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答案
英语试卷（一）
一、
基础知识（共 25 分）
I. 在下列各句的空白处填入一个适当的词，
使句子意思完整、
语法正确。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1. by 2. everything/anything 3.third 4. heavily / hard 5. owner
Ⅱ. 用括号内的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6. longest 7. scientists 8. to ask 9. interested 10. eating
Ⅲ. 单项选择。（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11~15 BCDBA 16~20 DCABC 21~25 BBCDC
二、
交际运用（共 5 分）
Ⅳ. 根据对话内容及方框中所给的选项补全对话。选项中有一项是多余的。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26~30 BFAED
三、
阅读（共 45 分）
Ⅴ. 完型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31~35 CBCAB 36~40 DACBB
41~45 DACDC
66~70 小题，
Ⅵ. 阅读理解。（46~65 小题，
每题 1 分；
每题 2 分，
共 30 分）
（A）46~50 BADDA （B）51~55 DACDA （C）56~60 FTTFT
（D）61~65 CDAFB
（E）66. They usually go to work by bike./By bike.
67. Twelve. / 12.
68. They are yellow./Yellow.
69. The USA. / The US.
70. Yes, it can.
四、
书面表达（共 20 分）
Ⅶ.（A）下面是一篇妈妈教给孩子人生哲理的文章：
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助于你
成长；
让自己快乐比富有更重要。请根据上下文，
把文章填充完整，
每空一词。（5 分）
71. yourself 72. make 73. happy 74. between 75. end
（B）每个人都有能力为他人做点什么，你也一定有这个想法吧。下面是四个慈善性
质的活动，
你对其中哪些感兴趣呢？请介绍你所选择的一个或两个活动并说明理由。
（15 分）
评分原则：
此题共 15 分，内容和语言 14 分，字数 1 分，按 5 个档次给分。评分时根据其内容、语
言表达的准确程度及其书写情况分档，最后确定分数。
评分档次：
第一档：
（14~15 分）内容完整，
表达充分，
层次结构清晰，
语言流畅，
可读性强，
基本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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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拼写错误，书写工整。
第二档：
（11~13 分）内容比较完整，表达比较充分，层次结构比较清晰，语言比较流畅，
有个别语法、拼写错误，书写比较工整。
第三档：
（8~10 分）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基本充分，语句基本通顺，有一些语法、拼写错
误，书写不够工整。
第四档：
（4~7 分）内容不完整，
表达不充分, 层次结构不合理，
语言不流畅，
语法、
拼写错
误较多，书写不工整。
第五档：
（0~3 分）只写出个别词语，内容不可读。
参考范文：
Another summer vacation is coming soon. This summer, I shall do something more
meaningful.
I plan to go to visit the old people’s home with my friends. We shall clean their rooms.
And we may sing and dance for them. The old people really need more care. I think both the
old and we will have a good time together. I also plan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charity show.
This show is organized by the Spring Bud Project. They want to help more poor girls to
continue their education. Charities need our support. It’
s great that I can help needy people
by doing such meaningful work．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a wonderful summer vacation now.

英语试卷（二）
一、基础知识（共 25 分）
I. 在下列各句的空白处填入一个适当的词，使句子意思完整、语法正确。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1. reply 2. else 3. honey 4. absent/away 5. without
II. 用括号内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6. the most popular 7. danger 8. to turn 9. suddenly 10. musician
III. 单项选择。（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从每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11~15 BABCA 16~20 AABBA 21~25 CADCD
二、交际运用（共 5 分）
Ⅳ. 根据对话内容, 运用方框中所给的句子选项补全对话。选项中有一项是多余的。（每
小题 1 分，
共 5 分）
26~30 AFDEC
三、阅读（共 45 分）
Ⅴ. 完形填空。（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31~35 ACACD 36~40 ADBCA 41~45 BDACB
Ⅵ.阅读理解。（46~65 小题，每题 1 分；66~70 小题，每题 2 分，共 30 分）
（A）46~50 CDCAB （B）51~55 BBACD （C）56~60 FFFTT
（D）61~65 FCGAE
（E）66. They work together to make our environment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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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At school.
68. No.
69. Twenty to forty tons of water.
70. Three.
四、
书面表达（共 20 分）
Ⅷ.（A）Jane 喜欢旅游，也喜欢写旅游日记。下面的这篇日记有几处模糊不详，请你帮
忙补充完整。每空一词。（5 分）
71. It 72. go/walk 73. For 74. delicious/nice/yummy/tasty 75. fun
（B）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旅游，
他们中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极
大关注。调查显示，
中国游客列世界第二不受欢迎的人。为此，
请你根据以下要点，
给校报英语专栏写一篇短文，
并提出你的建议，
呼吁人们文明出行。（15 分）
评分原则：
此题共 15 分，内容和语言 14 分，字数 1 分，按 5 个档次给分。评分时根据其内容、语
言表达的准确程度及其书写情况分档，最后确定分数。
评分档次：
第一档：
（14~15 分）内容完整，
表达充分，
层次结构清晰，
语言流畅，
可读性强，
基本上无
语法、
拼写错误，
书写工整。
第二档：
（11~13 分）内容比较完整，表达比较充分，层次结构比较清晰，语言比较流畅，
有个别语法、
拼写错误，
书写比较工整。
第三档：
（8~10 分）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基本充分，语句基本通顺，有一些语法、拼写错
误，
书写不够工整。
第四档：
（4~7 分）内容不完整，
表达不充分, 层次结构不合理，
语言不流畅，语法、拼写错
误较多，
书写不工整。
第五档：
（0~3 分）只写出个别词语，
内容不可读。
参考范文
With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traveling abroad, their bad behavior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A recent US survey showed Chinese were the second worst tourists. How can
we be a good tourist? Here are some tips for you.
First, we should keep our voice down while talking with friends in public places. Please
wait in line if you want to take a bus or have dinner. Also, don’
t spit or drop litter whenever
you want. Finally, it’
s really a bad behavior to write or draw pictures on famous buildings.
A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I think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our behavior, saying no to
those bad habits. While enjoying ourselves, we should not only respect local customs, but
also take care of the environment.

