏｎｓ
２）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ｗｅ ｐｕｌｌ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３）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ｐｕ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４）ｐｕｌｌｅｄ ｕ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ｉｎ ｔｉｍｅ　 ２）ｉｎ ｔｉｍｅ　 ３）Ａｔ ｏｎｅ ｔｉｍｅ　 ４）ｉｎ ｎｏ ｔｉｍｅ　 ５）（ｈｉｇｈ）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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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高三 轮总

一

复习

３５４　　

２． １）ｇｉｖｅ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２）ｇｉ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３． １）ｐｒｅｖｅｎｔ ／ ｓｔｏｐ ／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２）ｐｒｅｖｅｎｔ ／ ｓｔｏｐ
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 ／ ｓｔｏｐｐｅｄ ／ ｋｅｐｔ ｔｈｅｍ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ｗｅａｐｏｎｓ．
＝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 ／ ｓｔｏｐｐｅｄ ／ ｋｅｐｔ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ｅ．

４． １）Ｃｈｅｅｒ ｕｐ　 ２）ｃｈｅｅｒ；ｏｎ　 ３）ｃｈｅｅｒ ｆｏｒ
５． １）ｂｒｏｋｅ ｏｕｔ　 ２）ｂｒｅａｋ ｕｐ　 ３）ｂｒｏｋｅｎ ｄｏｗｎ　 ４）ｂｒｏｋｅｎ ｉｎｔｏ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Ｈｉｓ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ｍａｄｅ ｉｔ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ｉｍｅ．
２）Ｔｈｅｙ ｍａｋｅ ｉｔ ａ ｒｕｌｅ ｔｏ ｒｅａ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３）Ｈｅ ｆｅｌｔ ｉｔ ｈｉｓ ｄｕｔｙ ｔｏ ｈｅｌｐ ｏｔｈｅｒｓ．
４）Ｈｅ ｄｉｄｎｔ ｔｈｉｎｋ ｉ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ｅｐ．
５）Ｓｈ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ｔ ｎｏ ｕｓｅ ａｒｇｕ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ｉｍ．
６）Ｗ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ｉｔ ｎｏ ｕｓｅ ａｒｇｕ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ｉｍ．

２． １）４ ｔｉｍｅ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２０１１
２）ｔｗｉｃｅ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ｙｏｕｒｓ
３）ｔｗｉｃｅ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ｍｙ ｐａｒｅｎｔｓ
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３ ｔｉｍｅｓ ｍｏ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ｏｕ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ａｎ ｉｎ ｙｏｕｒｓ．
【自我测评】
１． ｔｏ ｍａｋｅ　 考查非谓语动词的用法。句意：这里的每一位都感谢消防员为
使环境更安全、阻止火灾所做的一切。所以用不定式作状语，表目的。

２． ｉｔ　 ｉｔ作形式宾语，ｗｈｅｎ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 ｈｅｒ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ｐａｒ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作真
正的宾语，ｃｌｅａｒ为宾语补足语。句意：何时何地举行她的生日聚会，
她没有表达清楚。

３． Ｎｏｗ ｔｈａｔ ／ Ｓｉｎｃｅ ／ Ａｓ ／ Ｂｅｃａｕｓｅ 　 考查短语。ｎｏｗ ｔｈａｔ “由于，既然”。句
意：既然恢复了健康，他就可以继续学习英语。

４． ｐｕｚｚｌｉｎｇ；ｐｕｚｚｌｅｄ　 ｐｕｚｚｌｅｄ “（被）迷惑的，困惑的”，往往指人或修饰
表“人”的表情、脸色的词语，如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ｏｏｋ。ｐｕｚｚｌｉｎｇ意为“令
人困惑的”，往往指物。

５．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根据……而定，依靠”。
句意：这种电脑的价格从３０００元到９０００元不等，这要取决于品牌。

Ｕｎｉｔ ５　 Ｃａｎａｄａ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Ｎｏｒｔｈ”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２）ｉ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 ｗｉｔｈ　 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４）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５）ｕｎｄｅｒ ｎｏ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２． １）ｔｏ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　 ２）ｔｏｏｋ ｍ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ｏｒ
３）ｈａｓ 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４）ｉ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３． １）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ｍｅ ｉｎ ｍ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２）Ｉｔ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ａｔ
３）ｈｅ ｗａ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ａｓ ｃａｐｔａｉｎ

４． １）ａｔ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２）ｋｅｅｐｓ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ｔ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３）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４）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５． １）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ｏｎ ／ ｕｐｏｎ　 ２）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ｗｉｔｈ
３）ｗｅｒ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４）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ｌｅｆｔ ａ ｄｅｅｐ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ｍｅ
独立思考Ｂ
１． １）安心从事农业　 ２）使听众安静下来　 ３）ｓｅｔｔｌｅ ｉｎ　 ４）ｓｅｔｔ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２． １）ｃａｕｇｈｔ ｓｉｇｈｔ ｏｆ　 ２）ｃａｕｇｈｔ ａ ｇｌｉｍｐｓｅ ｏｆ　 ３）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ｈｔ ｏｆ
４）ｏｕｔ ｏｆ ｓｉｇｈｔ　 ５）ｃａｕｇｈｔ ｓｉｇｈｔ ｏｆ；ｌｏｓｔ ｓｉｇｈｔ ｏｆ

３． １）ｈａｖｅ ａ ｇｉｆｔ ｆｏｒ；ｔａｌｅｎｔｅｄ ｉｎ　 ２）ｔａｌｅｎｔｅｄ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２）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ｉｓ　 ３）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４）ｐｒｅｆｅｒ ｔｏ；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 ｗｏｕｌｄ；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 ｗｏｕｌｄ 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归纳拓展】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除了　 ｏｒ ｒａｔｈｅｒ确切地说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不仅仅是；非常；多于
ｍｏｒｅ Ａ ｔｈａｎ Ｂ与其说Ｂ，倒不如说Ａ

２． １）Ｔｈｏｕｇｈ ｗｅ ａｌｌ ｗｅｎｔ ｈｏｍｅ，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ｂｅｈｉｎｄ．
２）ｂｅｉｎｇ；Ａｓ ｉｔ ｗａｓ Ｓｕｎｄａｙ，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ａｓ ｃｌｏｓｅｄ．
３）ｄｏｎｅ；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ｊｏｂ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ｄｏｎｅ，ｗｅ ｗｅｎｔ ｈｏｍｅ．

３． １）到某一指定的地点；远达　 ２）同样的距离　 ３）据我所知
４）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Ｉ ｃａｎ　 ５）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ｈｅ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６）Ｓｏ ｆａｒ　 ７）ｆａｒ ｆｒｏｍ
【自我测评】
１． ｒｅａｃｈ　 考查名词辨析。句意：要时刻记着把刀一类的危险物放在孩子
够不着的地方。

２． ｃｏｎｆｉｒｍ　 考查动词辨析。句意为“……我将打电话到火车站去确认一
下”。

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考查动词辨析。句意：据报道，在地震中失踪２００多人，包
括那些已找到的但还没有确认的尸体。

４． ｉｎ ｃａｓｅ　 句意：“如果我们冬季去北方的话，我们该注意什么？”“没什
么特别注意的，多带些暖和的衣服，以防天气寒冷。” ｉｎ ｃａｓｅ以防，符
合题意。

５．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而不是”。句意：我们被告知商业信函应该用
正式文体而不是用个性化的文体去写。

６． ｗｉｔｈｉｎ　 句意：在厨房里把你常用的东西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那样会
节省时间。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ｓｙ ｒｅａｃｈ意为“触手可及，在附近”。

７．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Ｉ ｃａｎ ｓｅｅ “据我所知”，符合语境。
必修 ４

Ｕｎｉｔ １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ｂｅｈａｖｅ ｗｅｌｌ　 ２）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 ｗｅｒ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ｈａｖｅ ｗｅｌｌ
３）ｉｆ ｔｈｅｙ ｂｅｈａｖ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４）Ｂｅｈａｖｅ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５）Ｉｆ ｙｏｕ ｂｅｈａｖｅ ｌｉｋｅ ｔｈａｔ　 ６）ｂｅｈａｖｅｄ；ｈａｄ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 １）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２）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３）ｂｅ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４）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３． １）ａｇａｉｎｓｔ；ｂｅｙｏｎ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２）ａｒｇｕ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ｗｉｔｈ　 ３）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４）ａｒｇｕｅｄ；ｉｎｔｏ　 ５）ａｒｇｕ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ａｂｏｕｔ ／ ｏｎ ／ ｏｖｅｒ　 ６）ｑｕａｒｒｅｌｓ ａｂｏｕｔ
７）Ｗｅ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

４． １）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２）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３）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ｙｏｕｒ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４）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５）Ｉ ｗｉｌ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ｙｓｅｌｆ　 ６）ｉｎ　 ７）ｔｏ

５． １）指的是Ｂｉｌｌ　 ２）参考　 ３）涉及；适用于
４）把……称作……
５）使……向……请教／求助于
６）老师叫我去查阅第三章。　 ７）参考书　 ８）关于
９）Ｈｅ ｗｒｏｔｅ ａ ｂｏｏｋ ｗｉｔｈ ／ 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１０）你应该以词典作为参考。

６． １）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ｙｏｕ
２）（ｔｈａｔ ａｒｅ）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ｓ
３）（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５）ｉ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６）ｗｈａｔ ｓｈｅ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ｕｓ ｔｏ ｄｏ
７）ｉｎｔｅｎｄ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 ／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ｂｒｏａｄ

７． １）ｗａ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ｏｆ ／ ｇａｖｅ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２）ｈａｖ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ｅｆ
４）ｄｅｌｉｖｅｒ ａ ｌｅｃｔｕｒｅ ／ ｇｉｖｅ ａ ｓｐｅｅｃｈ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Ｎｅｖｅｒ ｌｏｏｋ ｄｏｗｎ ｕｐｏｎ ／ ｏｎ
２）Ａ ｌｏ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ｏｏｋ ｕｐ ｔｏ ｙｏｕ
３）ｌｏｏｋ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４）ｌｏｏｋ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５）Ｌｏｏｋ ｏｕｔ ｆｏｒ

２． １）ｃｏ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　 ２）ｃｏｍｅ ａｂｏｕｔ
３）ｃａｍｅ ｔｏ ／ ｒｏｕｎｄ ／ ａｒｏｕｎｄ

３． １）ｃａｒｒｙ ｏｎ　 ２）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３）ｔｈｒｏｕｇｈ　 ４）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Ｉｔ ｄｉｄｎｔ ｏｃｃｕｒ ｔｏ ／ ｓｔｒｉｋｅ ／ ｈｉｔ ｈｉｍ　 ２）Ｉ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ｔｈａｔ



参考答案

３５５　　

２． １）ｎｏｔ ｔｏｏ；ｔｏ　 ２）ｎｅｖｅｒ ｔｏｏ；ｔｏ　 ３）他非常高兴去接她。
４）不要以为他太诚实，人是越诚实越好。
【自我测评】
１． ｂｅｈａｖｅ 　 句意：Ｔｏｍ，规矩点，你忘了我告诉你的那些规矩了吗？
ｂｅｈａｖｅ ｏｎｅｓｅｌｆ意为“规矩点”。

２． ａｂｏｕｔ ／ ｏｎ ／ ｏｖｅｒ；ｏｎ　 本题考查点之一是短语ａｒｇｕｅ ａｂｏｕｔ就……争论，之
二是ａｇｒｅｅ ｏｎ （双方）就……达成共识。

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ｇｏｏｄｓ与ｄｅｌｉｖｅｒ是被动关系，用过去分词作补语，ｇｅｔ ｓｔｈ
ｄｏｎｅ使某事完成／被做。ｏｒｄｅｒｅｄ为后置定语，修饰ｇｏｏｄｓ。

４． ｃａｍｅ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句意：她昨天在商场买东西的时候偶然碰
见她的一个老朋友。ｔｕｒｎ ｄｏｗｎ意为“拒绝”；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意为“处理”；
ｔａｋｅ ａｆｔｅｒ意为“（长相或性格）相像”；ｃｏ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意为“偶然碰见”。

５． ｔｏｏ　 “ｃａｎｎｏｔ ／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ｔｏｏ ＋ ａｄｊ．”或“ｃａｎｎｏｔ ／ ｎｅｖｅｒ ｂｅ ＋ ａｄｊ． ＋ ｅｎｏｕｇｈ”
为固定句型，意为“越……越好，无论……也不为过”。

６． ｔｏｏ　 ｔｏｏ ｅａｇｅｒ ｔｏ ｄｏ结构表示肯定意义。句意：不要对苏珊在意，她热
衷于炫耀自己。

Ｕｎｉｔ 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ｄ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ｔｏ；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ｆｏｒ　 ２）ａｇａｉｎｓｔ　 ３）ｔｏ ｂｅ ｈｅａｒｄ
４）挣扎着站起来

２． １）ｈａ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２）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３）ｈａ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４）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　 ５）ｓｐｒｅａｄ　 ６）ｅｘｔｅｎｄｓ　 ７）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３． １）ｒｉｄ ｈ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ｉｎ　 ２）ｒｉ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ｏｆ ｄｅｂｔ
３）Ｈｏｗ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４． １）ｅｑｕｉｐ；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２）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３）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ｆｏｒ　 ４）ｅｑｕｉｐ ｈｉｍ ｆｏｒ

５． １）ｒｅｇｒｅｔｔｉｎｇ　 ２）ｒｅｇｒｅｔ ｔｈａｔ　 ３）ｎｏ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ｈａｒｄｅｒ
４）ｍｕｃｈ ｔｏ ｏｕｒ ｒｅｇｒｅｔ　 ５）ｒｅｇｒｅｔ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ｙｏｕ ｔｈａｔ

６． １）ｔｏ ｍａｋｅ　 ２）ｃｏｍ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ａｔ　 ３）ｍａｄｅ ｎｏ ｃｏｍｍｅｎｔ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　 ２）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ｐ
２． １）ｌｅｄ ｔｏ ｈｅｒ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ｄｅａｔｈ　 ２）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
３）ｌｅｄ ｈｉｍ ｔｏ ｈｉｓ ｓｅａｔ 　 ４）ｌｅａｄ ｔｏ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ｗｏｕｌｄ ｗａｌｋ ｔｈｅｒ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ａｋｅ ａ ｂｕｓ ／ ｗｏｕｌｄ ｒａｔｈｅｒ ｗａｌｋ ｔｈｅ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ａｋｅ

ａ ｂｕｓ
２）ｙｏｕ ｃａｍｅ ｎｅｘ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３）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ｒａｔｈｅｒ ｄｏ

２． １）ｍａｋｉｎｇ　 ２）ｗｈｉｃｈ ｃａｕｓｅｄ
【自我测评】
１． ｍａｋｉｎｇ　 根据句意和句子结构应选择现在分词短语作结果状语，分词
动作发生的时间迟于谓语动词发生的时间。

２． ｍａｋｉｎｇ　 本题中分词短语作状语，相当于一个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ｗａｔｃｈｅｄ　 句意：昨晚我要是不和朋友看足球赛就好了，那样
我现在已做完作业了。ｗｏｕｌｄ ｒａｔｈｅｒ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表示“本想做而未实现的
一种愿望或打算”。此处用否定结构。

４． ｗｈａｔ　 句意：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在十年前是一片荒原的地方建立起来。
５． Ｔｈａｎｋｓ；ｄｒａｖｎｉｎｇ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多亏，由于。
６． ｔｏ ｔｅｌｌ　 句意：“布莱克先生，我的申请如何？”“噢，我很遗憾地告诉
你，它未通过。”由句意可知为“遗憾地要去干某事”，故选择ｒｅｇｒｅｔ
ｔｏ ｄｏ的形式。

７．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ｅｇｒｅｔ ｎｏｔ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表示“后悔没做某事”。
８．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ｅｑｕｉｐ和ｔｈｅｙ之间是被动关系，所以用ｗｅｌｌ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过去
分词作状语。

９．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ｄ　 句意：几个月以来，Ｄｉｎａ一直努力想找一份女服务员
的工作，最终她在当地一家广告代理处谋到了一个职位。本题考查非
谓语动词作状语的用法。

Ｕｎｉｔ ３　 Ａ ｔａｓｔ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ｕｍｏｕｒ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ｉ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ｏ　 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ｉｔｈ　 ３）ｔｏ ｏｕｒ ｈｅａｒ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东西　 ５）目录
２． １）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ｅｄ ｕｓ ｔｏ ｄｉｎｎｅｒ　 ２）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ｋｅｓ　 ３）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４）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ｅｄ

３． １）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ｏｆ　 ２）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ｔｏ ｓｅｅ　 ３）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ｔｈａｔ
４）ａｒｅ 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ｄ；ｏｎ　 ５）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　 ①ｐｅｒｓｕａｄｅｄ　 ②ｗａｓ 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ｄ

４． １）ｗａｓ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　 ２）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３）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４）ｄｉｒｅｃｔ
５）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５． １）ｉｓ ｗｈｉｓｐｅｒｉｎｇ ｔｏ　 ２）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ｈｉｓｐｅｒｅｄ　 ３）Ｉｔｓ ｗｈｉｓｐ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４）ｉｎ ａ ｗｈｉｓｐｅｒ ／ ｉｎ ｗｈｉｓｐｅｒｓ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Ｎ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ｎ ／ Ｎｏｗ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２）Ｆｒｏｍ ｎｏｗ ｏｎ
２． １）ｎｏｔ ａｓ ／ ｓｏ ｂａｄｌｙ ｏｆｆ　 ２）ｂｅｔｔｅｒ ｏｆｆ
３． １）ｗａｓ ／ ｉｓ ｐｉｃｋｅｄ ｏｕｔ　 ２）ｐｉｃｋ ｕｐ　 ３）ｐｉｃｋｅｄ ｕｐ　 ４）Ｐｉｃｋ ｏｕｔ
４． １）ｃｕｔ ｏｆｆ　 ２）ｃｕ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ｄｏｗｎ　 ４）ｃｕｔ ｏｕｔ
独立思考Ｃ
　 １）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ｂｌａｃｋ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ｃｏａｔ
２）ｔｗｏ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ｌａｒｇｅ ｒｏｕｎｄ ｒ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ｏｄｅｎ ｔａｂｌｅｓ
３）ｎｏｔ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自我测评】
１． ａｔｔｅｒｄｅｄ　 考查动词辨析。句意：这是那位在我生病住院时照顾我的护
士。

