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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紫荆中学 2018-2019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考试 

初一英语试卷 

一、听力 

略 

二、单项选择 

【解析】 

26. eraser  /ɪ'reɪzə/ 元音音素开头用 an;  watch  /wɒtʃ/辅音音素开头用 a，故选 D 

27.根据 parents 为复数可知主语及动词应为复数，即动词为 are，this 这个和 it 它为单

数，故选 C 

28. Nice to meet you!很高兴见到你的回答仍为 Nice to meet you.故选 C 

29. 名字—first name 或 given name; 姓氏— last name 或 family name; 中名—middle 

name；全名—full name。 Jenny Green，Jenny为名字，故选 B 

30. What’s this in English ?这个用英语怎么说，回答 it’s … 故选 C 

31. 祖父祖母在照片里，在…里为介词 in，故选 D 

32. 对于 these或 those提问的疑问句要用 they回答，故选 C 

33. 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后跟名词，名词性物主代词=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名词，口诀“有

名则形，无名则名”，第一个空格后有名词所以用形物代，第二个空格后没有名词用名物

代，排除 AB选项。C选项，语法成立，句意这是你的铅笔吗？不，是我的。句意矛盾，

故选 D。 

34.第一个空格这个书包是我的，空格后没有名词用名物代，第二个空是 Lily的，单数名

词所有格加 s’,故选 A 

35. 向某人要某物 ask sb for sth.故选 A 

36. 介词，书在哪里，在沙发上，帽子在哪里，在头上，在…上，介词 on,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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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Good afternoon下午好回答还是 Good afternoon,故选 B 

38.你能把你的全家福带来这儿吗？A need需要； B call打电话；C bring 带…来；D take 

带…去，故选 C 

39.根据选项回答的在课桌下所以问的是地点，同时回答是 they are说明是复数，所以选

A选项 

40. Linda的房间怎么样？ A.整洁的 B. 饥饿的 C. 到处 D. 在沙发上,只有 A选项能修饰

房间，故选 A 

41. 根据回答 white白色，所以问的是颜色 what color，故选 D 

42. last /lɑːst/;  grandfather /'græn(d)fɑːðə/;  thank /θæŋk/;  game /geɪm/,共 3种发音，

故选 C 

43. computer /kəm'pjuːtə/  lost /lɒst/  welcome /ˈwelkəm/  carrot /'kærət/ 故选 B 

44.根据音标可知单词为 photo, 根据 many应为复数 photos，故选 C 

45. birthday /'bɜːθdeɪ/  those /ðəʊz/  these /ðiːz/    month /mʌnθ/  together /tə'geðə/

故选 C 

三．完形填空 

46. 指代前面 Mr. Miller且做主语，故用他的主格，即 he，故选 B 

47. 根据后文 he has three children，再加上他自己和 wife可知一共有 5口人，故选 C 

48. 在他的家庭中有五口人，家庭 family，故选 A 

49. 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所以还有两个女儿，故选 B 

50. 主语 Mary and Jenny两个人所以动词用复数 are,故选 B 

51. Mr. Miller非常爱爱他的孩子，指代孩子们且在动词后应该用他们的宾格 them,故选 A 

52. Allen喜欢和他的父亲玩，表示和…一起，用 with,故选 C 

53.Mary最喜欢的节目，指代 Mary的用她的，her,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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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look after照顾， Allen和 Mary帮助妈妈照顾 Jenny,故选 A 

55. 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修饰动词应该用副词，所以幸福地 happily,故选 C 

四、阅读理解 

A 

56 B 题干问的是字典是 Dale 的吗？定位到文章中第四个失物招领，这是一个 Found，

落款是 Dale，说明找到字典的人事 Dale，而不是 Dale的。 

57 B 题干问的是 Jim的手表是什么颜色，对应到第一个失物招领，“I lost my black watch.”

可知 Jim的手表是黑色的。 

58 B 题干问的是你丢失了你的电脑游戏，你可以打电话找谁。对应到第二个失物招领，

落款的人是 Jenny，可知找到这个电脑游戏的人是 Jenny。 

59 C 题干问的是你丢失…你可以找老师帮忙。对应到文章中的第三个失物招领，最后

一句话“Ask the teacher for help.”这个失物招领的第一句话是“Some keys are in the school 

dining hall”可知丢失了钥匙，可以寻求老师的帮助。 

60 C 题干问的是如果你丢失了一本字典，你可以打哪个电话。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

dictionary 可以对应到第四个失物招领，可以知道丢失了字典可以打 657-3982 这个电话

号码。 

B 

61 B 题干问的是 David的卧室怎么样，对应到文章的第一段中的“It is not big, but it's 

tidy”，可知 David's bedroom is small and tidy。 

62 C 题干问的是闹钟是什么颜色，对应到文章的第二段的“There is a pink clock”可知

这个闹钟是粉色的。 

63 D 题干问的是以下哪个选项不在床旁边的桌子上，根据文章第二段的描述，我们知

道桌子上有 book、lamp、pencil，没有 animal toy。文中的“There is another desk nea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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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 and there are some animal toys on it”，可知 animal toy是在窗户旁边的桌子上。 

64 D 题干问的是卧室中 David 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对应到第二段的“The lamp is his 

birthday gift.”可知 the lamp是他的生日礼物。 

65 D 题干问的是以下哪一项是错误的，文中第二段的最后两句话“Where is the sofa? 

Oh, there is no sofa in his bedroom.”可知卧室中没有沙发，D选项错误。 

C 

66. B 由 Mary is ill 可得出 Mary要去 Hospital，故选 B。 

67. E 由 Cindy 要 do some shopping，与 E选项的 supermarket和 people do shopping there

对应。 

68. F  Victor likes reading books喜欢读书，与 F的 bookstore 相对应。 

69. G  Jackie在一中读书，wants to go to the cinema with his friends，故去 G选项中的 

cinema，与一中不远。 

70. A  Jane 想在周末去公园，故去 A 选项中的 People’s park. 

五、短文填空 

71. of  这是我家庭的一张照片，故用 of 来表示 的 

72. father 根据这是家庭照片，后文说的是妈妈，所以此空的男人是 my father。 

73. an 她是一个英语老师。English 是以元音因素开头的单词，故用不定冠词 an。 

74. have从后文 The son is me得知，他们有 have一个儿子 son和一个女儿。 

75．son 从后文 The son is me得知，他们有 have一个儿子 son和一个女儿。 

76. sister 所以照片里的 girl就是他的 sister。 

77. Her 她的名字，故用 her。 

78. eleven/11  由 too可得知，他姐姐也是 eleven years old。 

79. in   我们在同一个班级，in the sam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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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something  你能否告诉我关于你家庭的一些事，故用 something。 

六、完成句子 

81. baseballs      82. library       83. everywhere      84. them      85. Thanks for 

86. What’s  (tele)phone number    87. Are your    88. Where is     89. call at      

90. Those aren’t       91. Excuse me     92. parents  

七、读写综合 

A.信息归纳 

93. Jenny Smith    

94. 13/Thirteen 

95.373-8980 

96. Jenny Smith@163.com 

97. Zhongshan Road Middle School 

B. 书面表达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