英语试卷（三）
一、
基础知识（共 25 分）
Ⅰ. 在下列各句的空白处填入一个适当的单词，使句子意思完整、语法正确。（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1. keep 2. afraid 3. with 4. it 5.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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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用括号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6. safety 7. valuable 8. eighth 9. sharing 10. badly
III. 单项选择。（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11~15 ACBDC 16~20 CCDBD 21~25 ADABC
二、交际运用（共 5 分）
Ⅳ. 根据对话内容及方框中所给的句子补全对话。 选项中有一项是多余选项。（每小
题 1 分，共 5 分）
26~30 CEBFA
三、阅读（共 45 分）
Ⅴ. 完形填空（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31~35 BDBCA 36~40 DCABB 41~45 CBACC
Ⅵ. 阅读理解。（46~65 小题，
每题 1 分；66~70 小题，每题 2 分，共 30 分）
（A）46~50 CCBCD （B）51~55 CCABD （C）56~60 TFTTF （D）61~65 25314
（E）66. He is a singer.
67. No.
68. Only one.
69. He greeted them with a bow. /With a bow.
70. Because Kim JongKook asked his fans to do something more meaningful.
四、书面表达（共 20 分）
Ⅶ.（A）眼睛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眼睛呢？下面是一
篇关于如何保护眼睛的小文章，请你完成它，每空一词。（5 分）
71. protect 72. for 73. dark 74. either 75. lot
（B）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帮助他人的同时，你也在无意识地帮助自己，
这是利人利己的双赢行为。结合以下提示, 以 Helping Others is Helping Yourself
为题，
写一篇不少于 80 词的短文。（15 分）
评分原则：
此题共 15 分，内容和语言 14 分，字数 1 分，按 5 个档次给分。评分时根据其内容、语
言表达的准确程度及其书写情况分档，最后确定分数。
评分档次：
第一档：
（14~15 分）内容完整，表达充分，层次结构清晰，
语言流畅，可读性强，
基本上无
语法、拼写错误，书写工整。
第二档：
（11~13 分）内容比较完整，表达比较充分，层次结构比较清晰，语言比较流畅，
有个别语法、拼写错误，书写比较工整。
第三档：
（8~10 分）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基本充分，语句基本通顺，有一些语法、拼写错
误，书写不够工整。
第四档：
（4~7 分）内容不完整，
表达不充分, 层次结构不合理，
语言不流畅，
语法、
拼写错
误较多，书写不工整。
第五档：
（0~3 分）只写出个别词语，内容不可读。
参考范文
My mother often tells me,“If we spread love by helping others, we will be surroun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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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too.”I think it has a point.
A reporter once asked a farmer why he could always win the first prize about growing
corn. The answer made people surprised—The farmer shared his seed corn with his
neighbors so that his own corn would grow well with the help of bees and wind. The story
showed if we lighted a lamp for others, it would also brighten our path.
Helping people is like watering a shoot of flower, which takes your time and effort, but
as it grows up, the fragrance will give you happiness, too.