２． Ｃｏｎｆｉｒｍ　 考查动词。句意：这个中年人说他会接受这份工作，因此我
们要求他以书面形式确认。

３． ｈａｓ ｓａｖｅｄ　 考查动词的时态。句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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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空格处使用现在完成时态。

４． ｐｉｃｋ ｏｕｔ　 句意：“在人群中你怎么那么容易认出我妹妹来？”“因为她
穿着鲜艳的红裙子，十分显眼。”ｐｉｃｋ ｏｕｔ认出，挑出。

５． Ｌｅｄｉｎｇ　 句意：这条新闻使广大民众感到很震惊，引起了人们对在校
学生安全的担忧。考查非谓语动词作结果状语。

６．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ｃｔｌｙ表示“……就……”“ｗｈｉｃｈ”指代前面整句话。
Ｕｎｉｔ ４　 Ｂｏｄ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ｏ　 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　 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５）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ａｓ ／ ｔｏ ｂｅ　 ６）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２． １）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 ｉｓ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ｔｏ ｋｎｏｗ
２）ｌｏｏｋ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ｃｕｒｉｏｕｓｌｙ
３）Ｉｍ ｒｅａｌｌｙ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ａｂｏｕｔ
４）ｏｕｔ ｏｆ ／ ｆｒｏｍ 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

３． １）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２）ｎｅｗ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３）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４． １）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ｖｅｒｙ ｂｕｓｙ；Ｉｔ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ｈａｔ
２）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ｌｉｋｅｌ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ｗ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ｚｅ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ｌｏｓｅ ｆａｃｅ　 ２）ｆａｃｅ ｔｏ ｆａｃｅ
３）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ａｒｅ ｌｏｓ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ｗａｙ

２． １）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２）Ｈｏｗ ｄ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３． １）ｅａｓｅｄ ｈｅｒ ｍｉｎｄ　 ２）ｗ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ｅａｓｅ
３）ｄｏｎｔ ｆｅｅｌ ａｔ ｅａｓｅ　 ４）①ａｔ ｅａｓｅ　 ②ｗｉｔｈ ｅａｓｅ

４． １）拒绝帮助某人；对某人掉头不顾，轻视
２）Ｄｏｎｔ ｔｕｒｎ ｙｏｕｒ ｂａｃｋ ｔｏ ｈｉｍ ／ ｈｅｒ
３）ｔｕｒｎｅｄ ｄｏｗｎ　 ４）ｔｕｒｎｅｄ ｏｕｔ
独立思考Ｃ
　 １）ｎｏｒ ｄｏｅｓ Ｊａｎｅ　 ２）ｎｏｒ ／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ｉｓ ｈｉ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



郑州一中·主体课堂·学习指导与精讲

英语 高三 轮总

一

复习

３５６　　

３）ｓｏ ｃａｎ Ｉ　 ４）Ｓｏ ｈｅ ｄｉｄ　 ５）ｉｔ ｉｓ
６）ｈｅ ｄｉｄ ｓｏ　 ７）ｉｓ ｔｈａｔ；ｉｓ ｔｈａｔ
【自我测评】
１． ｃｕｒｉｏｕｓ　 句意：人们一直对世界上的生命起源非常好奇。
２．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ｂ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ｂｏｕｔ对……挑剔。
３． ａｃｃｅｓｓ　 考查名词。句意：设计这个系统的目的在于让学生们迅速方便
地访问图书馆的数字资源。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为固定短语，意为“有权使用，
有机会接近”。

４． ｌｉｋｅｌｙ　 考查形容词。句意：研究表明如果总是长时间坐在电脑屏幕
前，人们的背部很有可能会出现毛病。

５． ｓｏ ｌｏｎｇ ａｓ ／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句意：你可以随意使用这个房间，只要你之后打
扫干净。

６． ｅｉｔｈｅｒ　
７． ｉｎ；ｌｏｓｅ
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ｌｉｋｅｌｙ一般不用于Ｉｔ ｉｓ爥ｆｏｒ ｓｂ ｔｏ ｄｏ ｓｔｈ句型。另由
句意可排除Ｂ项。

Ｕｎｉｔ ５　 Ｔｈｅｍｅ ｐａｒｋｓ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ｖａｒｉｏｕｓ ／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２）ｆｏｒ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ａｓｏｎｓ

２． １）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２）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３）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４）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３． １）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ｍｅｔａｌ ｆｒｏｍ　 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４． １）ａｄｖａｎｃｅ　 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ｏ　 ３）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４）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５）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ｆｏｒ；ａｓ　 ２）ａｓ；ｔｏ
２． １）ｈａｓ ｃｏｍｅ ｔｏ ｌｉｆｅ　 ２）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ｌｉｆｅ
３）ｈｅ ｌｅｄ ／ ｌｅａｄｓ ／ ｌｉｖｅｄ ／ ｌｉｖｅｓ ａ ｈａｒｄ ｌｉｆｅ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ｍａｙ ｂｅ
２）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ｈａｐｐｅｎｓ；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３）Ｗｈｏｅｖｅｒ

２． １）Ｎｏ ｗｏｎｄｅｒ　 ２）Ｎｏ ｗｏｎｄｅｒ
３． １）ａｒｅ　 ２）ｄｏｅｓ ｈｅ；ｈｅ ｃａｎ
【自我测评】
１．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绿色产品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因为
它们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

２．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句意：许多毕业生更愿意在大城市工作，因为那里有许多
吸引人的地方，如便利的交通、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环境。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在这里用作可数名词，意思是“吸引人的事物”。

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句子的主语ｔｈｅ ｇｉｒｌ与ａｔｔｒａｃｔ是被动关系，所以应用过去分
词短语作状语。

４．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本题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在零下１３０ ℃，一个活
细胞可以保存一千年。

５． Ａ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ｓ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指代后面全句内容，本身充
当主语；“先进的”用形容词“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６．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７．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８． 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　 由句式结构可知此空白处应选择连词引导主语从句，且在主
语从句中作ｔｅａｍ的定语使用，选项中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同时具备这两种功能。

９． Ｎｏ ｗｏｎｄｅｒ　 根据上句及下句的关键词ｒｅｍｉｎｄｅｄ和ｓｏ ｍｕｃｈ可知，看到
露西就使我想起莉莉（两者有很多类似之处），现在知道了露西和莉莉
的关系，“我”才恍然大悟。

１０． Ｎｏ ｗａｙ　 由“Ｉｔ ｗａｓ ｈｅｒ ｆａｕｌｔ”可知，向她道歉“没门”。
１１． ｗａｓ　 句意：电脑被应用于教学中。结果，不仅节省了老师的精力，
学生也对课程更感兴趣了。此题考查ｎｏｔ ｏｎｌｙ用于句首时的倒装结构，
ｎｏｔ ｏｎｌｙ用于句首时后面的句子必须用部分倒装。

必修 ５
Ｕｎｉｔ １　 Ｇｒｅａ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ｗｉｔｈ　 ２）ｄｒｅｗ ／ ｒｅａｃｈｅｄ ／ ｃａｍ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３）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ｙｏｕ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４）Ａ

２． １）ｄｅｆｅａｔｅｄ ／ ｂｅａｔ　 ２）ｄｅｆｅａｔｅｄ ／ ｂｅａｔｅｎ　 ３）ｗｏｎ
３． １）ａｔ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ｔｏ ａｔｔｅｎｄ ｔｏ　 ３）ａｔｔｅ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４）ａｔｔｅｎｄ ｔｏ　 ５）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４． １）ｅｘｐｏｓｅ ｈｅｒｓｅｌｆ ｔｏ ／ ｂ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２）ｅｘ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３）ｅｘｐｏｓｅ ａ ｐｌｏｔ
５． １）ｃｕｒｅ　 ２）ｃｕｒｅ ｍｅ ｏｆ ｍｙ ｃｏｌｄ　 ３）ｃｕｒｅｄ ｈｉｍ ｏｆ
６． １）吸收　 ２）领会，理解　 ３）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ｉｎ　 ４）合并
７． １）ｂｌａｍｅｄ ｈｉ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　 ２）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ｂｌａｍｅ ｆｏｒ　 ３）ｂｅｉｎｇ ｂｌａｍｅｄ ｆｏｒ
４）ｂｌａｍｅ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ｎ或ｐｕｔ ／ ｌａｙ ｔｈｅ ｂｌａｍｅ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ｎ；ａｒｅ
ｔｏ ｂｌａｍｅ

８． １）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２）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９． １）捐款　 ２）投稿　 ３）导致　 ４）ｍａｋｅ 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独立思考Ｂ
１． １）提出　 ２）推荐／提名　 ３）拨快（时钟指针）　 ４）ｐｕｔ ｕｐ ｗｉｔｈ
５）ｐｕｔｔｉｎｇ ｏｕｔ　 ６）ｗａｓ ｐｕｔ ｏｆｆ

２． １）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２）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３． １）ｄｏｅｓｎｔ ｍａｋｅ ｓｅｎｓｅ ｔｏ ｍｅ　 ２）ｍａｋｅｓ （ｇｏｏｄ）ｓｅｎｓｅ　 ３）ｍａｋ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Ｅ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２）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３）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４）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答案不唯一）
【自我测评】
１． ｗｅｒ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考查动词的用法。句意：今年我们遭受到种种危险
———洪水、饥荒、瘟疫和战争。此处应用被动语态。ｂ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意为
“暴露于”。

２． ｃｕｒｅ　 考查动词。句意：这种药会治好他的咳嗽。
３． ｗａｓ ｔｏ ｂｌａｍｅ　 句意：一个特别小组被派往浙江去调查火车事故。调查
结果表明速度快是罪魁祸首。ｓｂ ／ ｓｔｈ ｂｅ ｔｏ ｂｌａｍｅ （ｆｏｒ）意为“某人／某
事物应（为……）承担责任；该（为……）受责备”。

４．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句意：他是如此专心于工作，以至于没注意到下大雨。此处
用了倒装。

５．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考查动词辨析。答句意思为：我非常赞同。
６． Ｂｅｉｎｇ ｅｘｐｏｓｅｄ　 考查非谓语动词。句意：暴露在阳光下太久将对你的皮
肤有害。

７． ｔｏ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句意：我相信你的建议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Ｕｎｉｔ 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ｆｏｒ ｉｔ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２）ａｔ ｙｏｕ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３）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ｓ
４）ｉｆ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ｔｏ ／ ｆｏｒ ｙｏｕ

２． １）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ｆｏｒ　 ２）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ｔｏ　 ３）ｍａｄ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ｆｏｒ
４）ｈａｖ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ｍ

３． １）Ｆｏｌｄ ｙｏｕｒ ａｒｍｓ　 ２）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ｌｄｅｄ ｉｎ ｈａｌｆ　 ３）ｆｏｌｄ ｙｏｕｒ ｃｌｏｔｈｅｓ
４． １）ｄｅｌｉｇｈｔｓ ｉｎ　 ２）ｔｏ ｏｕｒ ｄｅｌｉｇｈｔ　 ３）ｂｅ ｄｅ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ｏ　 ４）ｄｅｌｉｇｈｔｆｕｌ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２）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ｉｎ　 ３）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２． １）ｌｅｆｔ ｏｕｔ　 ２）ｌｅａｖｅ ｍｅ ｏｕｔ　 ３）ａｌｏｎｅ　 ４）ｏｕｔ　 ５）ｂｅｈｉｎｄ　 ６）ｆｏｒ
３． １）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２）ｔａｋｅ Ｍｒ Ｌｉｎｓ ｐｌａｃｅ　 ３）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４）ｉｎ ｐｌａｃｅ
５）ａｒｅ ｏｕｔ ｏｆ ｐｌａｃｅ

４． １）坏了　 ２）失败　 ３）垮掉　 ４）分解　 ５）破坏
６）Ｄ　 ７）Ａ　 ８）ｂｒｏｋｅ ｉｎ　 ９）ｂｒｏｋｅ ｕｐ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Ｄｏ　 ２）ｄｉｄ　 ３）ｄｏｅｓ
２． １）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２）（ｓｈｏｕｌｄ）ｔｕｒｎ



参考答案

３５７　　

【自我测评】
１．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成千上万的外宾被上海世博会吸引。
２． ｏｕｔ　 考查短语搭配。句意：印刷工人把这一段漏掉了两行。
３． ｒｅｍａｉｎｓ　 考查动词的时态和语态。句意：这个宫殿在上世纪曾三次失
火，现在原始建筑物所剩无几。ｒｅｍａｉｎ是不及物动词，没有被动式或
进行式。

４． ｗｈａｔ　 考查宾语从句。句意：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学生，他不知道需要
什么才能在此地创业。宾语从句的做题方法是：缺什么成分，补什么
成分。分析句子可知，宾语从句中缺少宾语，故用连接代词ｗｈａｔ引
导。

５． Ｗｈａｔ　 考查主语从句。句意：一些人认为是劣势的东西被许多人当作
优势。主语从句中谓语动词ｒｅｇａｒｄ后面缺少宾语，应用ｗｈａｔ来作宾语
并引导主语从句。

６．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考查动词。句意： “你觉得尼克昨天晚上的表演怎么样？”
“说实话，他的演唱对我没多大吸引力。”

７． ｄｏｗｎ　 考查动词短语。答语的意思是：一切都进展顺利除了我们的汽
车在途中抛锚了两次外。

Ｕｎｉｔ ３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Ｈ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ｍｅ ／ Ｍｙ ｆｉｒｓｔ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ｍ
２）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ｈｉｍ　 ３）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ｈｅｒ　 ４）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ｕｓ ｗｉｔｈ

２． １）ｌａｃｋｅｄ ｍｏｎｅｙ ｔｏ ｓｅｎｄ ｈｅｒ ｔｏ
２）ｆｏｒ ／ ｄｕｅ ｔｏ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３）ｌａｃｋ ／ ｌａｃｋｅｄ ｆｏｒ ｎｏｔｈｉｎｇ
４）ｌａｃｋｅｄ ／ ｗａｓ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独立思考Ｂ
１． １）占据　 ２）从事　 ３）继续　 ４）开始把某事作为兴趣或爱好
５）接受挑战　 ６）拿起武器

２． １）ｈａｖｅ ｌｏｓｔ ｓｉｇｈｔ ｏｆ
２）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ｇｈｔ　 ３）ｉｎ ｓｉｇｈｔ
４）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３． １）ｓｗｅｅｐｉｎｇ ｕｐ　 ２）ｓｗｅｐｔ ｕｐ
４． １）ｉｆ ｈ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２）ｄｒｉｖ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ｉｒｔｙ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ｐｅｒ ／ ｅｖｅｒｙ ／ ａｎ ｈｏｕｒ
３）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ｓｐｅｅｄ ／ ａｔ ｆｕｌｌ ｓｐｅｅｄ
独立思考Ｃ
　 １）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ｉｎ 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ｗａｙ　 ２）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ｌｌ
３）Ｇｉ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ｔｉｍｅ　 ４）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ｈ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ｓ
５）Ｄｅｅｐｌｙ ｔｏｕｃｈｅｄ　 ６）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ｓｅｔ
【自我测评】
１． Ｃａｕｇｈｔ　 句意：在印度一所大学里的学生由于堵车的原因在校车上进
行考试。考查分词短语作状语，改为状语从句后，应为：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ａ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ｊａｍ，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爥

２． ｌａｃｋｉｎｇ　 考查非谓语动词及ｌａｃｋ用法。句意：尽管缺少钱，但是他的
父母设法送他上了大学。ｈｉ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与ｌａｃｋ之间是主谓关系，所以应用
现在分词作状语；注意ｌａｃｋ作动词时不与ｏｆ搭配。

３． ｍａｋｅ ｕｐ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句意：在新加坡，一个东南亚国家，华
人是其人口组成的最大部分，因此在那里你能说汉语。

４． ｏｕｔ ｏｆ　 考查介词短语。句意：母亲目送儿子，一直到他消失在她的视
线之外为止。由语境可知ｏｕｔ ｏｆ ｓｉｇｈｔ （看不见）符合语境。

５．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考查名词词义。句意：陈先生今天上午做的演讲给学生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６． ａ　 考查名词。句意：“他说我新买的小汽车是浪费钱。”“难道你不认
为那些话就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吗？”。

７．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ｔｏ在……之前。
８． ｌａｃｋ　 考查介词短语。句意：因为缺少空间，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在
城市中被建起来。

Ｕｎｉｔ ４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ｓ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掩盖，掩饰　 ２）（钱）足够支付　 ３）包括　 ４）掩护，保护
５）（用东西）盖住　 ６）采访，报道　 ７）走过／行过……路程
８）覆盖，占地

２． １）ａｓｓｉｓｔ ｙｏｕ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３． １）ｉ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２）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
３）Ｐｕｔ ｙｏ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ｉｎｔｏ ／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ｙｏｕｒ ｍｉｎｄ ｏｎ
４）ｄｅｖｏｔ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４． １）ａｃｑｕｉｒｅ ａ ｇｏｏ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２）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ａ ｈａｂｉｔ ｏｆ ｓｍｏｋｉｎｇ
３）①ｇｅｔ　 ②ａｃｑｕｉｒｅ　 ③ｇａｉｎｓ

５． １）ｉｎｆｏｒｍ ｕｓ ｏｆ　 ２）ｒｅｇｒｅｔ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ｙｏｕ
３）ｍｅ ｆｕｌｌｙ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ｏｆ

６． １）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２）ｉｎ ｃａｓｅ ｉｔ ｉｓ ｖｅｒｙ ｈｏｔ
３）Ｉｎ ｎｏ ｃａ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ｆｏｒｇｅｔ　 ４）ｗｈｅｒｅ

７． １）ａｃｃｕｓｅｄ　 ２）ｂｌａｍｅ　 ３）ｃｈａｒｇｅｄ
８． ３）ｈａｖｉｎｇ ｓｅｅｎ
９． １）ｍｅｅｔ ／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ｄｅｍａｎｄ
２）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ｔｏｌｄ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１０． １）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　 ２）ａｐｐｒｏｖｅ ｏｆ ｙｏｕｒ ／ ｙｏｕ ｇｏ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ｈｅｒ；Ｉｔ ／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ｄｅｐｅｎｄｓ
２）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ｙｏｕ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ｉｔ

