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初二年级上学期十校联考试期末测试解析 
(2018.1) 

命题教师：万晓雅、廖园林        审题教师：邓梦达   听力录音：王博、张帆 

一. 听力 略 

二、单项选择（8 分）解析教师：廖园林 

28: B 

本题考察的是动词辨析，ABC 都有‚花费‛的意思，D 的意思是‚使用‛，结合语境：‚—你经常锻炼吗？‛

—是的，我花很多时间锻炼。这是放松的一种好方式。‚可知这一空要填的是‛花费‚，排除 D 选项；又

因为空格后有介词 on,所以答案只能选 B。Sb spend time on sth. 某人在某物/某事上花了多少时间是

固定句型。 

29: D 

本题考察的是形容词的级。AD 中的 beautiful 是形容词，BC 当中的 beautifully 是副词，通过题干中的

look 可知后面的空格处应该填形容词，因为感官动词 look 后接形容词表示‚看起来……‛，排除 BC 选项。

当形容词前有 much, even, a lot, a little 等程度副词修饰时，形容词要用比较级，空格前有 much，所

以要用比较级，意为‚美得多‚，答案选 D。这句话的意思是‚她不戴眼镜看起来美得多。‛ 

30: B 

本题考查的是数词的用法。hundred‚百‛，hundreds of‚几百‛‚数以百计的‛，空格前没有出现具体

的数字，所以应该是几百学生，答案选 B。C 选项少了 of, D 选项的 hundred 后少了 s。这句话的意思

是‛TFBOYS 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我们学校数以百计的学生们都喜欢他们。‚ 

31: A 

本题考查的是动词短语辨析。turn on 打开；get on 上车；try on 试穿；put on 穿上。结合语境‚到了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时间。让我们打开电话看新闻。‚可知本题选 A. 

32: C 

本题考查的是形容词的最高级和 one of 的用法。AC 选项中的 longer 是比较级；BD 选项中的 longest

是最高级。通过题干中的 in the world 可知本题的比较范围是‚全世界‚，要用最高级，排除 AC 选项。

空格前出现了 one of，后面应该用名词的复数形式，所以答案选 C。这句话的意思是‛长江是世界上最长

的河流之一。‚ 

33: A 

本题考查的是 enough 的用法。当 enough 修饰形容词或副词时，应该放在所修饰词的后面，CD 选项中

的 enough 放在形容词 wonderful 和 boring 前面，所以排除 CD；结合语境‚--你认为这个脱口秀怎么

样？--我认为它足够精彩，但是有些人认为它如此无聊。‚答案选 A。 

34: D 

本题考查的是 if 引导的条件状从的时态。根据题干中的 if 如果，可知这是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主句应

该用一般将来时，从句用一般现在时，紧跟着 if 的是从句，另一句是主句，所以答案选 D。空格这句话的

意思是‚如果我有时间，我就会去。‛ 

35: B 

本题考查的是时态。and 前的 opened 用是的过去时，and 前后连接的词性和时态保持一致，所以 and

且的空格也要用一般过去时，答案选 B。这句话的意思是‚Sam 打开了门，发现外面有一条可爱的狗。‛ 



 

 

三、完形填空（25 分）  解析教师：廖园林 邓梦达 

A）请先阅读下面短文、掌握其大意，然后从各个小题所给的 A、B、C、D 四个选项中选出可以填入相应

空白处的最佳选项，并将其填到答题卷的相应位臵。（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解析教师：廖园林 

36:C 

本题考查介词。 

根据后文‘’I spend much time studying for the tests, I can’t get good grades.‛‚我花了很多时

间为考试作准备，我没能取得好的成绩‛可知我并不擅长学习，所以答案选 C，be good at 擅长。 

37:D 

本题考查形容词。 

通过空格后的 than 可知这里要用比较级，排除 AB 选项，C 更糟糕；D 更好。根据前面一句话：I’m not 

good at my study.我不擅长学习可知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比我学得好，所以答案选 D. 