英语试卷（四）
一、
基础知识（共 25 分）
I. 在下列各句的空白处填入一个适当的词，使句子意思完整、语法正确。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1. daily/everyday 2. ourselves 3. down 4. astronaut 5. divide
Ⅱ. 用括号内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6. exactly 7. impolite 8. instructions 9. first 10. going
Ⅲ. 单项选择。（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从每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
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11~15 ABBCB 16~20 BCDBC 21~25 AABAD
二、
交际运用（共 5 分）
Ⅳ. 根据对话内容, 运用方框中所给的句子选项补全对话。选项中有一项是多余的。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26~30 BCAFD
三、
阅读（共 45 分）
Ⅴ. 完形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31~35 ACBBA 36~40 CDDBA 41~45 ACCDB
66~70 小题，
Ⅵ. 阅读理解。（46~65 小题，
每题 1 分；
每题 2 分，
共 30 分）
（A）46~50 DCACA （B）51~55 DBDAC （C）56~60 FFTTF
（D）61. Success is about being able to live a happy life.
62. When you believe in yourself, it helps you to get more than what you truly expect.
63. It is not a long-term feeling of happiness when it is given through money and fame.
64. The more you can welcome success into your life, the more you will start to feel it.
65. Realizing you are already successful will help you to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E）根据短文内容，
选择正确答案。（5 分）
66. Because he wanted to become a high school graduate.
67. Six.
68. His father.
69. For forty years.
70. Yes.
四、
书面表达（共 20 分）
VII.（A）下面是一则关于帮助大家学习语言的工具—PARLA 的广告，
请帮忙补充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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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空一词。（5 分）
71. help 72. are 73. yourself/ yourselves 74. free 75. more
（B）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许多学生遇到不会的作业题时愿意到互联网上寻找答案。
请
针对这一现象，根据下面的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 词的英语短文（文中不得出现真
实的人名和校名）。（15 分）
要求：1. 描述学生做作业时在网上找答案的现象；
2. 结合以下表格谈谈针对这一现象的不同看法，并阐明你自己的观点；
3. 提出你的建议
评分原则：
此题共 15 分，内容和语言 14 分，字数 1 分，按 5 个档次给分。评分时根据其内容、语
言表达的准确程度及其书写情况分档，最后确定分数。
评分档次：
第一档：
（14~15 分）内容完整，表达充分，层次结构清晰，
语言流畅，可读性强，
基本上无
语法、拼写错误，书写工整。
第二档：
（11~13 分）内容比较完整，表达比较充分，层次结构比较清晰，语言比较流畅，
有个别语法、拼写错误，书写比较工整。
第三档：
（8~10 分）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基本充分，语句基本通顺，有一些语法、拼写错
误，书写不够工整。
第四档：
（4~7 分）内容不完整，
表达不充分, 层次结构不合理，
语言不流畅，
语法、
拼写错
误较多，书写不工整。
第五档：
（0~3 分）只写出个别词语，内容不可读。
参考范文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makes a difference to students’daily schoolwork. Some
students prefer to search answers when they have trouble doing homework.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it.
Some students like it very much. They think it is easy and convenient to ask for help
online whenever they don’
t know the answers to the problems. It can give them some ideas
which can help them work out the problems. What’s more, it saves much time to do
homework.
However, other students disagree with it. First, they think homework becomes meaningless
if they simply copy the answers. Besides, some students will depend on the Internet a lot so
that they will form bad learning habits. What’s worse, they won’t learn to think problems
on their own. As a result, their learning abilities won’t be improved.
I think students should first think over questions by ourselves. If we can use the Internet
in the right way, it could be a good way to help our study.

英语试卷（五）
一、基础知识（共 25 分）
I. 在下列各句的空白处填入一个适当的词，
使句子意思完整、语法正确。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1. pay 2. to 3. up 4. sky 5. asleep
参考答案 第 6 页 （共 18 页）

第二档：
（11~13 分）内容比较完整，表达比较充分，层次结构比较清晰，语言比较流畅，
有个别语法、拼写错误，书写比较工整。

Ⅱ.用括号内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6. heroes 7. interested 8. tidying 9. fourth 10. themselves
Ⅲ.单项选择。（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从每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
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11~15 AADCC 16~20 BACCA 21~25 CBAAC
二、
交际运用（共 5 分）
Ⅳ.根据对话内容, 运用方框中所给的句子选项补全对话。选项中有一项是多余的。
（每
小题 1 分，
共 5 分）
26~30 FECAB
三、
阅读（共 45 分）
Ⅴ.完形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31~35 DDAAC 36~40 DABBD 41~45 CABCD
66~70 小题，
Ⅵ.阅读理解。（46~65 小题，
每题 1 分；
每题 2 分，
共 30 分）
（A）46~50 CADBC （B）51~55 ACADB （C）56~60 TFFTT
（D）61. breathe 62. actions 63. free 64. Berlin 65. polluted
（E）根据短文内容，
选择正确答案。（5 分）
66. Monday.
67. Because on weekends they can do what they like / want to do.
68. To a public eating place or a movie.
69. They will have a big dinner together.
70. The weekend doesn’
t last long.
四、
书面表达（共 20 分）
Ⅶ.（A）寒假期间，
李璐参观了上海科学博物馆，
发现古今信息传播的手段在不断变化，
迅速发展，
下面是她写的短文，
请你帮她完成，每空一词。（5 分）
71. Museum 72. by 73. talk/communicate 74. our 75. again
（B）不同国家的文化不同，
习俗也就会不同。假如你是李明，
请你写一封信给你即
将来到中国的笔友。关于中国的餐桌礼仪，
家庭规则，
外出形象等问题提出一些建
议。（15 分）
提示：1. 描述在中国与人聚餐时应如何表现；
2.建议他在拜访别人家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
3.谈谈与人外出聚会时的举止仪态。
要求：1. 短文要包含所有提示要点，
可适当发挥；
2.条理清晰，
语句通顺，
书写工整；
3.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和校名。
评分原则：
此题共 15 分，内容和语言 14 分，字数 1 分，按 5 个档次给分。评分时根据其内容、语
言表达的准确程度及其书写情况分档，最后确定分数。
评分档次：
第一档：
（14~15 分）内容完整，
表达充分，
层次结构清晰，
语言流畅，
可读性强，
基本上无
语法、
拼写错误，
书写工整。