２． １）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ｈｉｓ ｔｉｍｅｓ　 ２）ｆａｒ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３）ｇｏｉｎｇ ａｈｅａｄ ａｓ ｐｌａｎｎｅｄ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ｈａｓ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ｅｅｎ　 ２）ｄｏｅｓ ｈｅ ｋｎｏｗ Ｆｒｅｎｃｈ　 ３）ｄｏｅｓ ｈｅ ｇｏ
２． １）ａｒｅ ｔｏ ｂｅ　 ２）ｔｏ ｂｅ ｈｅｌｄ
３． １）ｄｏ ｙｏｕ ｓｕｐｐｏｓｅ　 ２）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ｈｅｒ ｔｏ ｂｅ ａｎ ａｃｔｒｅｓｓ　 ３）ａｍ ｎｏｔ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自我测评】
１． ｌｏｓｉｎｇ
２． ａｇａｉｎｓｔ　 考查介词（短语）的用法。句意：科学家们为了尽快找到治
疗甲流的方法，开始和时间赛跑。

３． ｉｎ ｃａｓｅ　 考查介词短语。句意：我想我们之前已经谈论过这件事，但
是以防万一，我再问你一次。

４． ｓｏ ａｓ ｎｏｔ ｔｏ
５．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ｗｏｕｎｄｅｄ　 句意：当地村民帮助医生照料在公共汽车撞车事故
中受伤的人。ａｓｓｉｓｔ ｓｂ ｗｉｔｈ爥帮助某人……。

６． ｗｈｅｒｅ　 考查定语从句。句意：接下来的这一章，消费者投诉导致了法
律变化的案例将被介绍给读者。先行词是ｃａｓｅｓ，后面从句中不缺少主
语和宾语，此时用ｗｈｅｒｅ引导定语从句。

７． ａｃｃｕｓｅｄ　 考查动词辨析。句意：警察在他开车回家时拦住他并且指控
他超速。

Ｕｎｉｔ ５　 Ｆｉｒｓｔ ａｉｄ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ｄ ｏｆ　 ２）ｉｎ ａｉｄ ｏｆ　 ３）ａｉｄｅｄ ｈｅｒ ｔｏ；ａｉｄｅｄ ｈｅｒ ｉｎ
４）ｇａｖｅ ｈｉｍ ｆｉｒｓｔ ａｉｄ
５）应该为：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ｖｅｄ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ｉｄ ｆｏｒ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６）应该为：Ｗｅ ｍａｙ ｔｒａｖｅ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ｄ ｏｆ ａ ｇｏｏｄ ｍａｐ．

２． １）ｓｑｕｅｅ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ｓｑｕｅｅｚ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ｔｏ
３． １）ｐｏｕｒｅｄ ｃｏｆｆｅｅ ｉｎｔｏ　 ２）ｐｏｕｒｅｄ ｏｕｔ ｈｅｒ ｗｏｒｒｉｅｓ　 ３）不雨则已，一雨倾盆。
４． １）ｔｒｅａｔ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ｔｒｅａｔｓ ｍｅ ｌｉｋｅ ／ ａｓ　 ３）ｗｅｌｌ ｔｒｅａｔｅｄ　 ４）ｔｏ　 ５）ｍｙ ｔｒｅａｔ
５． １）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２）ａｐｐｌｙ ｔｏ　 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４）ｈ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ｒ
５）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ｇｌｕｅ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ｆｅｌｌ ｏｆｆ　 ２）ｆａｌｌ ｂｅｈｉｎｄ
２． １）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ａｇａｉｎ　 ２）ｏ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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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

３５８　　

３． １）ｉｎ ｐｌａｃｅ　 ２）ｉｎ ｐｌａｃｅ
４． Ｃ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爥表示“……的数量”，作主语时谓语动词用单数。

而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爥表示“许多”，“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代词／名词”作主
语时谓语动词用复数。

５． １）ｃａｎｔ ｐｕｔ ／ ｌａｙ ／ ｇｅｔ ｍｙ ｈａｎｄｓ ｏｎ　 ２）ｉｎ ｈａｎｄ
６． １）ｍａｋｅ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ｍａｋｅｓ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Ｉｆ （ｉｔ 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２）Ｗｈｉｌｅ （ｙｏｕ ａ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３）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ｉｔ ｉ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２． １）Ａ　 ｗｈｅｎ作连词，表示“正在这时”。句意为“我们正在湖中游泳，
突然暴风雨来了”。

２）Ｃ　 ｗｈｅｎ作连词，表示“就在这时，突然”，符合语境。
【自我测评】
１． ｔｈａｔ　 ２．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３． ｔｒｅａｔ　 ４． ｄｉｄ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５． ｗａｓ ｇｏｉｎｇ；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ｂｅ ｄｏｉｎｇ爥ｗｈｅｎ爥正……突然……ｗｈｅｎ引导的从句
多用一般过去时。
选修 ６

Ｕｎｉｔ １　 Ａｒｔ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ｔｏｏｋ ａｉｍ ａｔ　 ２）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３）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４）ａｉｍ ｔｏ ｂｅ
２． １）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ｍｍｅｒｓ ｄａｙ　 ２）Ｉｔ ｗａ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ｏｆ ｈｅｒ
３． １）ａｄｏｐｔｅｄ　 ２）ａｄｏｐｔｅｄ　 ３）ａｄａｐｔ ｔｏ
４． １）恐惧支配着他，使他无法动弹。
２）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３）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５． １）ｉｎ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ｃｕｔ ｃｏｓｔｓ　 ２）ａｔ ｍｙ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ｔｔｅｍｐｔ　 ３）Ａｌｌ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６． １）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ａ ｗｏｍａｎ　 ２）Ｉ ｃａｎｔ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ｕｔ　 ３）ｔｏ ｋｅｅｐ ｈｅｒ ｆｉｇｕｒｅ
７． １）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ｔｏ　 ２）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３）ａｐｐｅａ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４）ａｐｐｅａｌｅｄ ｔｏ；ｆｏｒ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Ｂｙ ａ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２）真巧！
３）偶然间；偶然间；相比之下；相比之下

２． １）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２）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ｗａｒｍｅｒ
３）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ｏｆ ｈｅｌｐ

３． １）ｂｒｅａｋ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ｏｌｄ ｈａｂｉｔｓ
２）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ｒｏｋｅｎ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４． １）Ｏｎ （ｔｈｅ）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２）ｂ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独立思考Ｃ
　 １）Ｉｔ 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ｔｈａｔ
２）Ｉｔｓ ｖｅｒｙ ｋｉｎｄ ／ ｎｉｃｅ ｏｆ ｙｏｕ
３）Ｉｔｓ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４）Ｉｔ ｗａｓ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ｔｈａｔ
５）Ｉｔ ｉｓ ／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自我测评】
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
２．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ｓｂ ｔａｋｅ ／ ｈａｖ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ｈ某人占有／拥有某物；ｓｔｈ．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ｂ．某物在某人的控制之下。

３． ｔｈｅ
４．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ｄｏ ｓｔｈ意为“尽力去做，但不一定成功”。
５．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ｕｔ
６．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呼吁，上诉，求助。由句意“既然他们不听劝告，
我们只好诉诸武力”可知，应选用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求助于……。

７． Ｂｙ ｌ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ｂｙ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 ｂｙ ｃｈａｎｃｅ偶然地，意外地。由句意“真
巧，我和我的同桌同年同日生，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可知，只

能用ｂｙ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巧合地。
８． ａ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 ／ ｉｎ ｆａｃｔ　 根据ｂｕｔ前后的内容可知，前后分句构成的是
对比关系，故用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Ｕｎｉｔ ２　 Ｐｏｅｍｓ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ｃｏｎｖｅｙ ｍ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２）ｃｏｎｖｅｙｅｄ ｈｉｓ ｆａｒｍ ｔｏ ｈｉｓ ｓｏｎ
３）ｃｏｎｖｅｙｅｄ ｈｉｓ ｓｏｒｒ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ｖｅｙｅ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ｔｏ

２． １）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ｈ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ｈｅａｔ ｉｎｔｏ ｐｏｗｅｒ

３． １）ｂｙ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ｍｅａ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ｉｍｅ
２）（ｓｈｏｕｌｄ）ｐｌａｎｔ ｔｒｅｅｓ
３）①ｐｒｏｐｅｒ　 ②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③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④ｆｉｔ

４． １）ｆｏｒ　 ２）ｗｉｔｈ　 ３）ｆｏｒ
５． １）ｔｏ ｌｏａｄ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ｏｎｔｏ　 ２）ｔｏｏｋ ａ ｌｏａｄ ｏｆｆ ｍｙ ｍｉｎｄ
３）ａ ｌｏａｄ ｏｆ ｓａｎｄ　 ４）ｔｏ ｌｉｇｈｔ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ｏｆ　 ５）①ｂｕｒｄｅｎ　 ②ｌｏａｄ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Ｔａｋｅ ｉｔ ／ ｔｈｉｎｇｓ ｅａｓｙ ｆｏｒ ａ ｆｅｗ ｄａｙｓ
２）Ｔａｋｅ ｙｏｕｒ ｔｉｍｅ　 ３）Ｔａｋｅ ｉｔ ／ ｔｈｉｎｇｓ ｅａｓｙ

２． １）ｒａｎ ｏｕｔ ／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ｕｐ　 ２）ｒｕｎ ｏｕｔ ｏｆ ／ ｕｓｅ ｕｐ
３． １）ｌｅｔｓ ／ ｌｅｔ ｏｕｔ　 ２）ｌｅｔ ｏｕｔ　 ３）ｗｅｒｅ ｌｅｔ ｏｕｔ　 ４）ｌｅｔ ｍｙ ｓｋｉｒｔ ｏｕｔ
４． １）ｉｓ ｍａｄｅ ｕｐ ｏｆ ／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２）ｍａｄｅ ｕｐ ｏｆ （＝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ｕｐ ｏｆ）
３）编故事　 ４）组成一个队
５）弥补失去的时间

５． １）Ｈｏｌｄ ｏｎ　 ２）ｈｏｌｄ ｏｎ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Ｉ ｗ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２）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ｗｈｙ ｈｅ ｄｉｄｎｔ ｐａｓｓ ｔｈｅ ｅｘａｍ ／ ｔｅｓｔ

２． １）ｐａｓｓｉｎｇ　 ２）ｏｖｅｒ　 ３）ｌｅｆｔ　 ４）ｈｅｌｄ
【自我测评】
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考查动词辨析。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意为“使（形状、姿态、性质、
机能等）改变”；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爥ｉｎｔｏ爥意为“把……改变成……”。

２．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他的休闲装不适合这样的正式场
合。

３． ｉ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考查介词短语辨析。ｉ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意为“作为……交
换”。根据句意可判断出通过给房子刷漆来换一周的膳宿。

４． ｉｎｔｏ；ｗｉｔｈ　 考查ｌｏａｄ的用法。ｌｏａｄ ｓｔｈ ｉｎｔｏ爥把……装入，ｌｏａｄ ｓｔｈ ｗｉｔｈ
ｓｔｈ用……装载……。

５． Ｔａｋｅ ｙｏｕｒ ｔｉｍｅ　 由后面答语“Ｉｍ ｎｏｔ ｉｎ ａ ｈｕｒｒｙ”可知，说话者不慌。
６．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ｏｕｔ　 句意：“我仍然在做这一个项目。”“啊！你不能如期完成
了。快没时间了。”当表示时间用完、耗尽的时候多用ｒｕｎ ｏｕｔ。ｇｉｖｅ
ｏｕｔ分发，精疲力竭。

７． ｌｅｔ ｏｕｔ　 考查动词短语。
８． Ｈｏｌｄ ｕｐ　 句意：“是彼得吗？”“请稍等，我帮你去找找看。”
９． ｄｒａｖｉｎｇ　 考查ｗｉｔｈ的复合结构。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ｎｅａｒ是ｗｉｔｈ的复合结构，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与ｄｒａｗ
ｎｅａｒ之间是主动关系，该结构的意思是“随着高考的临近”。

Ｕｎｉｔ ３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ｕｎｄｅｒ　 ２）ｂｅ ｐｕｔ ｏｎ　 ３）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２． １）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ｂｅ ｈｅｌｄ ｉｎ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２）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ｍｅ
３）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ｏｕｒ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３． １）ｂｅ ／ ｇｅｔ ／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ｄ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ｓ或ａｄｄｉｃｔ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ｔｏ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ｓ



参考答案

３５９　　

２）ａ ＴＶ ａｄｄｉｃｔ ／ ｂｅｉｎｇ ａｄ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Ｖ
４． １）ａｃｃｕｓｔｏｍ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ｅａｒｌｙ或ｂｅ ／ ｂｅｃｏｍｅ ／ ｇｅｔ ａ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ｄ ｔｏ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ｅａｒｌｙ
２）ａｍ ｎｏｔ ／ ｄｏｎｔ ｇｅｔ （ｂｅｃｏｍｅ）ａ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ｄ 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５． １）ａ ｇ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　 ２）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３）ｃｏｍｅ ｉｎ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４）ｂｒｉｎｇ；ｉｎ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６． １）ｄｏ ｎｏｔ ｆｅｅｌ ａｓｈａｍｅｄ
２）ｂｅ ａｓｈａｍｅｄ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ａｔ
３）Ｉ ｄｏｎｔ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ｒｅｓ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ｓｈａｍｅｆｕｌ
４）①ａｓｈａｍｅｄ　 ②ａｓｈａｍｅｄ；ｓｈａｍｅｆｕｌ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ｆｅｌｔ ｌｉｋｅ ａ ｆｏｏｌ　 ２）ｄｏｎｔ ｆｅｅｌ ｌｉｋｅ 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３）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ｄ ａｎｄ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ｍｕｓｉｃ

２． Ｉｎ ｓｐｉｔ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ｇｒｅａ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ｏｕｇｈ）ｗｅ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３． １）ｎｏｔ ｔｏ ｇｅ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ｔ　 ２）ｇｅｔ ｉｎｔｏ ｔｒｏｕｂｌｅ
４． １）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ｈｉｓ ｏｗｎ　 ２）ｒｕ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ｌａｔｅ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Ｅｖｅｒｙ ／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ｙｏｕ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 ｗａｎｔ ｔｏ ｐｌａ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ｓ
２）ａｎｙ ｔｉｍｅ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３）Ｅｖｅｒｙ ／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ｙｏｕ ｆｅｅｌ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ｏｕｔ）
４）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 ｉ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２． １）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ａ ｂｏｏｋ ａｓ
２）ａ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ａ ｌｉｆｅ ａｓ
３）ａｓ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ａ ｃａｒ ａｓ
４）ｓｏ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５）ｔｏｏ ｈｉｇｈ ａ ｐｒｉｃｅ
【自我测评】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ａｖｅ ａ ｄｅｅｐ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对……产生深远影响。
２．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本题考查动词和动词短语的区别。句意为：合作或团队协作
在足球比赛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经常被强调。ｓ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爥强调……的重要性。

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ｄ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句意：尽管她只有１７岁，却有两年的毒瘾了。ｂｅ
ａｄ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意为“对……上瘾”；其中ａｄｄｉｃｔｅｄ是形容词，前面应有ｂｅ
动词。

４． ａ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ｄ　 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那个世纪的孩子习惯了没有电视
的生活。这里考查ｂｅ ａ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ｄ ｔｏ （ｄｏｉｎｇ）ｓｔｈ，意为“习惯于”。

５． ｄｒｉｖｉｎｇ；ｔｏｏｋ　 第一个空考查的是ｆｅｅｌ ｌｉｋｅ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 “想要做某事”；第
二个空考查的是ｗｏｕｌｄ ｒａｔｈｅｒ后接从句时要用虚拟语气，从句应用一般
过去时态。

６． ｌｏｓｉｎｇ　 考查非谓语动词。句意：他冒着失去工作的危险去给我送行。
这里考查ｒｉｓｋ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 “冒险做某事”。

７．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分析句子结构可知，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在此引导时间状语
从句，意为“第一次……”，符合要求。

Ｕｎｉｔ 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ｄｏ ｙｏｕ 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 ｔｏ　 ２）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ｄ ｍｙ ｎａｍｅ
３）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ｕｍ ｔｏ
４）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 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２． １）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２）ａ ｌａｒ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３）ａｒｅ　 ４）ｗｅｒｅ
３． １）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ｇｅｔ ／ ｂｅ ａｎｇｒｙ　 ２）ｗｅｒｅ ｓｅｎｔ ｔｏ ｔｅｎｄ
３）ｔｅｎｄｅｄ ｈｅｒ ｈｕｓｂａｎｄ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４）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４． １）ａｍ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ｇｏｉｎｇ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２）ｏｐｐｏｓｅ ｙｏｕｒ ｗｉｌｌ ａｇａｉｎｓｔ
３）①ｇｉｖｉｎｇ　 ②ｇｏｉｎｇ

５． １）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ｉｃｅ ｒａｎｇｅ　 ２）Ｔｈｅ ａｇｅ ｒａｎｇｅ
３）ｒ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５ ｔｏ ３５ ｄｅｇｒｅｅｓ ／ ｒ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５ ａｎｄ ３５ ｄｅｇｒｅｅｓ

６． １）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ｇｌａｎｃｅ　 ２）ｇｌａｎｃ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３）ｇｌ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７． １）Ｉｎ ／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２）Ｉｎ ／ Ｕｎｄｅｒ ｎｏ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３）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２）ｂｒｅａｋ ｏｕｔ　 ３）ｃｏｍｅ ａｂｏｕｔ　 ４）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
２． １）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ｙｏｕｒ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２）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４）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ｈｉｓ ｄｅａｔｈ

３． １）ｃａｎｔ ｐｕｔ ｕｐ ｗｉｔｈ ｉｔ
２）ｃａｎ ｐｕｔ ａｌｌ ｏｆ ｙｏｕ 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
３）ｐｕｔ ｕｐ ａｔ ａ ｓｍａｌｌ ｈｏｔｅｌ
独立思考Ｃ
　 １）Ｓｏ ／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ｂｅｔｒａｙ ｍｅ
２）Ｓｏ ／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ｙｏｕ ｄｒｉｖ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３）ｉｓ ｆ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ａｔ ｏｎｅ
【自我测评】
１．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句意为：“这湖水怎么这么难闻？”“因为大量的水
已经被污染了。”本题考查时态、语态及主谓一致。ｗａｔｅｒ与ｐｏｌｌｕｔｅ为
被动关系，故排除Ａ项；Ｂ项表示“正被污染”，故排除； ｌａｒ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后加名词，谓语动词应与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保持一致，故排除Ｃ
项，答案为Ｄ项。