38:A 

本题考查连词。 

I spend much time studying for the tests, I can’t get good grades. 这两句话之前构成转择关系，

所以答案选 A 尽管，整句话的意思是‚尽管我花了很多时间为考试作准备，我却没能取得好的成绩。‛B

但是；C 因为；D 如果。 

39:C  

本题考查频度副词。 

A 几乎不；B2 次；C 经常；D 从不。根据本句话中的‚luckily 幸运地‛可知，父亲经常帮助我，答案选

C。 

40:A 

本题考查动词的意思 

结合前文内容：我成绩不好，幸运是的父亲经常帮助我。可知父亲叫我不要担心。A 担心；B 忘记；C 说

话；D 思考. 所以答案选 A。 

41:C 

本题考查形容词。 

根据后文列举的 Edison 爱迪森,Newton 牛顿，可知父给我列举了许多名人的例子。A 传统的；B 美国的；

C 著名的；D 有趣的，所以答案选 C。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说许多名人不擅长他们的学科。‛ 

42:D 

本题考查连词。 

结合本句话的意思‚爱迪生，著名的科学家，当他还是一个 12 岁的男孩时成绩并不好。‛可知答案选 D

当……时候。 

43:B  

本题考查人称代词 

根据前文举的爱迪生的例子，可知这句话中的代词指代的是前文的爱迪生，意思是‚牛顿，也有像他（爱

迪生）一样的故事。所以答案选 B。 

44:A 



 

本题考查动词的形式 

空格前是介词 on, 介词后接动词 ing 形式，所以答案选 A。keep on doing 意为‚继续做某事‛。 

45:B 

本题考查形容词 

A 难过的；B 开心的；C 生气的；D 舒服的。根据前文的‛After hearing that, I believe I shouldn’t give 

up. I should try my best. And if I keep on studying hard, I can do much better.‛‚听了爸爸的

话后，我相信我不应该放弃。我应该尽我最大的努力。如果我继续努力学习，我能做得更好。‛可知我讲

的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话，所以人父亲应该非常高兴听到我这么说。所以答案选 B. 

B）请先阅读下面短文，掌握其大意，然后用方框中所给的词的适当形式填空，并将答案填写到答题

卡的相应位臵。每个词限用一次。（每小题 1.5 分，共 15 分） 解析教师：邓梦达 

 

arrive when water one normal strong on careful call 

excitedly 

     Many years ago, there was a palace called Palace of the Wind’s Tears. It was said there 

was a well (井) in the palace. People who drank the  46   would become rich and very smart. 

So, many people wanted to get into the palace. But there was a giant（巨人）  47  Carl working 

at the palace gate. His task was to keep people away from the palace. Carl was so  48  that no 

one could beat him. 

John was a  49  boy, not even very clever. When he heard of the palace, he was very 

excited and went to the palace. When he  50  at the gate, he didn’t find the giant. ‚Carl! 

Carl! Where are you? I’m going to beat you!‛ John shouted  51  . He waited for a long time, 

but Carl didn’t show up. Suddenly, John felt he had just stepped  52  something. He looked 

at it  53  , he found that it was actually Carl. John was surprised because he had become the  

54  man to beat giant Carl! 

When John went into the palace, he met the Queen. She told John that Carl was actually 

a small and weak creature. He could get bigger and bigger  55  people were scared of him. 

Sometimes, people may meet a ‚Carl‛ in their life. All they have to do is avoid giving him 

the chance to grow. 

46：water 

本题考查的是名词，可先通过空格处判断词性，the + 名词，又和 drank 搭配.water 是不可数名词，不

变形。  

47: called 

本题考查的是非谓语动词做后臵定语。 called Carl 是过分分词做后臵定语修饰 a giant,翻译成这里有一

个被称作 Carl 的巨人。 call 需要变形，变成 called, 因为 a giant 和 call 之间的关系是被称作，所以

用过去分词作定语。 

48. strong   

本题考查的是形容词，可先通过空格处判断词性，be + adj. , so + adj. +that(如此。。。以至于) .48 空填

形容词，翻译为 Carl 如此的强壮以至于没有人可以打败他。 



 

49. normal 

本题考查的是形容词，可先通过空格处判断词性，a +adj, +n.  翻译为 John 是个普通的男孩，甚至不

是太聪明。  

50. arrived 

本题考查的是动词，可先通过空格处判断词性，主语后面缺少谓语动词，空格处肯定是要填写动词，并且

和 at 搭配，翻译为当他到达门口时，又因为故事主线都发生在过去，arrive 需要变形为 arrived.  