一、基础知识（共 25 分）
I. 在下列各句的空白处填入一个适当的词，使句子意思完整、语法正确（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1. across 2. brother 3. come 4. me 5. good/better
Ⅱ. 用括号内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6. twentieth 7. happily 8. climbing 9. kindness 10. women
Ⅲ. 单项选择。（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从每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11~15 AADCB 16~20 CDCCD 21~25 BCDBC
二、交际运用（共 5 分）
Ⅳ. 根据对话内容, 运用方框中所给的句子选项补全对话。选项中有一项是多余的。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26~30 CEA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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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档：
（8~10 分）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基本充分，语句基本通顺，有一些语法、拼写错
误，书写不够工整。
第四档：
（4~7 分）内容不完整，
表达不充分, 层次结构不合理，
语言不流畅，
语法、
拼写错
误较多，书写不工整。
第五档：
（0~3 分）只写出个别词语，内容不可读。
参考范文
Dear Amy,
You must be excited about coming to China soon. However,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ustoms. Now, let me give you some suggestions and advice about Chinese customs.
When it comes to table manners, what comes first is that you shouldn’t start eating first
if there are the elderly at the table. In addition, it’s impolite to stick chopsticks into the rice
or point at others with your chopsticks. As it is in many countries,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talk with your mouth full.
As for house rules, it is important for you to knock before entering. Besides, you’d better
keep quiet while someone is sleeping. Waking others up is always impolite. One more thing,
if you want to drop by one of your friends, it’s better to bring a small gift.
Being on time is quite necessary when you go out with Chinese friends. Don’
t keep others
waiting and never talk rudely when they are a bit late. Remember to make some plans before
you ask your friends out so that they won’t be bored.
As the saying goes,“When in Rome, do as Romans do”I hope you will enjoy your staying
here.
Best wishes,
Li Ming

英语试卷（六）

三、
阅读（共 45 分）
Ⅴ.完形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31~35 ABDCA 36~40 ACBDA 41~45 CBDCA
66~70 小题，
Ⅵ.阅读理解。（46~65 小题，
每题 1 分；
每题 2 分，
共 30 分）
（A）46~50 CABDA （B）51~55 BCADC （C）56~60 FTTFF
（D）61. AD 62. ABCD 63. CD 64. AD 65. BD
（E）根据短文内容，
选择正确答案。（10 分）
66. In August.
67. Yes. / Yes, it is.
68. Every week.
69. Hugh Beaver.
70. The natural world, people’
s achievements, sports and other things.
四、
书面表达（共 20 分）
Ⅶ.（A）Ben 和同学们参加了上周日 Mark 的生日晚会，
大家玩得很开心。阅读并完成
Ben 写给 Mark 的答谢卡，
每空一词。（5 分）
71. invention 72. how 73. cut 74. for 75. easily
（B）汉语桥的活动正如火如荼地举办着。美国学生 Chris 作为交换生，要来你的班
级与你一起学习。请根据以下提示给他写封邮件。（15 分）
提示：1. 介绍与本地生活相关的信息（气候、
信息等）
2.介绍本班情况
3. 希望 Chris 做哪些事情，
来增进中美学生间的了解与友谊
要求：1.条理清晰，
语句通顺，
书写工整；
2.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和校名；
3.短文要包含所有提示要点，
可适当发挥。
评分原则：
此题共 15 分，内容和语言 11 分，字数 2 分。字迹 2 分。按 5 个档次给分。评分时根
据其内容、
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及其书写情况分档，最后确定分数。
评分档次：
第一档：
（14~15 分）内容完整，
表达充分，
层次结构清晰，
语言流畅，
可读性强，
基本上无
语法、
拼写错误，
书写工整。
第二档：
（12~13 分）内容比较完整，表达比较充分，
层次结构比较清晰，
语言比较流畅，
有个别语法、
拼写错误，
书写比较工整。
第三档：
（10~11 分）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基本充分，
语句基本通顺，有一些语法、拼写错
误，
书写不够工整。
第四档：
（8~9 分）内容不完整，
表达不充分,层次结构不合理，
语言不流畅，语法、拼写错
误较多，
书写不工整。
第五档：
（0~7 分）只写出个别词语，
内容不可读。
参考范文
Dear Chris，
I’
m Li Jin, monitor of Class One, Grade Eleven. Welcome to our class in China. I’m g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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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join our class, which is a wonderful group. Every student not only enjoys studying,
but is ready to help each other. So if you join us, I’
m sure you can get along well with us
and quickly make friends with us, too.
The climate here is changeable. Now, it is very cool in autumn and cold in winter, so don’
t
forget to bring different kinds of clothes with you. In your spare time, you can visit some
famous places of interest in our city, as well as tasting all kinds of delicious traditional Chinese
local foods. We Chinese use chopsticks to have Chinese food instead of forks and knives.
And I can be your tour guide if you like.
As an America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you are familiar with your country. So if it is
convenient to you, please bring a map of America and some photos of your families，friends,
and some famous buildings with you, and give us some speeches to introduce your school
life and different culture of America. And we’ll exchange our different lives and cultures
together then.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coming!
Yours,
Li Jin