２．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考查非谓语动词。短语ｂｅ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ｓｔｈ ／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意为“反对
某事／做某事”，其中ｔｏ是介词。此处用过去分词作后置定语，相当于
定语从句ｗｈｏ ｗａ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３．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考查名词。句意：这种新技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
的可能。

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　 根据前句“不要对他期望太大”可以推断，这个孩子智力水
平一般。

５． ｗｉｌｌ Ｋａｒｅｎ ａｇｒｅｅ　 句意为：因为对于Ｋａｒｅｎ和她的家人来说搬到远离她
的工作地点去住太不方便，所以她决不同意搬家。题中因为是以ｕｎｄｅｒ
ｎｏ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决不）这一否定短语开头的，故应用倒装结构。

６． ｃａｍｅ ａｂｏｕｔ　 考查固定句型。句意：我想知道这么短的旅程她还晚了两
个小时是怎么回事。ｃｏｍｅ ａｂｏｕｔ意为“发生”。

７．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句意为“由于疏忽所引起的任何损失应由借用者负责赔
偿”。

８． ｐｕｔ ｕｐ ｗｉｔｈ　 考查动词短语。句意：我们为什么要容忍鲍勃自私的行为
呢？我们应该教他如何关心别人。根据第二句可知空格处缺少的意思
为“容忍”。

９．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ｄｏｕｂｔ ｔｈａｔ爥为固定搭配，意为“……是毫无疑问的”。
Ｕｎｉｔ ５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ｗａｓ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ａｓ　 ２）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２． １）ａ ｂｌａｃｋ ｓｕｉｔ　 ２）Ｉｔ ｓｕｉｔｓ ｍｅ　 ３）①ｆｉｔｓ　 ②ｓｕｉｔｓ　 ③ｍａｔｃｈ
３． １）ｗａｓ ａｎｘｉｏｕｓ ｆｏｒ ／ ａｂｏｕｔ　 ２）ａｒｅ ａｎｘｉｏｕｓ ／ ｅａｇｅｒ ｔｏ ｋｎｏｗ
３）①ｅａｇｅｒ　 ②ａｎｘｉｏｕｓ

４． １）ｇｏｔ ｉｎｔｏ ａ ｐａｎｉｃ　 ２）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ｐａｎｉｃ
５． １）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ａ ｇｏｏｄ ｃｒｏｐ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２）ａ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ａｔ ｙｏｕｌｌ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ｈｅ ｊｏｂ ｏｎ ｔｉｍｅ
３）ｔｗｏｙｅａｒ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ｌｏｓｔ ｏｕｒ ｗａｙ；ｍａｄｅ ｏｕｒ ｗａｙ　 ２）ｆｅｅｌ ｏｕｒ ｗａｙ　 ３）ｍａｋ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２． １）ｖ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
２）ｖａｒｙ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 ｆｒｏｍ ａｌｍｏｓｔ ｂｌａｃｋ ｔｏ ｙｅｌｌｏｗ
３）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ｈｏｗｅｖｅｒ　 ２）ｈｏｗｅｖｅｒ ｈａｒｄ ｉｔ ｉｓ ／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ｈｏｗ ｈａｒｄ ｉｔ ｉｓ
２． １）ｄｏｎｅ　 ２）Ｔｈｅ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ｎｏ ｂｕｓ ／ ｔａｘｉ
【自我测评】
１． ａｐｐｏｉｎｔ　 考查动词辨析。句意：我们希望贵方把我们公司指定为中国
唯一经销商。根据句意可知，此处缺少的词应为“任命；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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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高三 轮总

一

复习

３６０　　

２． Ｅｉｔｈｅｒ　 考查动词。
３． ａｂｏｕｔ　 考查固定短语。ｂｅ ａｎｘｉｏｕｓ ａｂｏｕｔ爥意为“对……感到担心”。
４． ｔｏ；ｏｖｅｒ　 考查介词的用法。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ｔｈ表示“对某事的态
度”；ｔｈｅ ｐａｎｉｃ ｏｖｅｒ ／ ａｂｏｕｔ ／ ａｔ ｓｔｈ表示“对某事感到的惊慌”。句意：你
对最近的有关婴儿奶粉安全问题的恐慌持什么态度？

５．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考查名词。根据前句意思“努力工作不仅是巨大成功的保
证”，可知答案。

６． ｖａｒｙ　 考查动词短语。句意：众所周知，学习方法因人而异。ｖａｒｙ ｆｒｏｍ
爥ｔｏ爥意为“由……到……不同”。

７． ｔｉｅｄ　 考查独立主格结构。独立主格结构是短语的形式作定语或状语。
ｈｉｓ ｈａｎｄｓ ｆａｓｔ ｔｉｅｄ是一个由“名词＋过去分词”构成的独立主格结构，
这种结构的名词后还可以接介词短语等，在句中通常作状语。再如：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ｂｏｏｋ ｉｎ ｈａｎｄ。
选修 ７

Ｕｎｉｔ １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ｅｌｌ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２）ｅｎａｂｌｅ　 ３）ｕｎａｂｌｅ；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４）Ａ
２． １）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ｅｒ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２）Ｈｅｒ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３）ｉｓ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ｔｏ　 ４）ｈａｓ ｈｅ ｇｉｖｅｎ ｕｐ ｈｉｓ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３． １）ａｄａｐｔ ｔｏ ／ ａｄａｐｔ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ｆｅ
２）ｉｔ （ｗａｓ）ｈａｒｄ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３）ｂｅ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ｎｏｖｅｌ
４）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ｏ
①ａｄａｐｔ　 ②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③ａｄｏｐｔ　 ④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４． １）ｉｓ ａｎｎｏｙ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ｍ
２）ｗｈａｔ ａｎｎｏｙｓ ｍｅ ｉｓ ／ ｗ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ｍｅ ａｎｎｏｙｅｄ ｉｓ
３）Ｉｔ ｍａｄｅ ｍｅ ａｎｎｏｙｅｄ
４）ｗｈｉｃｈ Ｉ ｗａｓ ａｎｎｏｙｅｄ
５）Ｄ　 句意：他没有给我回信，这使我很生气。ａｎｎｏｙ使恼怒，使生
气；ｂｏｔｈｅｒ不停打扰，使人不安宁，着重于动作；ｄｉｓｔｕｒｂ打扰，扰
乱，指使正常秩序或一时的安定受到破坏；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中断，打断。
根据句意可知Ｄ项正确。

６）ａｎｎｏｙｅｄ→ａｎｎｏｙｉｎｇ　 ７）ｗｉｔｈ→ａｔ ／ ａｂｏｕｔ
８）ａｎｎｏｙｉｎｇ→ａｎｎｏｙｅｄ　 ９）ａｎｎｏｙｅｄ→ａｎｎｏｙａｎｃｅ

５． １）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４）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ｗｈｏｍ ／ ｕｎｄｅｒ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６． １）ｔｈａｔ ｈ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ｉｇｎ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２）ｈａｖｉｎｇ ｒｅｓｉｇｎｅｄ
３）ｒｅｓｉｇｎ ｍｙｓｅｌｆ ｔｏ ｆａｉｌｕｒｅ　 ４）ｔｏ

７． １）ｇ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２）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３）ｈａｖｅ ｆｒ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ａｔ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ｐｏｏｌ
独立思考Ｂ
１．①Ｉｎ ａ ｗｏｒｄ　 ②ｉｎ ｗｏｒｄｓ　 ③ｈａｄ ａ ｗｏｒｄ ｗｉｔｈ
④ｈａｖｅ 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⑤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２．①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ｎ　 ②ｃｕｔ ｏｆｆ　 ③ｃｕｔ ｏｆｆ　 ④ｃｕｔ ｏｕｔ
⑤ｃｕｔ ｕｐ　 ⑥ｃｕｔ ａｗａｙ

３． １）①ｏｕｔ ｏｆ ｂｒｅａｔｈ　 ②ｏｕｔ ｏｆ ｄａｔｅ　 ③ｏｕｔ ｏｆ ｒｅａｃｈ
２）Ａ　 考查短语辨析。句意：在火车站，这位母亲挥手向她的女儿告
别，直到火车看不见为止。ｏｕｔ ｏｆ ｓｉｇｈｔ看不见；ｏｕｔ ｏｆ ｒｅａｃｈ够不着；
ｏｕｔ ｏｆ ｏｒｄｅｒ杂乱，出故障；ｏｕｔ ｏｆ ｐｌａｃｅ不在原来的地方，不恰当。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ａｓ ｃｌｅｖｅｒ ａ ｂｏｙ　 ２）ｔｗｉｃｅ ａｓ ｍａｎｙ ｃａｒｓ
２． １）ｔｈｅ ｐｒｉｚ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２）（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ｔ 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ｌｌ
３）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ｌｉｆｅ

【自我测评】
１．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　 考查动词。句意：世界各地杰出的物理学家们来到美国庆祝
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 “庆祝”，其宾语是事情，符合句意
表达。

２．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考查名词。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雄心，抱负”。句意：他想成为飞行员
的抱负受到了视力不好的阻碍。

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 ｔｈａｔ ｉｓ　 考查介词短语。很显然，下文“ｎｅｘｔ Ｆｒｉｄａｙ”是对
上文“ｉｎ ｔｅｎ ｄａｙｓ”的解释，所以用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意为“换句话说”。

４． ｃｏｎｇｔ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考查交际用语。根据题意可知这里应用一个表示祝贺的
词（短语）。

５． ａｎｎｏｙｉｎｇ　 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这场足球赛的结果真让人郁闷。”
“我同意。我们队不应该失去那两分。”

６． ａｃｃｅｓｓ　 考查名词。ａｃｃｅｓｓ意思是“机会，途径”。句意：在希望工程
实施以前，这个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７． ｃｕｔ ｄｏｗｎ 　 考查动词短语。由ｍａｋｉｎｇ ｈｏｌｉｄａｙｓ ｃｈｅａｐｅｒ可知，语意是
“降低价格”，意为“削减，降低”。

Ｕｎｉｔ ２　 Ｒｏｂｏｔｓ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ｏ ｗｉｎ　 ２）ｄｅｓｉｒｉｎｇ ｔｏ ｇｅｔ ａ ｊｏｂ
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４）ｈｅｌｐ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ｇｉｖｅｎ
５）（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２． １）ｗｅｒｅ ａｌａｒｍｅｄ ａｔ　 ２）ｉｎ ａｌａｒｍ
３）ｔｏ ｓ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ａｒｍ　 ４）ｈａｄｎｔ ｓ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ａｒｍ

３． １）ｆｅｌｔ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ｆｏｒ　 ２）Ｏｕｔ ｏｆ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３）ｔｏ ｗｉｎ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４）ｎｏｒ ｄｏｅｓ ｓｈｅ ｗｉｎ ａｎｙ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４． １）Ｄｏ ｍｅ ａ ｆａｖｏｕｒ　 ２）ｉｎ ｆａｖｏｕｒ ｏｆ
５． １）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ｕｒｓｅ
２）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ｈｅｒ ｔｏ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ｈｅｒ ｏｎ ／ ａｔ ｔｈｅ ｐｉａｎｏ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３）观其友，知其人。
６． １）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ｗａｒ ｏｎ ／ ａｇａｉｎｓｔ
２）ｄｅｃｌａｒ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３）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ｐｅｎ
４）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 ｗａｓ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ｏｆｆ

７． １）Ｉ ｈａｄ ｎｏ ｔａｌｅｎｔ ｆｏ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２）ｓｈｅｓ ｔａｌｅｎｔｅｄ　 ３）Ｔａｌ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ｈｅ ｉｓ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ｉ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ｉｌ　 ２）ｓｈｏｕｌｄｎｔ ｂ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ｏｎ ａｎｉｍａｌｓ
３）ｈａｓｎｔ ｂｅｅｎ ｆｕｌｌｙ ｔｅｓｔｅｄ ｏｕｔ

２． １）①ｔｕｒ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②ｔｕｒｎｅｄ ｄｏｗｎ　 ③ｔｕｒｎｅｄ ｕｐ
④ｔｕｒｎ ｂａｃｋ　 ⑤ｔｕｒｎ ｏｆｆ　 ⑥ｔｕｒｎ ｔｏ

２）Ｄ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ｔｕｒｎ ｏｆｆ “关掉，关上”；ｔｕｒｎ ｏｕｔ “生产，结
果是”；ｔｕｒｎ ｕｐ “（把声音）调大一点，出现”；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 “转身”。
由句意“玛丽听到有人叫她，就转身看一下是谁（在叫她）”可知，
用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故选Ｄ。

３．①ｒｉｎｇｓ ｕｐ　 ②ｒｉｎｇ ｏｆｆ　 ③ｒｉｎｇ ｂａｃｋ
４．①ｔｏ ｂｅ ｌｅｆｔ ａｌｏｎｅ ／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ａｌｏｎｅ
②ｂｅｉｎｇ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③ｌｅａｖｅ ｆｏｒ　 ④ｌｅａｖｅ ｏｕｔ

５．①ｓｅｔ ａｂｏｕｔ　 ②ｓｅｔ ａｓｉｄｅ　 ③ｓｅｔ ｕｐ
④ｓｅｔ ｏｆｆ ／ ｏｕｔ　 ⑤ｓｅｔ ｏｆｆ　 ⑥ｓｅｔ ｄｏｗｎ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ｓｔ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ｎｅｗｌｙ ｂｕｉｌ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２）ｓｔｏｏｄ ａ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

２． １）ｗ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ｈｉｓ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ａｒｒｉｖ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ｌａｔｅ
２）ｈａｖｅ ／ ｇｅｔ ｙｏｕｒ ｃａｒ ｗａｓｈｅｄ
【自我测评】
１． ａｌａｒｍｉｎｇ　 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极地区域是世界关注的焦点所在，
因为冰层融化的速度快得令人担忧。ａｌａｒｍｉｎｇ “（令某人）忧虑的”，
符合句意表达。



参考答案

３６１　　

２． ｆａｖｏｕｒ　 考查名词。句意：你为何就不能帮我个小忙？过去我对你帮助
可是够大的。ｄｏ ａ ｆａｖｏｕｒ ｆｏｒ ｓｂ意为“帮某人一个忙”。

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　 考查动词。语意为“我会陪同你”，故用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 “陪
同”。

４． ｉｎ ｆａｖｏｒ ｏｆ　 考查介词短语。ｉｎ ｆａｖｏｒ ｏｆ “赞成”。句意：我们很多年没有
见面了，因此我很赞成我们本周末举行聚会的计划。

５． ａｌｏｎｅ　 考查动词短语。句意：因为数学考试没有及格，她很难过。让
她独自待一会儿吧。ｌｅａｖｅ爥ａｌｏｎｅ意为“不打扰……”。

６． ｌｅｆｔ ｏｕｔ　 句意：在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时，他把最重要的因素———天
气给遗漏了。ｌｅａｖｅ ｏｕｔ表示“遗漏”，符合语意要求。

Ｕｎｉｔ 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ａ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ｈａｖｉｎｇ ｓｅｅｎ　 ２）ｍａｙ ／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３）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４）（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Ｉ ｈａｖ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２． １）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２）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ｔｈｅ ｈｏｔｅｌ　 ３）ｓｉｔｔｉｎｇ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ｔｏ ｈｉｍ
３． １）ｈａｖｅ ａｎ ｕｒｇｅ ｔｏ ｔｒａｖｅｌ　 ２）ｔｈａｔ ／ ｗｈｏ ｕｒｇｅｄ ｍｅ
３）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ｋｅｐｔ ｏｐｅｎ　 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４． １）ｔｏ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ｈｉｓ ｓｃｈｅｍｅ ／ ｐｌａｎ
２）Ｈａｖｉｎｇ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３）ｗａｓ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ａｂａｎｄｏｎｉｎｇ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４）Ｂ　 考查动词辨析。句意：一些悲观主义的专家认为汽车在不太遥
远的将来的某一天会被淘汰。ａｂａｎｄｏｎ意为“放弃，遗弃，丢弃”，
符合句意表达。ｑｕｉｔ放弃；ｓｃａｔｔｅｒ散开；ｃａｎｃｅｌ取消（计划等）。

５． １）Ｗｈｅｎ Ｉ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２）（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 ｉ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３）ｗｈｉｃｈ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６． １）ｗａｓ ｓｃａｒｅｄ ｔｏ ｄｅａｔｈ　 ２）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ｆｅｅｌ ｓｃａｒｅｄ
３）Ｓｃａｒｅｄ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ｌａｃｅｓ）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ｗａｓ ｔｈｅ ｂｏｙ ｈｅｌｐｅｄ ｏｕｔ　 ２）ｔｏ ｈｅｌｐ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ｔｏ
３）ｈｅｌｐｅ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ａ ｂａｇ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４）ｃａｎｔ ｈｅｌｐ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５）Ｃ　 考查动词时态。ｈｅｌｐ ｏｕｔ意思是“帮助完成工作”，表示现阶段
持续性的动作。句意：我的确不在这儿工作，新秘书来之前，我只
是暂时在这儿帮助完成工作。故答案为Ｃ。

２． １）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 ｗｅｒ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２）（ｗｈｉｃｈ ／ ｔｈａｔ）Ｉｍ ｎｏｔ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３）Ｗ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ｎｔ ｂｅｅｎ ａｗａｒｅ
４）ｂ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ｏｆ　 ａｗａｒｅ ｏｆ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ｗｈｅｎ ｎｏ ｏｎｅ ｃｏｕｌ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２）Ｉｔ ｉｓ ａ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２． １）Ｉｔ ｃｏｓｔ ｍｅ　 ２）ｗｈａｔ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３）Ｂ　 考查固定句型。Ｉｔ ｔａｋｅｓ（ｓｂ）ｓｏ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ｄｏ ｓｔｈ花费（某人）时间
做某事。句意：有些乘客抱怨说通常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填写旅游保
险单。