51. excitedly  

本题考查的是副词，可先通过空格处判断词性，修饰 shouted, 修饰动词的是副词，翻译成 激动地喊叫。  

52. on  

本题考查的是介词词，可先通过空格处判断词性， 翻译为踩在了某物上面，介词一般不用变形。  

53. carefully  

本题考查的是副词，可先通过空格处判断词性，修饰动词 looked, 翻译为他仔细地看了看它，发现它真的

是 Carl. 副词修饰动词，通常放在后面。 careful 是形容词，需要+ly 变成副词。  

54. first 

本题考查的是数词，翻译为 John 感到很惊讶，因为他是第一个打败 Carl 的人。基数词 one 需要变成

序数词 first.  

55. when 

本题考查的是连词，可先通过空格处判断词性， 观察 55 空，前后分别是两个句子，能够连接 2 个句子，

就是连词。翻译为当人们害怕他的时候，他会变得越来越大。 

 

四. 阅读理解 解析教师：万晓雅  

A）请阅读下面短文，根据短文内容从每小题所给的 A、B、C、D 四个选项中选出最佳选项，并在答题卡

上将该项涂黑。（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A 篇 

56. C 

此题为细节题，答案在第一段 Monday-Friday 8am-6pm，Saturday 8:30am-12:00am 根据选项只有

C on weekdays 和 Monday-Friday 是一种同义转换，其他选项都不全面 

57. B  

此题为计算型细节题，题目问 John 和父母去 Sunshine Amusement Park 要多少票钱，根据文章第二

段，每个人 100 刀，三个人 10%off 也就是打九折，300*0.9=270 刀 

58. C 

此题为细节的正误判断，注意题目是选不正确的，C选项描述要咨询Sunshine Amusement Park购票信

息拨打6568788，但这个号码是咨询Happy Camp的电话，与原文意思不符，因此是错误的选项。 

B 篇 

59. D 

此题为段落主旨题，第一段讲述了一个叫Gabriel Whaley的高中生找到了一个方法来解决食物供给不足

及足球营高额费用将热爱足球的孩子拒之门外的问题。第一段最后一句话Whaley found a way to help 

solve both problems.承上启下，解释为什么他要成立Kicking4Hunger，因此选D 



 

60. B 

此题为细节题，根据文章第二段It was his own soccer camp for children and he asked the children 

to bring canned food(罐头食品) to pay for the trainings. This allowed many children to take part 

in the camp.可知孩子们要带罐头才能入营，故选B 

61. B 

此题仍然为细节题，根据文章第三段The soccer camps are usually held for three or four days in 

summer and are open to children from 5 to 14 years old.可知只有在5-14之间的孩子才能参加足球

营，只有B在此区间。 

62.C 

此题为主旨大意题，通过整篇文章的基调可以判断Whaley’s program是双赢的，既解决了食物供给不

足的问题，又给那些因为高额费用参加不了足球营孩子一个参与机会，从最后一段最后一句The children 

taking part in the camps have fun and also feel good about helping hungry families.这个计划是

成功的。 

C 篇 

63. D 

此题为指代题，通过第二段的前两句话可知要成为国家级别的围棋大师是非常难的，这让Max有了更特殊

的情怀，故选D 

64.A 

此题为段落大意题，根据第三段描述Max为成为围棋大师日夜苦练和为之付出的各种努力验证成为国家级

别的围棋大师是不容易的，故选A 

65.B 

此题为细节题，根据文章but they would encourage him as long as it was fun for Max可知Max的父

母对于Max学围棋是抱着不功利的态度，他们认为只要Max喜欢他们就会支持，故选B 

66.B 

此题为细节判断题，A选项说Max是在家自学围棋的和文章He started playing chess in an after-school 

club不符合；C选项说Max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围棋大师与Max Lu is the youngest-ever chess master(大

师) in the United States.不符合；D选项说Max很担心自己下围棋的水平与I decided I like chess, so I 

kept going. I just want to do it for fun不符合，故选B 

D 篇 

67. B 

此题为细节题，根据第一段It has an influence on children’s brains.可知音乐对于儿童的大脑是有一

定影响的，故选B. 