英语试卷（七）
一、基础知识（共 25 分）
I. 在下列各句的空白处填入一个适当的词，
使句子意思完整、语法正确。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1. artist/painter/drawer 2. everywhere 3. knowledge 4. enter 5. carefully
Ⅱ. 用括号内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6. careless 7. fish/fishes 8. twice 9. truly 10. To get
Ⅲ.单项选择。（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从每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11~15 BBBBD 16~20 CDBDA 21~25 BACBD
二、交际运用（共 5 分）
Ⅳ. 根据对话内容, 运用方框中所给的句子选项补全对话。选项中有一项是多余的。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26~30 DAEBC
三、阅读（共 45 分）
Ⅴ. 完形填空（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31~35 ACABC 36~40 ACCBC 41~45 BACBC
Ⅵ. 阅读理解。（46~65 小题，每题 1 分；66~70 小题，每题 2 分，共 30 分）
（A）46~50 BCDDA （B）51~55 CCDAB （C）56~60 FFFTT
（D）61~65 CDAFB
（E）根据短文内容，
回答下列问题。（10 分）
66. Every day.
67. Papi’s stories are about his life.
68. People put food in iceboxes when Papi was a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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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Because Tony wanted to record Papi’
s stories.
70. Papi was surprised and moved by what Tony did.
四、
书面表达（共 20 分）
Ⅶ.（A）李娜是班级新转学过来的学生，
为了尽快认识班级同学，
她于本周日下午一点
party。为此，
半到六点在自己洛阳街的家里组织了一次欢迎
李娜写了一封邀请函，
但不小心墨水洒了，
弄脏了一些地方，
请你帮助她复原。每空一词。（5 分）
71. come 72. Street/Road 73. from 74. take 75. fun
（B）毕业典礼就要来临了。假设你作为一名毕业生代表发表毕业感言，请就以下内
容写一篇短文。（15 分）
评分原则：
此题共 15 分，内容和语言 14 分，字数 1 分，按 5 个档次给分。评分时根据其内容、语
言表达的准确程度及其书写情况分档，最后确定分数。
评分档次：
第一档：
（14~15 分）内容完整，
表达充分，
层次结构清晰，
语言流畅，
可读性强，
基本上无
语法、
拼写错误，
书写工整。
第二档：
（11~13 分）内容比较完整，表达比较充分，层次结构比较清晰，语言比较流畅，
有个别语法、
拼写错误，
书写比较工整。
第三档：
（8~10 分）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基本充分，语句基本通顺，有一些语法、拼写错
误，
书写不够工整。
第四档：
（4~7 分）内容不完整，
表达不充分, 层次结构不合理，
语言不流畅，语法、拼写错
误较多，
书写不工整。
第五档：
（0~3 分）只写出个别词语，
内容不可读。
参考范文
Dear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s my honor to give my speech here.
First of all, I feel like showing millions of thanks to you. On the one hand, I get much
knowledge from you. Because of it, I open up my mind and get acknowledged to the world
outside. On the other hand, I get to know how to be independent and a right person. I will
contribute what I’
ve learned from you to the society. Besides, here is a piece of advice to
make you better. You’
d better build a gym. Not only can the students improve their bodies,
but also they can develop some new hobbies which can serve our country. At last, wish you
a better future.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英语试卷（八）
一、
基础知识（共 25 分）
I. 在下列各句的空白处填入一个适当的词，使句子意思完整、语法正确。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1. dangerous 2. role 3. up 4. prepare 5. with
Ⅱ. 用括号内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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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ourth 7. coming 8. impossible 9. leaves 10. Finally
Ⅲ.单项选择。（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从每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11~15 DBCBC 16~20 CAADA 21~25 BBACA
二、交际运用（共 5 分）
Ⅳ. 根据对话内容, 运用方框中所给的句子选项补全对话。选项中有一项是多余的。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26~30 DAEBF
三、阅读（共 45 分）
Ⅴ. 完形填空（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31~35 BCADB 36~40 ADCBC 41~45 DBDCA
Ⅵ. 阅读理解。（46~65 小题，每题 1 分；66~70 小题，每题 2 分，共 30 分）
（A）46~50 BDCDB （B）51~55 CAABD （C）56~60 TFFTT
（D）61. F
62. At the beginning/start of a term
63. 时间是危险的。如果你不控制它，它就会控制你。如果你不能让他为你服务，
他就会与你作对。
64. We should have a timetable for our life / make some plans or resolutions at the start
of a year, a term, a week or a day.
65. C
（E）根据短文内容，
回答下列问题。（10 分）
66. Because he can play the piano with his toes.
67. He lost his arms.
68. Yes, he did.
69. His parents.
70. They felt / were moved and excited.
四、书面表达（共 20 分）
Ⅶ.（A）水上公园为青少年提供有趣的假日工作机会，如果你对此感兴趣并希望在假期
丰富自己的生活，请仔细阅读并完成下面的招聘广告，每空一词。（5 分）
71. good 72. who/that 73. teach / help 74. with 75. call
（B）毕业典礼就要来临了。假设你作为一名毕业生代表发表毕业感言，请就以下内
容写一篇短文。第一段，第三段已给出。（15 分）
评分原则：
此题共 15 分，内容和语言 14 分，字数 1 分，按 5 个档次给分。评分时根据其内容、语
言表达的准确程度及其书写情况分档，最后确定分数。
评分档次：
第一档：
（14~15 分）内容完整，表达充分，层次结构清晰，
语言流畅，可读性强，
基本上无
语法、拼写错误，书写工整。
第二档：
（11~13 分）内容比较完整，表达比较充分，层次结构比较清晰，语言比较流畅，
有个别语法、拼写错误，书写比较工整。
第三档：
（8~10 分）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基本充分，语句基本通顺，有一些语法、拼写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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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书写不够工整。
第四档：
（4~7 分）内容不完整，
表达不充分, 层次结构不合理，
语言不流畅，语法、拼写错
误较多，
书写不工整。
第五档：
（0~3 分）只写出个别词语，
内容不可读。
参考范文
My Friend
Ann is my good friend. She is tall and thin with long straight hair. She loves to tell jokes.
She makes me happy when we get together after school.
We are in different classes but in the same school. One day I overslept so I had to rush to
the bus station. While I was waiting for the bus, a car stopped in front of me. A girl told me
she was my schoolmate and her father could give me a ride. Thanks to Ann and her father,
I wasn’
t late. Since then we became good friends and we often shared everything. I like to
have a good friend who has the same interest as me, like Ann.
I think in ten years, we’
ll be good friends, too. Ann is my good friend forever.