３． １）ｆｒｏ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ｒ　 ２）ｅｘｃｅｐｔ ｏｎ Ｍｏｎｄａｙ
【自我测评】
１． ｒｅｌｉｅｖｅｄ　 句意：苏珊对国家的热爱在她最近出版的诗歌中反映了出来。
感情应该通过诗歌来反映，所以用ｒｅｆｌｅｃｔ （反映）。

２． ｓｃａｒｅｄ　 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在我去公园的路上，当发现车子刹车
不灵时，我非常害怕。

３． ａｗａｒｅ　 考查形容词。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ｔｈａｔ “意识到……”。句意：心理学家也
意识到，语言和学习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社会现象。

４． ｔａｒｇｅｔ　 考查名词辨析。句意：给自己制定一个合理的有望实现的目
标，既不能过高，又不能过低。

５．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考查动词辨析。ｗｉｔｎｅｓｓ意为“目击，当场见到”。句意：你
们班有人目击了今早发生在我们学校前面的车祸吗？

Ｕｎｉｔ ４　 Ｓｈａｒｉｎｇ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２）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３）Ｃ　
２． １）ｓｏ ｔｈａｔ ｗｅ ｍａｙ ／ ｃ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 ｏｕｒ ｐｒｉｃｅ
２）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ｌｉｍａｔｅ
３）ｄｉｄ Ｉ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ｃｌｏｃｋ
４）ｕｎｔｉｌ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３． １）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２）ｈ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３）①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②ｊｏｉｎｅｄ　 ③ｊｏｉｎｅｄ ｉｎ　 ④ａｔｔｅｎｄ　 ⑤ｔｏｏｋ ｐａｒｔ ｉｎ

４． １）ｄｏｎ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２）ｔｈａｔ ｓｈｅ ｈａｓ ｄｏｎａｔｅｄ ｔｗｉｃｅ
３）①ｄｏｎａｔｅｄ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②ｄｏｎａｔｅ　 ③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④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５． １）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ｐｒｉｃｅ　 ２）ｔｏ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ｉｔ
３）ａ ｇｏｏ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 ／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４）ｗｈｅｒｅ ｙｏｕ ｃａ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６． １）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２）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 Ｈｏｗ ｔ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３）Ｃ　 考查动词辨析。句意：根据诺贝尔的著名遗嘱，他的基金的利
息将分发给上一年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五个人。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的意思
是“分发，分配，分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的意思是“捐献，贡献”；
ｄｅｖｏｔｅ ｔｏ的意思是“将……奉献给”；ｄｏｎａｔｅ ｔｏ的意思是“捐赠”。
根据题意可知Ｃ项最佳。

７． １）①经营　 ②运营　 ③动手术
２）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ｏｎ
３）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ｏｎ ｉｎ ｔｉｍｅ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ｆｒｏｍ ｈｅｒ
２）ｈａｖｉｎｇ ｈｅａｒｄ ｆｒｏｍ ｈｅｒ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２． １）ａｒｅ ｄｙｉｎｇ ／ ｔｈｉｒｓｔｙ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２）（ｗｈｏ ａｒｅ）ｄｙ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ｂｒｏａｄ

３．①ｉｎ ｎｅｅｄ　 ②ｉｎ ｓｔｏｒｅ　 ③ｉｎ ｒｅｔｕｒｎ　 ④ｉｎ ｖａｉｎ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ｂｅｆｏｒｅ 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
２）Ｂｅｆｏｒｅ Ｉ ｍａｋｅ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３）ｂｅｆｏｒｅ Ｉ ｃｏｕｌｄ ｃｕｔ ｉｎ （ａ ｗｏｒｄ）
４）Ｃ　 考查状语从句。所填词引导状语从句，构成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 ｗｏｎｔ ｂｅ ＋
时间段＋状语从句，根据搭配可知Ｃ项正确。

２． １）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ｏｌｄ ａｂｒｏａｄ　 ２）ａｌｌ ｏｆ ｗｈｏｓｅ ｈｏｕｓｅｓ
３）Ａ　 考查定语从句的引导词。由ｍａｎｙ之前的逗号和选项特征可知，
此处是主从句关系，排除Ｃ、Ｄ项。由于先行词是“１，０００ ｐｅｏｐｌｅ”，
表示人，故用ｗｈｏｍ。句意：这里居住着将近１０００人，他们中的许
多人都背井离乡去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

【自我测评】
１． ａｄｊｕｓｔｓ　 考查动词辨析。句意：图书馆在期末考试期间为满足学生的
需要调整了开放的时间。

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考查动词。句意：麻省理工学院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给学
生和老师共同参与研究活动的机会。

３． ｄｏｎａｔｉｎｇ　 考查动词。句意：星期天，一位当地妇女通过捐赠自己的部
分肝脏给了她九个月大的宝宝第二次生命。

４．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考查名词辨析。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购买”。句意：这对夫妇花费了一
些钱购买新房子里必需的家具。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句意：有些矿物十分普通常见，有些矿物的分布具有区域
性，还有些矿物在地球上十分罕见。

６．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考查动词辨析。句意“难怪电脑运转不如以前那么正常了”。
ｏｐｅｒａｔｅ意为“运转”。

７．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考查词语辨析。句意：对不起，我塞车了，否则的话我本能
够早点到达这里的。

８． ｉｎ ｎｅｅｄ　 考查介词短语。句意：该社区中心提供应急食品储藏库及社
区支援服务，如租房援助、为贫困儿童提供学习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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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高三 轮总

一

复习

３６２　　

Ｕｎｉｔ ５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 ｂｅ ｓｔａｒｔｅｄ
２）（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ａｙ ｉｎ ｂｅｄ
３）（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４）①（ｔｈａｔ）ｓ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ｂｏｏｋ ｔｈｅ ｔｉｃｋｅｔ
②ｈｅｒ ｔｏ ｂｏｏｋ ｔｈｅ ｔｉｃｋｅｔ
③ｈｅｒ ｂｏｏ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ｃｋｅｔ

２． １）ａ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ｌｉｆｅ　 ２）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ｙ ／ ｉｎ ｃｏｍｆｏｒｔ
３）ｃｏｍｆｏｒｔｉｎｇ ｕｓ ｗｉｔｈ　 ４）ｉｔ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ｍｆｏｒｔ

３． １）①ｆｏｒ　 ②ｗｉｔｈ
２）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ａ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ｅｅｌ
３）ｉｓ ｎｏｗ ｂｅｉｎｇ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４）Ｂ　 考查名词辨析。句意：用水冲下食物代替咀嚼是一种不好的习
惯。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此处用作可数名词，意为“替代品”。

４． １）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ｔｏｌ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２）Ｉｔ 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
３）Ｂ　 句意：公司赠给他一件礼物以示对他在公司多年工作的认可。
ｂｅ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 ｗｉｔｈ意为“凭……被认可”。

５． １）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ｉ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２）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ａ ｗｈｏｌｅ ｈｏｕｒ
３）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ｉｎ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ｏｆ 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６． １）ｄｉｄ ｓｈｅ ｍａｋｅ ａｎ ａｐｏｌｏｇｙ
２）（ｓｈｏｕｌｄ）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 ｔｏ ｈｅｒ

７． １）ａｒ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ｍｉｎｅ　 ２）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ｗｈｅｔｈｅｒ ｈｅｌｌ ｆｉｔ ｉｎ　 ２）ｆｉｔ ｉｎ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ｒｓ
３）ｔｈｅｙ ｆｉｔ 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２． １）Ａｓ ／ Ｓｏ ｆａｒ ａｓ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２）Ａｓ ／ Ｓｏ ｆａｒ ａｓ Ｉ ｋｎｏｗ

３． １）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２）Ｉｔｓ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４． １）ｄｉｄ ｓｈｅ ｓｅｔｔｌｅ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２）ｔ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ｄ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ｄｏｗｎ）
３）①ｓｅｔｔｌｅ ｄｏｗｎ ｔｏ　 ②ｓｅｔｔｌｅ ｄｏｗｎ　 ③ｓｅｔｔｌｅｄ ｏｎ
④ｓｅｔｔｌｅｄ ｉｎ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２）ｈａｄ ｌｉｅｄ ／ ｈａｄ ｔｏｌｄ ａ ｌｉｅ

２． １）ｗｈｅｎ ｔｏ 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ｅｔ
２）Ｈｏｗ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ｔｏ ｈｉｍ

３． １）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ｌｉ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２）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ｓ ａ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ｍａｌｌ

４． １）ｙｏｕ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ｋｎｏｃｋｅｄ ｄｏｗｎ
２）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ｓｅ ／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ｏｏｔｈｂｒｕｓｈｅｓ
【自我测评】
１．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考查动词辨析。句意：我要推荐他为你工作。他是个聪明
勤奋的孩子。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意为“推荐”，符合句意。

２．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ｅｄ　 考查动词。句意：证人的证词相互矛盾，因此事实仍然
不清楚。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意为“相互矛盾”。

３．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考查形容词。句意：在那所学校，对于所有学生来说英语是
必修的，但是法语和俄语是选修的。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意为“必修的”，ｂｕｔ
表示转折，所以相对应的应该是“选修的”，即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４．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考查动词。句意：老师们忙于批改学生们的月考试卷。
５． ｃｏｍｆｏｒｔ　 考查动词辨析。ｃｏｍｆｏｒｔ意为“安慰”。句意：听到考试不及
格的消息，凯特显得如此难过，以至于我不知道说什么来安慰她。

６． ｆｉｔ ｉｎ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句意：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读书需要作出很
大的调整，而且通常需要一般时间才能适应。四个动词短语中，ｆｉｔ ｉｎ
（ｗｉｔｈ）表示“适应”，符合语意。

选修 ８
Ｕｎｉｔ １　 Ａ ｌａｎｄ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ｒｉｅｄ　 ２）ｉ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２． １）ｉｓ ／ ａｒｅ ｉｎ ｆａｖｏｕｒ ｏｆ　 ２）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３）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ｗｈｏｍ ａｒｅ
４）ｈａｓ ｍａｊｏｒｅｄ ｉｎ ／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５）Ｃ

３． １）ｓｈ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ｅｌｅｃｔｅｄ　 ２）ｔｈａｔ ｈ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ｌｅｃｔｅｄ
３）①Ｈ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ｏｕｒ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②Ｔｈａｔ ｈｅ ｗａｓ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ｏｕｒ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４． １）Ｉ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ｔｏ ｈｉｍ
２）Ｉｔ ｈａｄ ｎｅｖｅ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ｔｏ ｈｉｍ
３）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５． １）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２）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６． １）①ｄｏｗｎ　 ②ｉｎｔｏ　 ③ｏｕｔ ｏｆ　 ④ａｗａｙ
２）①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ｓｌｉｐｐｅｄ
②ｈｅ ｓｌｉｐｐ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ｍ ／ ｓｌｉｐｐ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ｍ

独立思考Ｂ
１． １）保持（名誉、友谊、勇气、热情等）
２）（产量、位置等）不下降　 ３）赶上，跟上
４）熬夜　 ５）使……不下沉　 ６）保养，维修

２． １）ｔｅａｍ ｕｐ ｗｉｔｈ ａｎｙｏｎｅ ｅｌｓｅ　 ２）ｗｈｏｍ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ｔｅａｍ ｕｐ　
３）ｗｅ ｔｅａｍｅｄ ｕｐ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４）①ｋｅｅｐ ｕｐ ｗｉｔｈ　 ②ｐｕｔ ｕｐ ｗｉｔｈ
③ｅｎｄｅｄ ｕｐ ｗｉｔｈ　 ④ｔｅａｍ ｕｐ ｗｉｔｈ

３． １）①画线　 ②制订，拟定　 ③选出，选定
２）①ｍａｒｋ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ｂａｃｋ　 ②ｈａ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ａｒｋ ｏｕｔ
③ｗａ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ｏｕｔ　 ④ｍａｒｋ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４． １）①理解　 ②迷惑，欺骗　 ③吸收　 ④缩小（尺寸）
２）①ｔａｋｅ ｂａｃｋ　 ②ｔａｋｅ ｉｎ　 ③ｔａｋｅ ｏｎ　 ④ｔａｋｅｎ ｄｏｗｎ　 ⑤ｔａｋｅ ｏｖｅｒ
⑥ｔｏｏｋ ｏｆｆ　 ⑦ｔａｋｅｎ ａｐａｒｔ　 ⑧ｔａｋｅ ｕｐ

５． Ｂ　 句意：我们的地球表面覆盖着一块块的陆地和更大面积的水域。
只有ｍａｓｓｅｓ ｏｆ才可以修饰不可数名词。

６． １）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ｒ　 ２）ａｐｐｌｙ ｔｏ；ｆｏｒ　 ３）ａｐｐｌｙ ｔｏ　 ４）ａｐｐｌｙ；ｔｏ
５）ａｐｐｌｉ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２）Ｗｈａ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３）ｗ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ｌｉｆ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４）ｗｈａｔ Ｉ ａｍ　 ５）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ａ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２．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ｆｉｎｅ
３． １）ｂｅｃａｕｓｅ　 ２）ｗｈｙ　 ３）ｗｈｙ；ｔｈａｔ
４． １）ｔ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２）Ｉｔ 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ｐｕｔ ｏｆｆ
【自我测评】
１．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考查名词辨析。句意：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三种不同的研究
数学的方法。

２． ａ ／ ｔｈｅ；ａ　 句意为：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自行车仍然是一种受欢迎的交
通工具。“ｔｈｅ ＋单数名词”指的是整个类别，这个类别是可以区别于
另外一个类别的。而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应该有很多种，自行
车只是其中一种，故用不定冠词ａ。

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考查非谓语动词。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和其后作修饰语的动词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之间为主动关系，所以用现在分词作后置定语。

４． ｔａｋｅｎ ｉｎ　 句意“不要被那些许诺能让你快速减肥的产品所欺骗”。
５． ｔｏ；ｆｏｒ　 考查ａｐｐｌｙ短语的用法。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ｓｂ ｆｏｒ ｓｔｈ向某人申请某物。句
意为：要去美国旅行，你要首先向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６． ｗｈａｔ　 句意：似乎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士兵苏醒了过来。ｗｈａｔ引导宾
语从句。

７． ｗｈｙ；ｔｈａｔ　 句意为：人们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无人能经历两次。



参考答案

３６３　　

Ｕｎｉｔ ２　 Ｃｌｏｎｉｎｇ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①ｗｉｔｈ　 ②ｏｎ ／ ａｂｏｕｔ　 ③ｉｎ　 ④ｆｒｏｍ
２）①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ｄ
②ｔｈａ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２． １）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２）（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３）Ｉｆ ｙｏｕ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ｔｈｉｓ ｔａｓｋ

３． １）ｂｅｉｎｇ ｋｅｐｔ ｗａｉｔｉｎｇ　 ２）ｗｈｉｃｈ ｓｈｅ ｍａｙ ｏｂｊｅｃｔ
３）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４）ｒａｉｓｅｄ ａ ｓｔｏｒｍ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４． １）ｔｈａｔ ｗｅ ａｒｅ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ｔｏ ｓｔａｙ ｏｕｔ　 ２）ｆｏｒｂｉｄ ｓｍｏｋｉｎｇ
３）ｔｈａｔ ｐｈｏｔｏｓ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４）ｄｏｅ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ｆｏｒｂｉｄ ｍｅ

５． １）ｏｗｅ ｉｔ ｔｏ ｙｏｕ ｔｈａｔ　 ２）ｏｗｉｎｇ ｉｔ ｔｏ ｈｉｍｓｅｌｆ
３）ｏｗｉｎｇ ｔｏ　 ４）ｃｏｕｌｄｎｔ ／ ｗ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ｏｗｅｄ

６． １）①ｂｏｔｈｅｒ　 ②ｄｉｓｔｕｒｂ　 ③ａｎｎｏｙ
２）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ｂｏｔｈｅｒｉｎｇ ｍｅ　 ３）ｗ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ｏｔｈｅｒｅｄ

７． １）ｓｔｒｕｃｋ　 ２）ｗａｓ ｓｔｒｕｃｋ ｂｙ　 ３）Ｉｔ ｓｔｒｕｃｋ ｍｅ ｔｈａｔ
４）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ｓｔｒｕｃｋ ｂｙ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５）ｓｔｒｕｃｋ
独立思考Ｂ
１． １）①（计划等）取得成功　 ②还清（债务）　 ③付清工资后）辞退
④（工作等）得到回报
２）①ｔｏ　 ②ｂａｃｋ　 ③ｏｆｆ

２． １）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ａｓｔ ｄｏｗｎ
２）①ｃａｓｔ ｄｏｗｎ　 ②ｃａｓｔ ａｗａｙ　 ③ｃａｓｔ ｕｐ　 ④ｃａｓｔ ｌｉｇｈｔ ｕｐｏｎ

３． １）ｉｎ ｆａｖｏｕｒ ｏｆ　 ２）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３）ｉｎ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４）ｉｎ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４． １）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ｇａｍｅ ／ ｍａｔｃｈ
２）ｉｓ ｈｅ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ｂ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 ｓｕｃｃｅｅｄ
３）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ｂ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Ｃａｎａｄａ

５． １）ｃａｎ ｗｅ ｂｒｉｎｇ ｏｕｒ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 ｂａｃｋ ｔｏ ｌｉｆｅ
２）ｔｏ ｂ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ａｃｋ ｔｏ ｌｉｆｅ
３）ｄｉｄｎｔ ｃｏｍｅ ｔｏ ｌｉｆｅ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ｅａｓｙ ｔｏ ｇｅｔ ａｌｏｎｇ ／ ｏｎ ｗｉｔｈ
２）ｈａｒｄ ／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３）ｍｏｒｅ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ｈｏｌｄ

２． １）ｈｅｒｅ 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ｂｕｓ　 ２）ｒｕ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３）ｇｏｅ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ｌ　 ４）ｗｈｅｎ ｓ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
５）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ｐｒｏｔｅｃｔ
６）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 ｗｉｌｌ ｆａｌｌ
【自我测评】
１． ｐｕｎｉｓｈｉｎｇ
２． ｔｏ；ｔｏ　 本题中ｏｗｅ的含义是“归功于”，应与介词ｔｏ连用。句中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的意思是“而不是”，连接两个介词短语，句意为：她把她的成
功归功于幸运，而不是有才干。

