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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不定代词“other 家族”。根据上文的“books”并结合句意可知，“他一看完一本书，就立

刻带回另一本书(another)”。故选 B。 

2．【参考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被动语态。“充满”短语为 be filled with，根据上下文使用一般现在时可以确定此处应

保持一致，使用一般现在时。故选 C。 

3．【参考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情态动词。根据句意“妻子愤怒地说到：‘你必须（must）做点什么’”。故选 A。 

4．【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冠词。根据文章中第一次出现的可数名词 idea 可判断出本题应该填不定冠词 an。故选

B。 

5．【参考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宾语从句的连接词。根据句意“...分享我有的东西给孩子们”可知本题应该填入 what。

故选 A。 

6．【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介词。根据“... a sunny morning”有具体描述的早晨前要使用介词 on。故选 B。 

7．【参考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非谓语动词。根据句意“…David and his donkeys stop at a river …”可知此处不缺成分

且句意完整，因此应该选择不定式 to drink 作目的状语。故选 D。 

8．【参考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时态。根据文章的意思“请让我过去吧，孩子们正在等着。”可知此处应该用现在进行

时。故选 C。 

9．【参考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名词。根据 money 不可数，所以不能加 s 排除 C 和 D。同时此处为肯定句，要用 some

来修饰 money。故选 A。 

10．【参考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代词。根据句意“孩子们跑出来见他”可排除物主代词和反身代词。又因为此题在动

词之后，因此用宾格 him。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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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连词。根据句意将选项中的连词代入后发现填入 when 的逻辑、句意最佳，“当故事结

束的时候，是时候让每一个人都选一本书了”。故选 B。 

12．【参考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副词。根据文章中的 “…run home”可知此处不缺少成分且应该用副词来修饰动词。

故选 C。 

13．【参考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非谓语动词。根据 instead of 可判断介词后面应该用非谓语动词 sleeping,故选 D。 

14．【参考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连词。根据句意将选项中的连词代入后发现填入 and 的逻辑、句意最佳，“大卫拿起他

的书，然后读到深夜”。故选 A。 

15．【参考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副词“也”。根据此处是肯定句排除 A、B，且是句末排除 C。故选 D。 

 

二、完形填空 

16．【参考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动词辨析。结合句意，斑马四下观望然后发现了黄蜂被蜘蛛网抓住（caught）了。rest

意为“休息”，play 意为“比赛，游戏”，hidden 意为“隐藏（hide 的过去分词）”，均不符合文意，故选

C。 

17．【参考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动词辨析。结合句意，斑马进入荆棘丛，但是荆棘伤害（hurt）到了他。hit 意为“打

击，碰撞”，refuse 意为“拒绝，回绝”，kill 意为“杀死”，均不符合文意，故选 A。 

18．【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动词辨析。结合上文，黄蜂向斑马求助，总有一天我会回报（return）你的。remember

意为“记得，牢记”，repeat 意为“重复，复述”，report 意为“报告，报道”，均不符合文意，故选 B。 

19．【参考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形容词辨析。结合文意可知，除此之外，我有一个大（big）家庭，为何我需要帮助你

这个小（little）黄蜂。noisy 意为“嘈杂的，喧闹的”，lazy 意为“懒惰的，无精打采的”，shy 意为“害

羞的，缺乏的”，均不符合文意，故选 D。 

20．【参考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副词辨析。结合文意，小黄蜂对斑马说“请再试一次”。幸运地（Luckily），这次足够

放小黄蜂出来。Sadly 意为“悲哀地；忧愁地”，Suddenly 意为“意外地，忽然地”，Strangely 意为“奇妙

地；怪异地”，均不符合文意，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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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考答案】D 

【解析】考查形容词辨析。结合文意可知，斑马对黄蜂说“你要尝试着置身于困难之外，我不可能下次

当蜘蛛饿（hungry）的时候都在你身旁”。sleepy 意为“欲睡的；困乏的”，angry 意为“生气的，愤怒的”，

thirsty 意为“口渴的；缺水的”，均不符合文意，故选 D。 

22．【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动词辨析。结合上文可知，斑马注意到他最喜欢的水果——浆果！饥饿的斑马跑过去

品尝（taste）浆果。smell 意为“嗅觉，气味”，touch 意为“触觉，触摸”，watch 意为“注视，注意，观

看”，均不符合文意，故选 B。 

23．【参考答案】A 

【解析】考查形容词辨析。结合上文可知，黄蜂飞下来给狮子突然的刺痛。狮子感到震惊（surprised）然

后哭了。excited 意为“兴奋的，激动的”，interested 意为“感兴趣的”，bored 意为“无聊的，无趣的”，

均不符合文意，故选 A。 

24．【参考答案】B 

【解析】 本题考查名词辨析。结合第六段可知，斑马是和自己的家庭（family）待在一起的。friend 意

为“朋友”，river 意为“河流”，fruit 意为“水果”，均不符合文意，故选 B。 

25．【参考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动词辨析。结合前文可知，第四段是词义复现，斑马笑着（laugh）对黄蜂说的话，现