英语试卷（九）
一、
基础知识（共 25 分）
I. 在下列各句的空白处填入一个适当的词，使句子意思完整、语法正确。
（每小题 1 分，
5
共 分）
1. from 2. true 3. patient 4. similar 5. depend
Ⅱ. 用括号内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6. potatoes 7. worried 8. to drive 9. her 10. once
Ⅲ. 单项选择。（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从每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
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11~15 CBCAA 16~20 BACDC 21~25 DBACD
二、
交际运用（共 5 分）
Ⅳ. 根据对话内容, 运用方框中所给的句子选项补全对话。选项中有一项是多余的。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26~30 EDBAF
三、
阅读（共 45 分）
Ⅴ. 完形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31~35 ADCBB 36~40 ADBCB 41~45 ACADB
66~70 小题，
Ⅵ. 阅读理解。（46~65 小题，
每题 1 分；
每题 2 分，
共 30 分）
（A）46~50 ABDCA
（B）51~55 DBACD （C）56~60 FTFFT
（D）61. true 62. best/traditional 63. keep 64. less 65. hardest/most difficult
（E）根据短文内容，
选择正确答案。（5 分）
66. He often woke up before sunrise./ Before sunrise.
67. He threw it/the starfish back into the sea./ Into the sea.
68. No, they can’
t./ No.
69. They will die.
70. We should stick to stu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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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面表达（共 20 分）
Ⅶ.（A）Judie 是 Cute Kits Clothing Store 的经理。六·一儿童节要到了，她打算在购物
网站 e-buy 上为自己的商品做促销广告。请根据下面的内容，完成 Judie 的宣传海
报。每空一词。（5 分）
71. Day 72. sale 73. at 74. pair 75. buy
（B）双十一“网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越来越多的学生也正加入到网购群体中。请
你根据以下表格的提示，写一篇网上购物的文章。（15 分）
评分原则：
此题共 15 分，内容和语言 11 分，字数 2 分。字迹 2 分。按 5 个档次给分。评分时根
据其内容、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及其书写情况分档，最后确定分数。
评分档次：
第一档：
（14~15 分）内容完整，表达充分，层次结构清晰，
语言流畅，可读性强，
基本上无
语法、拼写错误，书写工整。
第二档：
（12~13 分）内容比较完整，表达比较充分，层次结构比较清晰，语言比较流畅，
有个别语法、拼写错误，书写比较工整。
第三档：
（10~11 分）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基本充分，语句基本通顺，有一些语法、拼写错
误，书写不够工整。
第四档：
（8~9 分）内容不完整，表达不充分,层次结构不合理，语言不流畅，语法、拼写错
误较多，书写不工整。
第五档：
（0~7 分）只写出个别词语，内容不可读。
参考范文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many people are used to shopping online. It has
become a fashion in our daily life. Some of us students also join the group. Shopping online
has many advantages. Just by a click of the mouse, you can buy what you’re interested in
without going outdoors. You can avoid getting tired and being trapped in the crowded people
and cars and save time. When shopping online, you can choose from more varieties of
goods, whose prices are generally lower.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Its disadvantages are obvious, too. On the one hand, it’s very
easy for you to buy goods different from the pictures you see on the Internet. On the other
hand, shopping online may cause people to buy goods that are not badly needed. That’
sa
waste of money.
All in all, I love shopping online.