３． ｂｏｔｈｅｒｅｄ　 句意：对不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这么多问题麻烦你。
ｂｏｔｈｅｒ打扰，麻烦。

４． ｐａｉｄ ｏｆｆ　 答句意为“真的？我很高兴她的努力最终获得回报”。ｐａｙ ｏｆｆ
（指冒风险的政策、做法等）带来好结果，取得成功。又如：Ｔｈｅ
ｇａｍｂｌｅ ｐａｉｄ ｏｆｆ．赌赢了。

５． Ｇｒｏｗｉｎｇ　 考查倒装句。为保持句子平衡，或使上下文衔接更紧，可把
介词短语、形容词、副词或分词提到句首，引起倒装。本题中把分词
提到了句首。正常语序为：Ｗｉｌ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ａｒ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ｈ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６． ｔｈａｔ　 ｔｈａｔ引导同位语从句，解释ａ ｗａｒｍ ｔｈｏｕｇｈｔ的具体内容。ｔｈａｔ只起
连接作用，但不能省略。

Ｕｎｉｔ 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ｗｒｏｎｇ
２）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ｈａｒ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３）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ｍｙｓｅｌｆ　 ４）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２． １）ａｔ ｙｏｕ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ｙｏｕ
２）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３）ｉｔ ｉｓｎｔ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ｇｏ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４）ｉｔ （ｉｓ）ｍ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３． １）ｂｅｙｏ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２）ｄｉｄｎｔ ｍｅｅｔ ／ ｃｏｍｅ ｕｐ ｔｏ ｍｙ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３）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 ｅｘ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４）ｃａｎ ｈｅ ｌｉｖｅ ｕｐ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４． １）Ｄｏ ｂｅａｒ ｉｎ ｍｉｎｄ　 ２）ｂｅａｒ ｙｏｕｒ ｗｅｉｇｈｔ
３）ｂｅｉｎｇ ｌａｕｇｈｅｄ ａｔ ／ ｔｏ ｂｅ ｌａｕｇｈｅｄ ａｔ

５． １）ｔｏ ｂ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２）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３）（ｔｈａｔ 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ｆｏｒｍｅｒ ／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ｌｉｆｅ
４）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ｃａｌｌ ｉｎ　 ２）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３）ｃａｌｌｉｎｇ ｏｕｔ　 ４）ｃａｌｌ ｏｆｆ
５）ｃａｌｌｓ ｕｐ　 ６）ｃａｌｌｅｄ ａｔ

２． １）ｓｅｔ ａｂｏｕｔ　 ２）ｓｅｔ ａｂｏｕｔ　 ３）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ｆ　 ４）ｓｅｔｔｉｎｇ ｄｏｗｎ
３． １）ｏｕｔ ｏｆ ｓｈａｐｅ　 ２）ｏｕｔ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３）ｏｕｔ ｏｆ ｂｒｅａｔｈ
４）ｏｕｔ ｏｆ ｐｌａｃｅ　 ５）ｏｕｔ ｏｆ ｓｉｇｈｔ

４． １）穿过；通过　 ２）到达目的地　 ３）做完，完成
４）接通（电话）　 ５）看完；完成　 ６）用完，花光　 ７）办完，做完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ｂｕｉｌｔ　 ２）Ｇｉｖｅｎ　 ３）Ｓｅｅｎ　 ４）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５）ｂｉｔｔｅｎ
２． １）ｉｆ （ｔｈｅｙ 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２）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３）（ｉｔ ｉ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４）（ｙｏｕ ａｒｅ）ｉｎｖｉｔｅｄ　 ５）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自我测评】
１．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句意为：我们的新居对我来说很便利，因为我从家到办公
室只需五分钟。

２． ｂｅｉｎｇ ｍａｄｅ ｆｕｎ ｏｆ　 动词ｂｅａｒ后跟ｖｉｎｇ形式作宾语，且此处应该使用被
动形式。

３． ｃａｌｌｓ ｕｐ；ｗｈｅｎ　 ｃａｌｌ ｕｐ意思为“唤起，使回记起”，ｗｈｅｎ引导定语从
句修饰ｔｈｅ ｄａｙｓ。

４． Ｈａｖｉｎｇ ｄｅｃｉｄｅｄ　 考查动词短语。句意：我们已经决定租房，于是着手
联系本市的所有房产中介。

５． ｆｏｒ　 ｓｅｔ ｏｕｔ ｆｏｒ出发到……地方。
６．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考查非谓语动词。此处是ｉｎｔｅｎｄ ｓｂ ｔｏ ｄｏ ｓｔｈ的被动语态，用其
过去分词作状语。注意，英语中一般不用现在分词的被动语态作状语。

７． Ｆｏｌｌｏｗ　 此题考查句型“祈使句＋ ａｎｄ ＋一般陈述句”，ｉｎ ｍ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在
句中作插入语。

Ｕｎｉｔ ４　 Ｐｙｇｍａｌｉｏｎ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ｅｓ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ｗａｓ ｓｔｉｌｌ ｈｅｓｉｔａｔｉｎｇ ｏｖｅｒ ／ ａｂｏｕｔ
３）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ｈｅｓｉｔａｔｉｎｇ　 ４）Ｈａｖｉｎｇ 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ｄ

２． １）ｂｅｔｒａｙ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２）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ｔｒａｙｅｄ ｈｉｓ ｆｒｉｅｎｄｓ
３）ｈａｓ ｂｅｔｒａｙｅｄ ｕｓ　 ４）ｈａｓ ｈｅ ｂｅｅｎ ｂｅｔｒａｙｅｄ

３． １）（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ｇｒｏｕｐｓ
２）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ｂｏｏｋｓ　 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４． １）ｂｅ ｃｏｎｄｅｍｎｅｄ ｆｏｒ
２）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ｎｄｅｍｎｅｄ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ｄ ｔｏ ｄｅａ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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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

３６４　　

３）ｔｈａｔ ｈ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ｄｅｍｎｅｄ
４）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ｄｅｍｎｅｄ

５． １）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ｎｃｈ
２）ｍａｋｉｎｇ ｈｅｒ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ｒ
３）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４）ｄｉｄ Ｉ ｍａｋｅ ｈｉｓ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５）ｓｉｎｃｅ ｈｅ ｇｏｔ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ｙ

６． １）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２）ｉｓ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

７． １）ａ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ｗｉｔｈ　 ２）ｍａｋｅ ａ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ｗｉｔｈ
３）ｒｅｆｕｓ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４）ｄｏｅｓ ｈｅ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８． １）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２）（ｈ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
３）①ｌｉｇｎｏｒｅｄ　 ②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③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

９． １）ｗ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ｆａｄｅ（ｏｕｔ）　 ２）ｆａｄｅｄ ｏｕｔ　 ３）①ｉｎｔｏ　 ②ｏｕｔ　 ③ｆｒｏｍ　 ④ａｗａｙ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ｏｕｔ　 ２）ａｗａｙ　 ３）ｔｈｒｏｕｇｈ　 ４）ｏｆｆ
２． １）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２）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３）ａｒｅ ｏｎ ｓｕｃｈ ｇｏｏｄ ｔｅｒｍｓ　 ４）ｈａｓ ｃｏｍｅ ｔｏ ｔｅｒｍｓ ｗｉｔｈ

３． １）Ｔｈｅｒｅ ｉｓ ／ ｗｉｌｌ ｂｅ ｎ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２）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ｎｅｅｄ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Ｗｈａｔ ｉｆ ｈｅ ｇｅｔｓ ａｎｇｒｙ　
２）Ｈ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ｏｕｒ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ｅ ａ ｆｉｌｍ ／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ｅ
３）ｉｆ ａｎｙ　 ４）ｉｆ ｅｖｅｒ
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为了什么目的？　 那又怎样？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真有的话　 如果曾经有过或者即使发生过的话

２． １）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ｙｏｕ ｐｒｅｓｓ　 ２）Ｅａｃｈ ／ Ｅ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ｈｅ ｓａｗ
３）Ｎｅｘｔ ｔｉｍｅ ｈｅ ｃｏｍｅｓ　 ４）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ｉｍｅ Ｉ ｓａｗ ｈｅｒ
【自我测评】
１．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ｒｅａｃｈ ａ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达成了妥协。
２． ｐａｓｓｅｄ ｏｆｆ　 考查动词短语。句意：这种酒被装进了香槟酒瓶里，假装
成是真的香槟。ｐａｓｓ ｏｆｆ ａｓ意为“冒充”。

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此句意为“就成就而言，上周的ＷＴＯ部长级会议虽然没有
失败，但是收效甚微”。

４． ｉｎ ｎｅｅｄ ｏｆ　 考查介词短语。句意：许多中国的大学为需要经济救助的
学生提供奖学金。

５． Ｌｏｓｔ　 句意为“在山区失踪了一周以后，这两个学生最终被当地的警
察解救了”。

６． ｉｆ ｅｖｅｒ　 考查状语从句的省略。ｉｆ ｅｖｅｒ是ｉｆ ｈｅ ｈａｓ ｅｖｅｒ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ｏｔｈｅｒｓ的省略形式。句意为：他总是更多地考虑自己，如果曾经有的
话，也是很少提供给别人帮助。

７． Ｈｏｗ ｃｏｍｅ　 考查交际用语。句意：“Ｓｈｅｌｌｙ今天上午口语课迟到了。”
“怎么会是那样？据我所知，她上课从来没有迟到过。”Ｈｏｗ ｃｏｍｅ？怎
么会是那样？Ｓｏ ｗｈａｔ？那又怎么样呢？Ｗｈｙ ｎｏｔ？为什么不呢？Ｗｈａｔ
ｆｏｒ？为什么？

Ｕｎｉｔ ５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１）（ｂｙ）ｔａｋｉｎｇ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ｒｏａｄ
２）ｔｏ ａｇｒｅｅ　 ３）ｔｏ ｂｅ ｄｅｌａｙｅｄ

２． １）ｗｈｅｎ ｉｔ ｗａｓ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２）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３）①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　 ②ｄｉｓｔｕｒｂ

３． １）Ｉ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２）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３）ｔｈａｔ ｈ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ｊｕｒｅｄ　 ４）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ｉｔ ｒａｉｎｓ

４． １）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２）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４）利润已明显提高了。

５． １）①ｓｏｍｅｈｏｗ　 ②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２）Ａ 　 考查副词辨析。ｓｏｍｅｈｏｗ不管怎么样，以某种方式或方法；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任何事情；ａｎｙｗｈｅｒｅ任何地方；ｓｏｍｅｗｈａｔ有一些，稍微。句
意：汤姆，你最好弄到钱交房租，否则，我就会把你赶出去。

６． １）ａｒｒｅｓｔｅｄ ｏｕ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２）ｔｈｅ ｔｈｉｅｆ（ｓ）ｂｅｉｎｇ ａｒｒｅｓｔｅｄ
３）ｔ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ｒｒｅｓｔｅｄ ｔｗｉｃｅ
独立思考Ｂ
１． １）不考虑　 ２）尽管　 ３）不管
２． １）ｃｕｔ ｕｐ　 ２）ｃｕｔ ｏｆｆ　 ３）ｃｕｔ ａｃｒｏｓｓ　 ４）ｃｕｔ ｉｎ　 ５）ｃｕｔ ｄｏｗｎ
３． １）ｏｎ　 ２）ｔｏ　 ３）ｏｎ
４． １）ｌｏｏｋ ｉｎｔｏ　 ２）ｌｏｏｋ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３）ｌｏｏｋ ａｆｔｅｒ　 ４）ｌｏｏｋ ｏｕｔ
５）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６）ｌｏｏｋｉｎｇ ｕｐ

５． １）ｗｈｉｃｈ ｄａｔｅｓ ｂａｃｋ ｔｏ ／ ｗｈｉｃｈ ｄ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 ｄａｔ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ｏ ／ ｄ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ｄａｔ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ｏ ／ ｄ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Ａｓ ｉｓ ／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２）ａｓ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ｒａｉｓｅｄ
３）Ａ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２． １）ｈｅ ｈａｄ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ｏｎ ｔｉｍｅ　 ２）ｃａｎ ｙｏｕ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３． １）ｏｎｌｙ ｔｏ ｂｅ ｔｏｌｄ　 ２）ｃａ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ｌａｙ
【自我测评】
１．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　 “打断某人的谈话”应该用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
２．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爥假定……。类似表达有：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 ｓｕｐ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ａｔ）爥

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ｂｅ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ｂ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有意义的；有价值的；重要
的。

４． ａｒｒｅｓｔｅｄ　 句意为：那个代理商因使用假护照而被捕。
５． ｃｕｔ ｕｐ　 ｃｕｔ ｕｐ切碎；符合题意。
６． ｃｕｔ ｏｕｔ　 考查动词词组。随着加沙地带战争的爆发，当地人感觉似乎
与外面的世界失去了联系，ｃｕｔ ｏｆｆ表示“切断”。

７． Ｆｅｄ ｕｐ　 考查非谓语动词。句意：厌烦了教书，他决定辞职。ｆｅｄ ｕｐ
ｗｉｔｈ分词短语作原因状语，ｆｅｄ ｕｐ ｗｉｔｈ与其逻辑主语ｈｅ是被动关系。

８． ｄａｔｅ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ｄ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ｔｏ追溯至，常用于一般现在时。
９． ｈａ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ｉｆ ｏｎｌｙ表示“如果……就好了”，表示与事实相反，条件
意味强烈，其谓语动词常用虚拟语气。此句表示过去的动作，须选用
过去完成时。

专题一　 动词的时态和语态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一、一般现在时
１． ａｌｗａｙｓ，ｕｓｕａｌｌｙ，ｏｆｔｅｎ，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ｅｖｅｒｙ爥，ｔｗｉｃｅ ａ ｗｅｅｋ
２．客观真理　 科学事实
３．时间表、时刻表、日程表、节目单、课程表
４．条件状语　 时间状语　 让步状语
二、一般过去时
１．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ｔｈｅ ｄａ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ａｙ，ｌａｓｔ爥，爥ａｇｏ等
２．“ｕｓｅｄ ｔｏ ＋动词原形”或“ｗｏｕｌｄ ＋动词原形”
三、一般将来时
１． ｗｉｌｌ ＋动词原形
１）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ｔｈｅ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ｎｅｘｔ ｗｅｅｋ ／ 爥，ｉｎ ａ ｆｅｗ ｄａｙｓ ／ 爥
２）Ｆｉｓｈ ｗｉｌｌ ｄｉ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ａｔｅｒ．
３）Ｉｌｌ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ｔ

２． ｂ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动词原形
１）计划　 安排　 ２）迹象

３． ｂｅ ｔｏ ＋动词原形
１）约定、计划　 ２）意志、意图　 职责、义务、命令　 ３）注定

４．具体的将来时间的副词或副词性短语
５．现在进行
四、过去将来时
　 过去　 宾语从句或间接引语
Ｗｅ ｗｅｒｅ ｔｏ ｈａｖｅ ｌｅｆｔ ａｔ ｓｉｘ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五、现在进行时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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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ｎｏｗ，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ｄａｙｓ　 ２．即将发生　 ３． ａｌｗａｙ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六、过去进行时
１． ａｔ ｅｉｇｈ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ａｔ ｔｈａｔ ｍｏｍｅｎｔ等
２．将要发生的
３． ａｌｗａｙ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ｆｏｒｅｖｅｒ
七、将来进行时
　 某一时间段　 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ｅｉｇｈｔ）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ｆｒｏｍ １０ ｔｏ １５ ｎｅｘｔ ｍｏｎｔｈ等
八、现在完成时
１．影响和结果　 ａｌｒｅａｄｙ，ｊｕｓｔ，ｙｅｔ，ｎｅｖｅｒ，ｂｅｆｏｒｅ
２．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ｓｉｎｃｅ爥，ｆｏｒ爥，ｓｏ ｆａｒ，ｕｐ ｔｏ ｎｏｗ，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ｄａｙｓ ／ ｙｅａｒｓ
３．将来完成时
４．现在完成时
九、过去完成时
１．过去的过去
２．未曾实现
３． ｈａｄ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ｈａｄ ｈｅ ｇｏｎｅ ｔｏ ｓｌｅｅｐ
十、现在完成进行时
１． ａｌｌ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ｌｌ ｄａｙ ｌｏｎｇ爥
十一、将来完成时
　 ｂｙ ＋将来时间点
独立思考Ｂ
一、注意以下几种时态的区别
１． １）Ｉ ｗｅｎｔ ｔｏ ｓｗｉｍ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２）Ｉ ｈａｖｅ ｓｐｅｎｔ ａｌｌ ｏｆ ｍｙ ｍｏｎｅｙ，ｓｏ Ｉ ｈａｖｅ ｎｏ ｍｏｎｅｙ ｔｏ ｂｕｙ ａ ｔｉｃｋｅｔ．

２． １）Ｉｔ ｒａｉｎｅｄ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２）Ｉｔ ｗａｓ 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ａ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ｇｓ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３． １）Ｉ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ｄ 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
２）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 ａｌｌ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４．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ｌｌ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ｌｌ
独立思考Ｃ
一、动词的被动语态构成（以ｗｒｉｔｅ为例）
时间 一般时态 进行时态 完成时态

现在 ａｍ ／ ｉｓ ／ ａｒ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ａｍ ／ ｉｓ ／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ｈａｓ ／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ｒｉｔｔｅｎ

过去 ｗａｓ ／ ｗｅｒ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ｗａｓ ／ ｗｅ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ｗｒｉｔｔｅｎ

将来ｓｈａｌｌ ／ ｗｉｌｌ ｂ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 ｓｈａｌｌ ／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ｒｉｔｔｅｎ

过去
将来ｓｈｏｕｌｄ ／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 ｓｈｏｕｌｄ ／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ｔａｋｅｎ ｇｏｏｄ ｃａｒｅ ｏｆ．
二、主动形式表被动意义
１． Ｔｈｉｓ ｃｏａｔ ｄｒｉｅｓ ｅａｓｉｌｙ．
Ｆｏｏｄ ｃａｎ ｋｅｅｐ ｆｒｅｓｈ ｉｎ ａ ｆｒｉｄｇｅ．
Ｙｏｕｒ ｐｅｎ ｗｒｉｔｅｓ ｓｍｏｏｔｈｌｙ．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ｗｏｒｋｅｄ ｏｕｔ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ｌｙ．