在变成了黄蜂笑着对他说。shout 意为“呼喊，叫喊”，wish 意为“希望，想要”，“promise”意为“允诺，

许诺”，均不符合文意，故选 A。 

 

第一节  阅读理解 

26．【参考答案】D 

【解析】细节题。根据第三段第三行“She should have taken me with her. She thinks I’m too young,” Amy 

thought.可知 Betty 认为 Amy 年纪太小了。故选 D。 

27．【参考答案】A 

【解析】推断题。根据第四段“Roy, a village boy, was trying to stand on a horse’s back”和第五段“She has just 

turned away when she heard a heavy fall and a few cries. ”可推理出 Roy 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故选 A。 

28．【参考答案】C 

【解析】细节题。根据第七段，Amy 先让人去找 Roy 的妈妈和一辆车，然后再找人要 T 恤，第八段提

到 Amy 找到一根棍子，再用 T 恤把 Roy 的腿包扎起来，第九段提到 Amy 帮助他们把 Roy 抬上车。由

此可排出正确顺序。故选 C。 

29．【参考答案】B 

【解析】推断题。从倒数第四段“It’s OK for a nurse to be afraid, as long as she has a clear head.”可知 Amy 

在急救时有个冷静的头脑，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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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参考答案】B 

【解析】主旨题。从第二段“Amy sighed and shut her first-aid book.”和最后一段的“I’ll bring my first-aid 

book.”首尾呼应，Amy 通过从书上看到的知识运用到急救 Roy 上。故选 B。 

31．【参考答案】B 

【解析】细节题。根据第二段第三行 “Chinese farmers flew kites to welcome the New Year and bring good 

luck to Earth.”和第四段的第三行“They hoped the kites would drive away the clouds and stop the rain.”可看

出，中国和泰国用风筝来祈福的，故选 B。 

32．【参考答案】A 

【解析】细节题。根据第三段第二句和第三句 soldiers put noise makers on kites and flew them at night over 

the enemy camp. The enemies were frightened by the noise and ran away.可看出，在古代战争中，风筝是晚

上被放飞在天空中发出的诡异声来吓跑敌人的，故选 A。 

33．【参考答案】A 

【解析】词义猜测。根据第四句第四行“Kite fans meet at festival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have great 

fun.”可看出，来自全世界的风筝爱好者在节日时一起集会并娱乐，他们对风筝是一种酷爱。故选 A。 

34．【参考答案】D 

【解析】推理题。从文中的第五段可以推断出，是运用举例子的形式阐述风筝帮助人们了解自然世界。

故选 D。 

35．【参考答案】C 

【解析】主旨大意题。根据上下文可看出，介绍了风筝在历史上的角色。故选 C。 

36．【参考答案】A 

【解析】推断题。根据题干“Man vs. Horse Marathon”定位到第二段，“People race against horses across 

the hills and mountains.”可知这是一项户外运动，故选 A。 

37．【参考答案】D 

【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Camel Wrestling”定位到第三段，“Sometimes the camels do not want to fight 

and they run through the crowds, which can be dangerous.”可知观看此比赛有时会有危险，故选 D。 

38．【参考答案】C 

【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Caber Toss”定位到倒数第二段，“In this sport, players compete to throw a large 

piece of wood...”可知是一根木头，故选 C。 

39．【参考答案】B 

【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Asia”定位到倒数第三段，在“Every year in China, thousands of people watch 

dragon boat races.”“Dragon boat racing is also popular in some other Asian countries.”中，有 China，other 

Asian countries，故选 B。 

40．【参考答案】B 

【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animals”，纵观全文可发现，Man vs. Horse Marathon 和 Camel Wrestling 中

分别有马和骆驼参赛。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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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参考答案】C 

【解析】细节题。从首段 What will astronauts eat when a space trip takes years?可知：这个团队在太空种植

物是为了给长途太空旅行的宇航员提供食物。故答案选 C。 

42．【参考答案】C 

【解析】细节题。从第 4 段第 1 行... as plants also use sunlight to find their way. 可知：为了解决第 3 段出

现的问题，植物可以利用阳光找到他们生长的方向。故答案选 C。 

43．【参考答案】D 

【解析】推断题。从第 6 段第 1-2 行 Many plants died in the space station.和... the space plants were hungry 

for air.可知：植物在太空站死亡的原因是缺少空气，排除 A 和 C。从第 6 段第 2 行 Plants live by taking up 

CO2 from the air.可知植物生长是需要二氧化碳，故排除 B，所以答案选 D。 

44．【参考答案】A 

【解析】指代题。从第 7 段第 2 行 Dr. Williams tried a new greenhouse that had a fan to keep the air move. 