英语试卷（十）
一、基础知识（共 25 分）
I. 在下列各句的空白处填入一个适当的单词，使句子意思完整、语法正确。（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1. western 2. translate/put/turn 3. attend/have/hold/join 4. themselves 5. on
Ⅱ. 用括号内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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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fficers 7. pleasure 8. better 9. truth
Ⅲ. 单项选择。（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10. normally

从每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
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11~15 BABDD 16~20 CABDD 21~25 CACAB
二、
交际运用（共 5 分）

And I am going to communicate better with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Share something
good with my friends and help each other. At home I will try my best to help my parents do
some housework. I will wash the dishes and clean the room. At last I will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he volunteer work as often as possible. I believe I
will be an excellent and successful student.

Ⅳ.根据对话内容及方框中所给的句子补全对话。选项中有一项是多余选项。
（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26~30 DECBF
三、
阅读（共 45 分）
Ⅴ.完形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31~35 ABCBA 36~40 BCDBA 41~45 ACDBC
66~70 小题，
Ⅶ.阅读理解。（46~65 小题，
每题 1 分；
每题 2 分，
共 30 分）
（A）46~50 CBDAD （B）51~55 ADDDC
（C）56~60 FTFTF （D）61. with 62. help 63. kind 64. invite 65. organizing
（E）66. He worked.
67. Sad./ She felt sad.
68. No./ No, he didn’
t.
69. Small and cold.
70. Because he wanted to make the house warmer. / Because he wanted to give her1℃
love.
四、
书面表达（共 20 分）
Ⅷ.（A）这是一篇谈论中学生使用 iPad 的利弊的文章，但内容并不完整。请同学们根
据上下文，把短文填充完整，每空一词。（5 分）
71. listen 72. to 73. take 74. study 75. plan/rule
（B）再过半年你将成为一名高中生，
应该怎样完善自己？请以“How to be an excellent student?”为题，
写一篇英语短文。（15 分）
评分档次：
第一档：
（14~15 分）内容完整，
表达充分，
层次结构清晰，
语言流畅，
可读性强，
基本上无
语法、
拼写错误，
书写工整。
第二档：
（12~13 分）内容比较完整，表达比较充分，
层次结构比较清晰，
语言比较流畅，
有个别语法、
拼写错误，
书写比较工整。
第三档：
（10~11 分）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基本充分，
语句基本通顺，有一些语法、拼写错
误，
书写不够工整。
第四档：
（8~9 分）内容不完整，
表达不充分,层次结构不合理，
语言不流畅，语法、拼写错
误较多，
书写不工整。
0~7
第五档：
（
分）只写出个别词语，
内容不可读。
参考范文
I am going to be a high school student. At first I must obey the school rules. I will go to
school on time and I will not smoke. As a high school student,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good
study habits. I should listen to the teacher carefully in class, go over and relax after school.