２．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ｌ ｆｅｅｌｓ ｃｏｌｄ．
Ｈｉｓ ｐｌａｎ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 ｂ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ｍｉｌｋ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ｂａｄ．

３． ｂｅｇａ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ｐ ｃｌｏｓｅｓ ａｔ ６ ｐｍ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自我测评】
１．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题中一个重要的时间状语ｓｏ ｆａｒ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告诉我们应用现
在完成时。

２． ｈａｖｅ ｈａｄ；ｉｓ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ｉｌｌ ｎｏｗ是现在完成时的标志，笫二空根据意思
用将来时，但应用进行时表示将来。

３． ｗａｓ ｓｐｅｎｔ　 问句问的是过去的事，答语也应用过去时。
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主从句的时态通常应保持一致，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ｗｅｅｋ提示用将来时
的某个形式。

５． ｗｅｎｔ　 题中的ｓｅｖｅｒａｌ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提示应用一般过去时。
６． ｗｉｌｌ ｄｏ　 此处ｗｉｌｌ ｄｏ表示临时决定要做的事，ｒｉｇｈｔ ｎｏｗ是提示。

７． ｗａｓ ｗｒｉｔｔｉｎｇ　 后半部分ｂｕｔ 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ｓｈｅ ｈａｓ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ｉｔ已明确
表明“不知道目前是否完成”故用过去进行时。

８． ｓｉｎｃｅ，ｗｒｉｔｔｉｎｇ　 此题考查的是“现在完成时（表时间也可用一般现在
时） ＋ ｓｉｎｃｅ ＋一般过去时”句型。

９． Ｓｉｎｃｅ　 根据题意，此题考查“现在完成时＋ ｓｉｎｃｅ ＋过去时间点”句型。
１０． ｈａｄ ｂｅｅｎ　 前面用了ｗａｓ，所以后面也要变成过去完成时和前面呼应。
１１． ｈａｖ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　 “Ｈａｒｄｌｙ爥ｗｈｅｎ爥”句式中，ｗｈｅｎ后面的句子常用一
般过去时，主句用过去完成时。

１２． ｗｉｌｌ ｂｅ ｗａｉｔｉｎｇ　 句意：当你来时，我将正在等你。表示将来某个时
间，正在进行的动作，故用将来进行时。

１３． ｗａｓ ｄｏｉｎｇ　 整个句子是过去时态。再由句意“Ｓｕｓａｎ决定不在家里
……，因为她不想让父母知道她正在做什么”可知还没有做完，故用
过去进行时，进行时有未完性、暂时性的特点。

１４． ｈａｄｎ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ａｒｒｉｖｅｄ是关键信息。句意：我来晚了，我（在出发
前）没有预料到路会这么滑没有预料到是过去的过去。

１５． ａｍ ｃｏｍｉｎｇ　 “Ｉ ａｍ ｃｏｍｉｎｇ．”现在进行表将来
１６． ｈａｄ；ｂｅｇａｎ；ｒａｎｇ

专题二　 情态动词和虚拟语气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１． Ｒｕｌｅ １：表示能力，ｃｏｕｌｄ主要指过去时间。
Ｒｕｌｅ ２：表示可能（理论上或是逻辑判断上）。
Ｒｕｌｅ ３：表示允许。
Ｒｕｌｅ ４：表惊异、怀疑、不相信等态度。主要用于否定句、疑问句或
感叹句中。
Ｒｕｌｅ ５：
１）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ｓｔａｒｔ ｄｏｉｎｇ ｉｔ ｔｏｏ ｅａｒｌｙ
２）ｃａｎｔ ｈｅｌｐ ａｄｍｉｒｉｎｇ
３）ｆｅｅｌ ｓａｄ

２． Ｒｕｌｅ １：表允许，ｍｉｇｈｔ可以指过去时间，也可指现在时间，语气更委
婉。
Ｒｕｌｅ ２：表可能（事实上）。语气更加不肯定。
Ｒｕｌｅ ３：表示祝愿、祝福。
Ｒｕｌｅ ４：１）ｍａ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ｒｙ　 ２）ｍｉｇｈ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ｓｐｅａｋ

３． Ｒｕｌｅ １：表示义务。意为“必须”（主观意志）。
Ｒｕｌｅ ２：表示揣测。意为“想必、准是、一定”等，只用于肯定句。
Ｒｕｌｅ ３：ｍｕｓｔ有“偏要、硬要”之意。

４．写出ｓｈａｌｌ在下列句中不同的含义。
１）征求意见　 ２）警告　 ３）允诺　 ４）威胁／警告
５）在法律条文中
写出ｓｈｏｕｌｄ在下列句中不同的含义。
１）表义务。意为“应该”（某件事宜于做），用于各种人称。
２）表推测，意为“想必、一定、照说应该、估计”等。
３）表“竟然”。
４）用于虚拟语气中。
５）表“万一”。

５． Ｒｕｌｅ １：表意愿，用于各种人称的陈述句中。
Ｒｕｌｅ ２：表请求，用于疑问句。
Ｒｕｌｅ ３：表示某种倾向或习惯性动作。
Ｒｕｌｅ ４：ｗｏｕｌｄ表过去反复发生的动作或过去的一种倾向。

６． １）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ｄａｒｅ ｎｏｔ ｇｏ ｏｕｔ　 ｄａｒｅ ｙｏｕ ｓａｙ
２）ｔｏ ｔｅｌｌ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ｐａｉｎｔｅｄ）　 ｔｏ ｇｉｖｅ　 ｄａｒｅ （ｔｏ）　 ｄａｒｅ ｓａｙ
独立思考Ｂ
１． １）Ｉｔ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ｒａｉｎｅｄ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２）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ｔｏｏ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Ｙｏｕ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ｋｉｌｌｅｄ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３）Ｈｅ ｃａｎｔ ／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ｓｏ ｍｕｃｈ ｗｏｒｋ ｉｎ ｓｏ ｓｈｏｒｔ ａ ｔｉｍｅ．
４）Ｗｈｅｒｅ ｃａｎ ／ ｃｏｕｌｄ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

２． １）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 ｔｈｅｒｅ ｏｎ ｆｏｏｔ． Ａ ｔａｘｉ ｗａｓｎ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ｔ ａｌｌ．
２）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ｅａｒｌ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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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ｌｅｎｔ ｈｉｍ ｍｏｎｅｙ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４）Ｙｏｕ ｎｅｅ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ｗａ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ｆｏｒ ｉｔ ｉｓ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ｒａｉｎ．
独立思考Ｃ
１． １）ｗ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ａｉｎ ／ ｗｅｒｅ ｔｏ ｒａｉｎ ／ ｒａｉｎｅｄ
２）ｗｅｒｅ　 ｈａ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ｅ ｃｏｍｅ　 Ｗｅｒｅ Ｉ ｙｏｕ　 Ｈａｄ Ｉ ｂｅｅｎ ｆｒｅｅ
３）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从句与过去事实相反，主句与现在事实相反）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从句与现在事实相反，主句与过去事实相反）　 ｗａｓ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

４）ｃ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ｓｃｏｒｅｄ　 ｈａｄ
２． １）（ｓｈｏｕｌｄ）ｇｏ　 ２）ａｇｒｅｅｄ　 ３）ｄｏｅｓ　 ４）（ｓｈｏｕｌｄ）ｇｏ
５）（ｓｈｏｕｌｄ）ｓｅｔ ｏｆｆ　 ６）（ｓｈｏｕｌｄ）ｇｅｔ　 ７）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ｍｉｓｓｅｄ

３． １）ｃｏｕｌｄ ｇｏ　 ２）ｈａｄｎｔ ｔｏｌｄ　 ３）ｈａｄ ｔａｋｅｎ　 ４）ｗｅｒｅ
４． ２）ｗｅｎｔ ／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
【自我测评】
１． ｎｅｅ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ｄｒｉｖｅｎ　 ２．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３． ｈａｄ ｇｏｎｅ　 ４． ｗｅｒｅ
５．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ｗａｍｅｄ；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ａｌｃｅｎ　 ６． ｄｏｎｔ ｈａｖｅ ｔｏ ／ ｎｅｅｄｎｔ ｔｏ
７． ｗｏｕｌｄ　 ８．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ｇｒｏｗｎ ／ 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ｇｒｏｗｎ　 ９． ｗｅｎｔ ／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
１０． ｗａｓ　 １１． ｈａｄｎｔ ｓｔｏｌｅｎ；ｌ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１２． ｆｏｒｇｏｔ；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３． ｗａｌｋｉｎｇ；ｔｏｏｋ　 １４． ｌ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ｋｅ　 １５． ｗｅｒｅ　 １６． ｗｏｕｌｄｎｔ ｒａｉｎ

专题三　 非谓语动词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一、动词不定式
１． ｎｏｔ ｔｏ ｄｏ　 ｔｏ ｓｅｅ　 之后　 ｔｏ ｂ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正在进行
同时发生　 ｔｏ ｈａｖｅ ｍｅ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２． １）Ｉｔ　 Ｉｔ
３）ｉｔ　 ｂｕｔ ｔｏ ｓｔａｙ ｈｅｒｅ　 ｈｏｗ ｔｏ
４）ｔｏ ｄｏ
５）ｔｏ ｂｅ ｓｅｎｔ　 ｔｏ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ｏ ｇｅｔ　 ｔｏ ｌｉｖｅ ｉｎ　 ｔｏ ｗｏｒｒｙ ａｂｏｕｔ
６）错　 对　 目的　 一致　 ｔｏ ｆｉｎｄ　 结果　 原因
二、动词ｉｎｇ形式
１．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ｖｉｔｅｄ　 ｈａｖｉｎｇ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ｔａｋｅｎ　 ｎｏ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ｏｕｒ ｔｒｙｉｎｇ　 Ｈｉｓ ｎｏｔ ｋｎｏｗｉｎｇ

２． １）Ｉｔ ｉｓ　 ３）ｉｔ
４）ｗａｌｋｉｎｇ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５）ｈｅａｒ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ｗａｉｔｉｎｇ
６）时间　 原因　 方式　 条件　 结果　 让步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ｓｏｌｄ ｏｕｔ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三、过去分词
１．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ｅｌｅｃｔｅｄ
３． ｓｕｎｇ　 ｄｏｎｅ
４． Ｐｒａｉｓｅｄ　 ｓｅｅｎ　 条件　 Ｇｉ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ｔｉｍｅ　 条件　 ｔｏ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　 让步
Ｆｉｌｌｅｄ　 伴随

５． Ａｌｌ ｂｏｏｋｓ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自我测评】
１．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动词ｃｏｎｓｉｄｅｒ和所要修饰的逻辑主语（主句的主语）之间
为动宾关系，且根据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可知这里是在说明过去的事情，所以应
该用过去分词形式表示被动和完成的概念。

２． Ｂｅｉｎｇ　 句中Ｉ ｔｈｉｎｋ为插入语，去掉之后不难发现“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 ｓｍｏｋｅ ｆｏｒ ｌｏｎｇ”在句中作主语，所以应该用动名词形式，
且为被动形式。

３． ｅｘｐｏｓｅｄ　 动词ａｐｐｌｙ “申请”和ｏｎｅ ｔｈｉ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之间为主动
关系，所以应该用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作后置定语。

４．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句意：一年中多数日子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什么持久的记忆
留下。动词ｍａｋｅ和ｍｅｍｏｒｉｅｓ之间为动宾关系，且没有强调将来或正在
进行的行为，所以应该用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作后置定语。

５．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句意：考虑到气温可能会下降，人们准备好煤炭用于取
暖。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爥表示“因为，鉴于，考虑到”。

６． ｔｏ ｂｅ ｆｏｕｎｄｅｄ 　 动词ｆｏｕｎｄ “创立，建立”和其逻辑主语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剑桥大学”之间为动宾关系，所以应该用动词的过去分词
形式作定语。

７． ｈｉｔｔｉｎｇ　 句意：去年的物价开始有了明显的上涨，在十一月达到了历史
新高。动词ｈｉｔ “达到”与其逻辑主语ｐｒｉｃｅｓ之间为主动关系，所以应
该用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作状语，表示结果。

８． ｔｏ ｓｔｏｐ；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句中Ｉ ｃｏｕｌｄ ｔｈｉｎｋ ｏｆ为定语从句用来修饰先行词ｗａｙ，
所以后面动词的形式与ｔｈｉｎｋ ｏｆ没有关系，应该为目的状语，所以第一
空用动词不定式；第二空考查ｓｔｏｐ ｓｂ ／ ｓｔｈ （ｆｒｏｍ） ｄｏｉｎｇ ｓｔｈ，意思是
“阻止……做某事”。

９． ｌｙｉｎｇ　 此处考查ｌｅａｖｅ ｓｂ ／ ｓｔｈ ｄｏｉｎｇ，意思是“使某人或某物处于……的
状态”。这里是“使玩具处于散落一地的状态”，且ｌｉｅ “躺”和ｔｏｙｓ
之间为主动关系。

１０． ｂｅｉｎｇ ｔｏｒｎ　 句意：埃菲尔铁塔在１８８９年建立，当时正处于世博会期
间。那时这座塔没有那么受欢迎，而且还差点就被拆除了。ｃｏｍ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意思是“接近，差点”，其中ｔｏ为介词，后面用动名词形式作
宾语，且为被动，所以用ｌｙｉｎｇ。

１１．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动词ｐｕｂｌｉｓｈ “出版”和其逻辑主语ｎｏｖｅｌ之间为动宾关系，
应该用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作状语，表示被动和完成的概念。

１２． ｐｒｉｎｔｅｄ　 分析句子结构可知，这里用到ｈａｖｅ ｓｂ ／ ｓｔｈ ｄｏｎｅ的结构，意思
是“使……被……”。这里意思是“把从野营中拍的照片打印（冲
洗）出来”，动词ｐｒｉｎｔ和ｐｉｃｔｕｒｅｓ之间为动宾关系，所以用过去分词
形式作宾语补足语。

１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此题用到的结构是ｇｅｔ ｓｂ ／ ｓｔｈ ｄｏｎｅ，意思是“使……被
……”，且动词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承认，认可”与ｈｉｓ ｗｏｒｋ之间是动宾关系，
所以要用被动形式。

专题四　 主谓一致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一、语法一致原则
　 单数　 复数
１．单数　 ２．单数　 复数　 ｈａｓ　 ３．单数　 ｈａｓ　 ４．单数　 ｌｉｋｅｓ
５．单数　 复数　 ６． ｌｉｋｅｓ　 ｗａｓ　 ７．单数　 复数　 单数　 单数
８．复数　 单数　 ９．单数　 １０． ｉｓ
独立思考Ｂ
二、意义一致原则
１．主语名词　 ｗａｓ　 ｗｅｒｅ　 ２．主语名词　 ３．单数　 ４．单数
６．复数　 ７．复数
独立思考Ｃ
三、就近原则
１． ｉｓ　 ２． ｋｎｏｗｓ　 ｋｅｅｐ　 ｋｅｅｐｓ
【自我测评】
１． ｉｓ　 ２． Ｗｅｒｅ　 ３． Ｗｅｒｅ　 ４． ａｒｅ　 ５． ｗａｓ　 ６． ｉｓ　 ７． ｉｓ　 ８． ｉｓ；ｇｒｏｕｉｎｇ　 ９． ａｒｅ
１０． ｈｅｌｐ　 １１． ｉｓ　 １２． ａｍ　 １３． ｉｓ　 １４． ｉｓ　 １５． ａｒｅ　 １６． ｉｓ　 １７． ｗａｓ　 １８． ｉｓ

专题五　 定语从句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２．先行词：ｔｈｅ ｂｏｙ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ｏｋ
关系词：ｗｈｏ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
关系词的作用：１．引导定语从句　 ２．代替先行词
３．在定语从句中担当一个成分

３．

限制性定语从句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形式上 不用逗号和主句隔开 用逗号隔开

意义上 是先行词不可缺少的定语，不能
删除

是对先行词的补充说明，
删除后意思仍完整

译法上 翻译成先行词的定语， “……的
……”

通常翻译成主句的并列
句



参考答案

３６７　　

关系词的使用 Ａ．作宾语时可省略　 Ｂ．可用ｔｈａｔ Ａ．不可省　 Ｂ．不用ｔｈａｔ

独立思考Ｂ
填一填
１． ｔｈａｔ ／ ｗｈｏ　 ２． ｗｈｏｓｅ　 ３． 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　 ４． 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
５．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ｉｃｈ　 ６． ｗｈｅｒｅ
７．（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　 ８． ｗｈｅｎ　 ９．（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　 １０． ｗｈｙ
改错
１． ｔｈｅｍ—ｗｈｏｍ　 ２． ｗｈｉｃｈ—ｗｈｏｓｅ　 ３． ｉｔ去除
４． ｔｈａｔ—ｗｈｏ　 ５． ｗｈｅｎ—ｔｈａｔ　 ６． ｉｔ去除
７． ｔｈａｔ—ａｓ　 ８． ｂｙ—ｏｎ

　 　 　 指代
成分　 　 　 人 物 是否可

以省略
主语 ｗｈｏ ／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 ／ ｔｈａｔ 否
宾语 ｗｈｏ ／ ｗｈｏｍ ｗｈｉｃｈ 是

定语（所有格） ｗｈｏｓｅ ｗｈｏｓｅ 否

关系副词指代什么概念的
先行词

在定语从句中充
当什么成分

能替代的介词
＋关系代词

ｗｈｅｎ 时间 时间状语 ａｔ ／ ｉｎ ／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ｈｅｒｅ 地点 地点状语 ａｔ ／ ｉｎ ／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ｈｙ 原因 原因状语 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

独立思考Ｃ
２． ｉｎ ｗｈｉｃｈ ／ ｔｈａｔ ／省略　 ｗｈｉｃｈ ／ ｔｈａｔ ／省略
３． ｗｈｅｒｅ　 ｗｈｅｒｅ
４． 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ｔｏ ｗｈｏｍ　 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ｗｈｏｍ　 （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ｏ ｗｈｏ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ｈｉｃｈ