The plants loved it. 可知：it 指代的是上文中有风扇让空气流动的温室，由此可知植物真正喜欢的应该是

流动的空气，故答案选 A。 

45．【参考答案】D 

【解析】推断题。从第 2 段可知 Dr. Williams 的团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研究如何在太空站种植新鲜的蔬

菜而不是依靠这些新鲜蔬菜维生，故排除选项 A；从第 2 段最后一句...because space gardening can be really 

hard.可知建立太空花园是存在困难，故排除选项 B；从第 7 段第 2 行...a new greenhouse that had a fan to 

keep the air move.未提及这是他们团队发明的特殊风扇，排除选项 C，故答案选 D。 

 

第二节  阅读填空 

46．【参考答案】E 

【解析】此空格句属于过渡句，与前句是时间先后逻辑关系。 

47．【参考答案】A 

【解析】此空格句是解释句。选项 A 中的 in this way 指代前句的 Each generation would tell the culture’s 

stories to the next. 

48．【参考答案】B 

【解析】此空格句是段落主题句。选项 B 中的 in some cultures 与下句 in other cultures 形成对比关系。 

49．【参考答案】C 

【解析】此空格句属于解释句。选项 C 中的 songs 和 poems 是上句 sing the stories 和 poems 的复现。 

50．【参考答案】D 

【解析】此空格句属于过渡句。与前句是转折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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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写作 

第一节  单词拼写 

51．【参考答案】habit 

【解析】本题考查名词。根据句子语境以及关键词 every day 推断答案是 habit。 

52．【参考答案】quiet 

【解析】本题考查形容词。根据句子语境以及关键词 rule 和 libraries 推断答案是 quiet。 

53．【参考答案】plenty 

【解析】本题考查名词。根据句意可知。句意：对于去广州的游客来说，有很多地方去体验它的文化。 

54．【参考答案】Unless 

【解析】本题考查连词。根据句意推断答案是 Unless。 

55．【参考答案】throw 

【解析】本题考查动词。句意：在你扔掉任何东西前，总是思考下是否它能否被再次使用。 

56．【参考答案】finally 

【解析】本题考查副词。句意：这个学习小组一次又一次地讨论这个问题，最终他们解决了。 

 

第二节  完成句子 

57．【参考答案】going on holiday 

【解析】本题考查动词短语。中英文对照，缺少“度假”，确定短语是 go on holiday ,又由于前面有介词

of ，故正确答案是 going on holiday。 

58．【参考答案】With our help 

【解析】本题考查介词短语。中英文对照，缺少“在我们的帮助下”， 确定短语是 with one’s help。 

59．【参考答案】so that 

【解析】本题考查目的状语从句。中英文对照，缺少“以便”，后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故正确答案是 so 

that。 

60．【参考答案】It takes; to walk 

【解析】本题考查高频句型：It takes sb. some time to do sth. 

61．【参考答案】will be used 

【解析】本题考查一般将来时的被动语态。从“明年”判断时态是一般将来时，英文句子主语“More smart 

taxis” 与 “使用”是被动的关系，应使用被动语态，故答案是 will be used。 

62．【参考答案】How clear/clean 

【解析】本题考查感叹句。How+形容词/副词+主语+谓语！故填 How clear/clean。 

63．【参考答案】which; you sang 

【解析】本题考查宾语从句。中英文对照，缺少“哪首”， “你唱了”，确定连接词用“which”, 时态为

一般过去时，故正确答案是 which; you 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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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书面表达 

【Version One】 

In today’s English class, we had a discussion on “A valuable gift I gave”. Here is what we shared in our group. 

Bob once cooked soup for his parents in order to express his sincere thanks and love for what they have done 

for him. As for Kate, she said one valuable gift she gave was a photo album. She made it with pictures full of memories 

with her good friend, Amy. Because she believes it could better show the meaning of their friendship. Lily gave a 

paper cutting with a panda on it, which stands for Chinese culture, to her foreign teacher. 

For me, I made a postcard for my deskmate to wish her good luck at the final exam, which I think is a good way 

to show the giver’s love. 

 

【Version Two】 

In today’s English class, we had a discussion on “A valuable gift I gave”. Here is what we shared in our group. 

Bob said that the best gift he had ever given was cooking soup for his parents, for he believed cooking could be 

a good way to express his thanks and love for parents who care for him and give him love. As for Kate, she once 

gave a photo album to her good friend in memory of their friendship, which lasts for about 10 years. Lily, who has 

given a paper cutting to her foreign teacher keen on learning about Chinese culture, held the view that this gift could 

stand for our Chinese culture.  

For me, I once gave a good-luck card made by myself to my deskmate who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study, 

hoping he could pass the final exam successfu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