68.C 

此题为猜词题，根据后文的the instruments表示乐器，可知virtuosos是音乐家的意思，只有音乐家能和

乐器产生逻辑关系。 

69.C 



 

此题为细节题，根据第四段Many children start bands, which can develop new friendships and 

form networking for the future可知成立乐队可以帮助孩子发展人际关系并未将来建立社交人迈，故选

C 

70.B 

此题为主旨大意题，通过文章最后一段music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可知该篇文章讲的是音乐在孩子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且积极的作用。故选B 

 

B）请先阅读下面短文，掌握其大意，然后根据短文内容从下面方框内的七个选项中选择五个还原到文中，

使短文意思通顺、结构完整，并在答题卡上将其序号涂黑。（每小题2分，共10分） 

71. G 

通过挖空处前后可知该段讲诉的是家庭作业量的问题，根据挖空处的 make homework less 一词反推现

如今学生作业很多的问题，故选 G 

72. D 

通过前文 first 逻辑顺序词可知该空作者在提另外一个建议，锁定答案 DE，两个选项中都含有 second 能

和 fisrt 形成逻辑关系，但 E 讲的是运动和作业无关，故选 D 

73.B 

通过挖空处后面一句 It’s hard for you to concentrate on (集中精力于) your homework.意思是这会

让你很难集中精力完成作业，反推前面一空提到了某个东西起了阻碍作用，故选 B，意思是说不要在电脑

前或床上做作业，因为他们都会让你难以集中注意力。 

74.F 

通过挖空前这句 do the hardest problems first 当中两个关键词 hardest 及 first，排除选项选 F，F 选

项中的 later 及 simple 和前文的这两个词行程逻辑关系，意思说当你感觉很劳累的时候可以做简单的题

目。 

75.A 

该空在段首，说明该空要高度概括整段的中心内容，根据后文的描述可知该段讲的都是你需要在写作业期

间及完成作业之后休息放松一会儿，和此内容相关的选项只有 A 

 

五．补全对话。（5 分） 解析教师：邓梦达 

请阅读下面对话，根据对话内容从方框中选择恰当的句子，使对话通顺，合理，完整。（每空一句，

每句一分，共 5 分） 

A. What do you want to do after you finish your studies, Mike?  

B.     76     You know I love teaching. How about you, Sam? 

A. I have no idea. Maybe I will go to England.  

B. Go to England?     77      

A. My parents would like me to improve my English. 

B. That’s great!     78                                           

A. For about two years.                                                                                                 

B.     79      



 

A. I like English very much, so I hope to be a translator.  

B.     80      

A. Why do you go there? 

B. I hope your dream will come true. 

C.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udy there? 

D. What’s your dream? 

E. It’s hard to be a good translator. 

F. I want to work as a teacher in a high school. 

G.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job? 

 

76： F 

本题考查的是特殊疑问句的回答。 What do you want to do? 回答应该是 I want to do …. 

77: A 

本题考查对上下文理解，角色 B 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英格拉，就提出疑问为什么你要去那 Why do you go 

there, 角色 A 做出回答，父母想要我去提高英语水平。  

78： C 

本题考查特殊疑问句， How long 提问， 用 For + 一段时间 进行回答。  

79： D 

本题考查对上下文理解。  

80. B  

本题考查对上下文理解。角色 A 说了自己的梦想后，角色 B 表达祝愿。 

 

 

六、书面表达（15 分）解析教师：廖园林 

审题： 

1. 人称：通过题目所给信息可知我们要写的是‚我‛的阅读相关信息，用第一人称 I。 

2. 时态：表格中的问句以及文章给出的第一句话用的是一般现在时，所以这篇文章我们也应该用一般现

在时来写。 

3. 内容：通过题目当中的‚介绍阅读的益处、你的阅读情况及寒假的阅读计划‛，可知这篇文章要分三部

分来写阅读：益处、个人阅读情况、计划。表格中的 Why 属于益处；What 和 How 的部分属于个人

阅读情况；Plan 要写自己的寒假阅读计划。 

参考范文： 

Reading 

As we all know, reading has a lot of benefit. It can open our eyes because, and it makes 

us smarter and richer in life.  

I’m interested 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because I can get lots of fun and 

knowledge from them. I also like reading storybooks and novels in my free time. They can 

make me relaxed and happy. I read books every day. On weekends, I usually spend a whole 



 

afternoon reading in the library, and I also read for about half an hour before going to bed 

every night. 

The winter vacation is coming. I plan to do more reading. To learn English well, I’m 

going to read more English books. I’m sure reading can make my life be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