５． ＡＢＣ
６． １）ａｓ　 ａｓ　 ａｓ　 ａｓ　 ａｓ
注意：ａｓ　 ｔｈａｔ
２）Ａｓ　 Ａｓ
３）正如预料的那样　 这是没有料到的

７． ｈａｓ　 ｈａｖｅ　 ａｍ
８． ｗｈｅｎ　 Ｂ
９． １）同位语从句　 定语从句　 ２）①Ｃ　 ②Ｄ　 ３）ａｓ　 ｔｈａｔ
【自我测评】
１．①ｗｈｅｎ　 ②ｗｈｉｃｈ ／ ｔｈａｔ　 ２．①ｗｈｅｎ　 ②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　 ３．①ｗｈｙ ／ 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　
②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　 ４．①ｗｈｅｒｅ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②ｗｈｉｃｈ　 ５．①ｗｈａｔ　 ②ｔｈａｔ　 ６．①Ａｓ
②Ｉｔ　 ③Ｗｈａｔ　 ７．①ｗｈｏｓｅ　 ②ｏｆ ｗｈｉｃｈ　 ③ｉｔｓ ／ ｔｈｅ　 ８．①ｗｈｉｃｈ　 ②ｔｈａｔ　
９．①ｗｈｏｍ　 ②ｔｈｅｍ　 ③ｗｈｏ　 ④ｔｈｅｙ

专题六　 名词性从句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一、主语从句
　 １）Ｗｈａｔ　 ２）Ｉｔ　 ｔｈａｔ　 ３）Ｔｈａｔ　 Ｉｔ　 ｔｈａｔ　 ４）Ｉｔ　 ｔｈａｔ　 ６）Ｗｈａｔ
７）Ｗｈｅｔｈｅｒ　 ８）Ｉ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ｉｆ
二、宾语从句
　 ①ｔｈａｔ　 ②ｔｈａｔ　 ④ｉｔ ｔｈａｔ　 ⑦ｗｈａｔ　 ⑧ｉｔ　 ｔｈａｔ　 ⑩ａｒｅ ｙｏｕ
三、表语从句
　 ①ｗｈｅｔｈｅｒ　 ②ａｓ ｉｆ　 ③ｔｈａｔ　 ④ｗｈｙ　 ｔｈａｔ　 ⑤ｗｈｅｔｈｅｒ
四、同位语从句
　 ①ｔｈａｔ　 ②ｔｈａｔ　 ③ｔｈａｔ ／ ｗｈｉｃｈ ／省略　 ④同位语从句　 ⑤定语从句
⑥ｗｈｅｔｈｅｒ

独立思考Ｂ
１．陈述语序　 １）Ｂ　 ２）Ａ

２． １）Ｔｈａｔ　 ２）ｗｈａｔ　 ３）ｗｈａｔ　 ４）ｗｈａｔ　 ５）ｔｈａｔ　 ６）ｗｈａｔ　 ７）ｗｈａｔ　 ８）空气
对于我们就如水对于鱼一样重要。

３． １）Ｗｈｅｔｈｅ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２）ｗｈｅｔｈｅｒ　 ３）ｗｈｅｔｈｅｒ
４）ｗｈｅｔｈｅｒ　 ５）ｗｈｅｔｈｅｒ　 ６）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ｉｆ

４． １）Ｉｔ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ａｔ ｙｏｕｖｅ ｍａｄｅ ａ ｍｉｓｔａｋｅ ｏｆ ｍｅ．
２）Ｉｔ ｉｓ ａ ｐ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ｍｉ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ｔ．
３）Ｓｅｅ ｔｏ ｉ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ｉｓ ｌｏｃｋｅｄ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ｌｅａｖｅ．
４）Ｙｏｕ ｃａｎ ｒｅｌｙ ｏｎ ｉｔ ｔｈａｔ ｈｅ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ｙｏｕ ａ ｈａｎｄ．

５． １）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ｍａｓｔｅｒ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２）ｔｈ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ｅｔ ｂ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ｏｆｆ ａｔ ｏｎｃｅ
３）ｗｅ ｔｕｒｎ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４）（ｓｈｏｕｌｄ）ｇｏ　 ５）（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ｍｅ　 ６）Ｂ

６．第一句的ｔｈａｔ和第二句中的第一个ｔｈａｔ可省，其余的均不可省。
７． １）Ｂ　 ２）Ｗｈｅｒｅ ｄｏ ｙｏｕ ｓｕｐｐｏｓｅ ｈｅ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８． １）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２）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ａｔ
３）Ｗｈｏｅｖｅｒ ／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ｏ　 ４）Ｗｈｏｅｖｅｒ

９． １）定语　 ２）同位语　 ３）ｔｈａｔ ｗｈａｔ　 ４）ｔｈａｔ
【自我测评】
一、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１． ｗｈａｔ与ｔｈａｔ
【误】Ａｌｌ ｗｈａｔ ｈｅ ｄｉｄ ｗａｓ ｆｏｒ ｙｏｕ．
【正】Ｗｈａｔ ｈｅ ｄｉｄ ｗａｓ ｆｏｒ ｙｏｕ．
【正】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ｈｅ ｄｉｄ ｗａｓ ｆｏｒ ｙｏｕ．
【误】Ｉ ｗａ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 ｃｏｕｌｄ ｄｏ ｆｏｒ ｙｏｕ．
【正】Ｉ ｗａ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Ｉ ｃｏｕｌｄ ｄｏ ｆｏｒ ｙｏｕ．
【解析】ｗｈａｔ引导名词性从句，ｗｈａｔ相当于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 ｔｈｅ爥ｔｈａｔ ／ ａｌｌ
ｔｈａｔ等，具体的意义要根据上下文确定。在名词性从句中，ｗｈａｔ既有意
义，又在从句中作一定的成分，而ｔｈａｔ无意义，且在从句中不作成分。

２． ｗｈｏ与ｗｈｏｅｖｅｒ
【误】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ｃｏｍｅ ｗｉｌｌ ｇｅｔ ａ ｇｉｆｔ．
【正】Ｗｈｏｅｖ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ｃｏｍｅ ｗｉｌｌ ｇｅｔ ａ ｇｉｆｔ．
【正】Ａｎｙｏｎｅ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ｃｏｍｅ ｗｉｌｌ ｇｅｔ ａ ｇｉｆｔ．
【解析】ｗｈｏｅｖｅｒ引导名词性从句，意为“无论谁”，相当于ａｎｙｏｎｅ
ｗｈｏ；而ｗｈｏ意为“谁”。

３． ｗｈｅｔｈｅｒ与ｉｆ
【误】Ｔｈｅｙ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ｉｆ ｔｏ ｇｏ ｔｈｅｒｅ．
【正】Ｔｈｅｙ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ｇｏ ｔｈｅｒｅ．
【误】Ｉｔ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ｉｆ ｗｅ ｈａｖ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ｉｍｅ．
【正】Ｉｔ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ｗｅ ｈａｖ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ｉｍｅ．
【解析】与ｔｏ ｄｏ不定式连用或作介词宾语时，连接词一般用ｗｈｅｔｈｅｒ，
不用ｉｆ。

４． ｗｈｏｅｖｅｒ与ｗｈｏｍｅｖｅｒ
【误】Ｐｌｅａｓｅ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ｔｏ ｗｈｏｍｅｖ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ｉｔ ｍｏｓｔ．
【正】Ｐｌｅａｓｅ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ｔｏ ｗｈｏｅｖ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ｉｔ ｍｏｓｔ．
【解析】此处，ｗｈｏｅｖｅｒ在从句中作主语，因此不能用ｗｈｏｍｅｖｅｒ。名词
性从句引导词的选择要注意其意义及它在从句中所作的成分。

５．【误】Ｈｅ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 ｉ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正】Ｔｈａｔ ｈｅ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 ｉ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正】Ｉｔ ｉ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ｈｅ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
【解析】ｔｈａｔ位于句首引导主语从句时，不能省略。

６．【误】Ｗｈａｔ ｗｅ ｂｏｕｇｈｔ ｗａｓ ｓｏｍｅ ｂａｎａｎａｓ．
【正】Ｗｈａｔ ｗｅ ｂｏｕｇｈｔ ｗｅｒｅ ｓｏｍｅ ｂａｎａｎａｓ．
【解析】ｗｈａｔ引导的从句作主语时，若表示复数概念，谓语动词则用复
数形式。

７．名词性从句的语序
【误】Ｓｏ ｎｏｗ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ｄｏ．
【正】Ｓｏ ｎｏｗ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
【解析】名词性从句应用陈述语序。

８．【误】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正】Ｉｔｓ ａ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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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在“Ｉｔ ｉｓ ａ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爥”句型中，ｉｔ为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为
后面的ｔｈａｔ从句。ｉｔ不能换成ｔｈｅｒｅ。
【误】Ｗｅ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ｅｌｄ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ａｄｉｕｍ．
【正】Ｗｅ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ｈｅｎ ／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ｅｌｄ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ａｄｉｕｍ．
【解析】如果用ｔｈａｔ引导同位语从句意义不完整，这时可根据情况选用
ｗｈｅｔｈｅｒ，ｗｈｅｎ等。

二、单项填空
１． Ｗｈａｔ　 ２． ｔｈａｔ　 ３． ｗｈｏｅｖｅｒ或ａｎｙｏｎｅ ｗｈｏ　 ４．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５．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６． Ｈｏｗｅｖｅｒ　 ７． ｉｔ　 ８． ｉｔ　 ９． ｗｈｅｔｈｅｒ

专题七　 状语从句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一、时间状语从句
１． ｂｅｆｏ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　
２． Ｗｈｅｎ　 ｗｈｅｎ　 ａｍ　 ｗｈｅｎ
６． Ｎｏ　 Ｙｅｓ　 ７．现在时
二、地点状语从句
１．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ｈｅｒｅｖｅｒ　 Ｗｈｅｒｅｖｅｒ
２． ｉｓ　 ｗａｓ　 ａｒｅ　 ｗａｓ
三、原因状语从句
１． ｆｏｒ
四、条件状语从句（注意：从句用一般现在时表将来）
１． ｂｕｔ ｆｏｒ　 ｕｎｌｅｓｓ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２． 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 ｉｆ
五、目的状语从句
１． ｓｏ ｔｈａｔ ／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
六、结果状语从句
１． ｓｏ ｔｈａｔ　 ｓ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ｓｏ ｔｈａｔ　 ｓｏ ｔｈａｔ
２． ａｓ　 ａｓ
七、让步状语从句
２． Ｅｖｅｎ ｉｆ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３．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ｈｏｗ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ｈｏｗ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八、比较状语从句
１． ｓｕｃｈ ａ　 Ｂ　 Ｔｈｅ ｈａ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ｅｒ
２． ｗｈａｔ　 Ａ ｇｏｏｄ ｂｏｏｋ ｉ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ｗｈａｔ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ｉ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Ｊｕｓｔ ａｓ ｌｕｎｇｓ ａ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ｄｙ，ｓｏ ｐａｒｋｓ ａ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

九、方式状语从句
１． ｗｅｒ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ａｓ ｉｆ ／ ｔｈｏｕｇｈ　
２． ａｓ　 ａｓ　 ａｓ
独立思考Ｂ
一、状语从句的语序
１． ｈａｄ ｈｅ　 ｈａｄ ｗｅ　 过去完成　 过去　 倒装
２． ｄｉｄ ｈｅ
３． Ｓｏ ｈａｒｄ ｄｉｄ 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ａｔ ｈｅ 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ａｍ．
Ｓｕｃｈ ａ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 ｄｉｄ 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ｔｈａｔ ｈｅ ｄｉｄｎ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ｔｏ ｄｏ．

４． ａｓ　 ａｓ　 ａｓ
二、状语从句的省略
１．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ｅ
２． Ｄｏｎｔ ｓｐｅａｋ，ｕｎｌｅｓ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ｏｌｄ，ｈｅ ｏｎｌｙ ｗｏｒｅ ａ Ｔｓｈｉｒｔ．
４． Ｉｆ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 ｗｉｌｌ ｔｅｌｌ ｈｉｍ ｅｖｅｒｙ ｗｏｒｄ ｙｏｕ ｓａｉｄ．
５．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Ｉ ｐａｉｄ ａ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自我测评】
１． ｔｈａｔ　 ２．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３．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 ｅｖｅｎ ｉｆ　 ４． ｔｈｏｕｇｈ ／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５． ｗｈｅｒｅ　

６． ｗｈｅｎ　 ７． ｗｈｅｒｅ　 ８． ａｓ ／ ｂｅｃａｕｓｅ ／ ｆｏｒ　 ９．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１０．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１． ｉｆ ／ ｓｏ ｌｏｎｇ ａｓ ／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１２． ａｓ ／ ｔｈｏｕｇｈ　 １３． ｕｎｌｅｓｓ　 １４． ｉｆ　 １５． ｗｈｅｒｅ　
１６． Ｎｏ ｓｏｏｎｅｒ　 １７． ｉｎ ｃａｓｅ　 １８． Ｗｈｉｌｅ　 １９． ｗｈｅｒｅ　 ２０． ｗｈｅｎ　 ２１． ｗｈｅｎ
２２．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３． ｉｎ ｃａｓｅ　 ２４． Ｉｆ ｙｏｕ ｃｈｅｃｋ　 ２５． ｕｎｌｅｓｓ　 ２６．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ｎｔ

专题八　 特殊句式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Ａ
一、祈使句
１．祈使句是以动词原形开头的句子，用以提出请求，发出邀请，给予指
示、忠告或警告，下达命令等。

３． １）Ｏｎｅ ｍｏｒｅ ｗｅｅｋ　 ２）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ｔｅｐ ｆｕｒｔｈｅｒ　 ３）Ｈｕｒｒｙ ｕｐ
二、感叹句
１． ｗｈａｔ，ｈｏｗ
２． １）Ｗｈａｔ　 ２）Ｈｏｗ　 ３）Ｗｈａｔ　 ４）Ｈｏｗ　 ５）Ｗｈａｔ　 ６）Ｈｏｗ
３． Ｄ
三、Ｔｈｅｒｅ ｂｅ句式
３． １）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ｗｒ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２）Ｏｎｃｅ ｕｐｏｎ ａ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ｒｅ ｌｉｖｅｄ ａｎ ｏｌｄ ｍｏ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

４． １）Ｉ ｎｅｖｅｒ ｄｒｅａｍｔ ｏｆ ｔｈｅ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Ｔｈｅ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ｉｍｅ ｌｅｆｔ，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ｈｕｒｒｙ．

２）Ｉ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ｔｏ ｂｅ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ｈｉｍ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 ｊｏｂ．
Ｉｔ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ｅ ｔｏ ｂｅ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四、反意疑问句
２． １）ｎｅｅｄｎｔ　 ｍｕｓｔ ／ ｍａｙ 　 ｎｅｅｄｎｔ ｙｏｕ 　 ｍｕｓｔ ／ ｍａｙ ｙｏｕ 　 ｄｉｄｎｔ ｙｏｕ 　 ｈａｖｅｎｔ
ｙｏｕ　 ａｒｅｎｔ ｙｏｕ
２）ｕｓｅｄｎｔ　 ｄｉｄｎｔ
３）ｏｕｇｈｔ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ｎｔ
４）ｃｏｕｌｄ ｈｅ
５）ｄｏｅｓｎｔ ｓｈｅ
６）ｄｉｄｎｔ ｈｅ　 ｗｉｌｌ ｈｅ
７）ｗｉｌｌ ｙｏｕ　 ｗｉｌｌ ／ ｗｏｎｔ ｙｏｕ　 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ｗｉｌｌ ｙｏｕ
独立思考Ｂ
一、倒装句
１． １）ｕｐ，ｄｏｗｎ，ｏｕｔ，ｉｎ，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ａｗａｙ，ｏｆｆ，ｎｏｗ，ｔｈｅｎ
２）方位的介词短语　 ３）表语

２． １）副词、介词短语或状语从句　 句首
２）否定副词：ｎｅｖｅｒ，ｎｏｒ，ｈａｒｄｌｙ，ｌｉｔｔｌｅ，ｓｅｌｄｏｍ，ｓｃａｒｃｅｌｙ，ｒａｒｅｌｙ
否定意义的短语：ａｔ ｎｏ 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 ／ ｉｎ ｎｏ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ｉｎ ｎｏ ｃａｓｅ，ｂｙ ｎｏ
ｍｅａｎｓ，ｏｎ ｎｏ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ｎ ｎ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否定连词：ｈａｒｄｌｙ ／ ｓｃａｒｃｅｌｙ爥ｗｈｅｎ爥，ｎｏ ｓｏｏｎｅｒ爥ｔｈａｎ爥，ｎｏｔ ｏｎｌｙ爥ｂｕｔ
ａｌｓｏ爥，ｎｅｉｔｈｅｒ爥ｎｏｒ爥，ｎｏｔ ｕｎｔｉｌ爥
５）ｈａｄ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３． １）形容词、副词、名词或动词原形
Ｃｈｉｌｄ ａｓ ｈｅ ｉｓ　 Ｓｅｌｆｉｓｈ ａｓ ｈｅ ｍｉｇｈｔ ／ ｍａｙ ｂｅ　 Ｔｒｙ ａｓ ｈｅ ｄｉｄ

二、强调句
１． Ｉｔ ｉｓ ／ ｗａｓ ＋被强调部分＋ ｔｈａｔ ／ ｗｈｏ爥
去掉ｉｔ ｉｓ ／ ｗａｓ爥ｔｈａｔ ／ ｗｈｏ这一结构时，原句子仍成立。

２． Ｉｓ ／ Ｗａｓ ｉｔ爥ｔｈａｔ爥？　 特殊疑问词＋ ｉｓ ／ ｗａｓ ｉｔ爥ｔｈａｔ爥？
５．强调　 定语从　 强调　 时间状语从
三、省略和替代
１． １）一致　 主语和系动词ｂｅ　 ２）ｉｔ　 ｂｅ
２． ２）ｓｅｅ，ｆｅｅｌ，ｈｅａｒ，ｎｏｔｉｃｅ，ｗａｔｃｈ，ｏｂｓｅｒｖｅ，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ｌｅｔ，ｍａｋｅ，ｈａｖｅ
３）ｂｕｔ　 ｅｘｃｅｐｔ　 ｗａｉｔ

３． １）ｓｏ ／ ｎｏｔ　 ２）ｓｏ ／ ｎｏｔ
【自我测评】
１． ｔｈａｔ　 ２． ｉｔ　 ３． ｗｏｕｌｄ　 ４． ５． ｄｉｄ；ｇ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