1. off 2. until 3. address 4. full/lots/plenty 5. wear
Ⅱ. 用括号中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6. fourth 7. central 8. helping 9. unfair 10. leaves
Ⅲ. 单项选择。（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从每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11~15 ADBBC 16~20 ACBBA 21~25 ACBCC
二、交际运用（共 5 分）
Ⅳ.根据对话内容及方框中所给的句子补全对话。选项中有一项是多余选项。
（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26~30 DFEAB
三、阅读（共 45 分）
Ⅴ. 完形填空（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阅读短文，掌握其大意，然后从每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31~35 BADCB 36~40 ADBBD 41~45 CCAAD
Ⅵ. 阅读理解。（46~65 小题，每题 1 分；66~70 小题，每题 2 分，共 30 分）
（A）46~50 BBBCD （B）51~55 CABAC （C）56 ~ 60 FTFFF
（D）61 ~ 65 EACBD
（E）66. 35,000 dollars.
67. Just hours after he had bought the house.
68. An old box.
69. Two.
70. To be honest and to do what is right.（答出其中一点即可）
四、书面表达（共 20 分）
Ⅶ.（A）九年二班上周五举行了读书分享会，李明用英文介绍了他读《鲁滨孙漂流记》的
感受，由于疏忽，漏掉了几个词，请你帮助把它完成。每空一词。（5 分）
71. Although/Though 72. with 73. food 74. else 75. give
（B）日常生活中琐事不断，有苦有甜，
而烦恼和麻烦也会伴随左右。但不论怎样，我
们都要勇敢去面对。请你以生活中的烦恼为主题，
写一篇不少于 80 词的短文。文
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和校名。（15 分）
评分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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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试卷（十一）
一、基础知识（共 25 分）
I. 在下列各句的空白处填入一个适当的单词，使句子意思完整、语法正确。（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第一档：
（14~15 分）内容完整，
表达充分，
层次结构清晰，
语言流畅，
可读性强，
基本上无
语法、
拼写错误，
书写工整。
第二档：
（12~13 分）内容比较完整，表达比较充分，
层次结构比较清晰，
语言比较流畅，
有个别语法、
拼写错误，
书写比较工整。
第三档：
（10~11 分）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基本充分，
语句基本通顺，有一些语法、拼写错
误，
书写不够工整。
第四档：
（8~9 分）内容不完整，
表达不充分,层次结构不合理，
语言不流畅，语法、拼写错
误较多，
书写不工整。
0~7
第五档：
（
分）只写出个别词语，
内容不可读。
参考范文
Life is full of worries or troubles. Nevertheless, as long as we try to face them bravely and
wisely, they may make us grow up.
Last Friday, my mother made me dumplings for breakfast. However, so salty were the
dumplings that I became annoyed. I shouted at my mother and put down the chopsticks
angrily. After school, my father picked me up and told me that my mother got up really early
to make me dumplings. I said nothing but I felt regretful to shout at my mother. As soon as
I got home, I hugged her and said sorry to her.
No one likes worries or troubles. But it is worries or troubles that bring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closer together. So don’
t be afraid of them anymore.

英语试卷（十二）
一、
基础知识（共 25 分）
I. 在下列各句的空白处填入一个适当的单词，使句子意思完整、语法正确。（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1. color 2. sad/ upset 3. himself 4. pay 5. well/healthily
Ⅱ. 用括号内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5 分）
6. differently 7. happier 8. hanging 9. tenth 10. exciting
Ⅲ. 单项选择。（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11~15 CDBAC 16~20 DBACA 21~25 ABACC
二、
交际运用（共 5 分）
Ⅳ. 根据对话内容及方框中所给的句子补全对话。选项中有一项是多余选项。（每小
题 1 分，
共 5 分）
26~30 DCBEA
三、
阅读（共 45 分）
Ⅴ. 完形填空（每小题 1 分，
共 15 分）
31~35 DCBDA 36~40 CACBB 41~45 DCCBC
66~70 小题，
Ⅵ. 阅读理解。（46~65 小题，
每题 1 分；
每题 2 分，
共 30 分）
（A）46~50 CDBCA （B）51~55 BCCDD （C）56~60 TFFTF
（D）61. different 62. meal/dinner 63. but 64. longer 65. smell
s/Her grandparents.
（E）66.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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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Nervous./ She felt nervous.
68. When Lisa saw people stand up and cheer for her.
69. Because she made some mistakes. / Because she thought she didn’t perform well/
play the piano well.
70. We shouldn’t be afraid of our mistakes./ We should learn from our mistakes（they
can make us better）. / We should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instead of being afraid of them.
四、书面表达（共 20 分）
Ⅶ.（A）：学校学生会决定在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当天，举行一次以环保为主题的英
语演讲比赛。目的是“增长环保知识；提高英语口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参加者
可通过邮箱报名，报名时间为 5 月 25 日之前。请根据上下文将本次活动的通知补
充完整。（每空一词）
（5 分）
71. knowledge 72. spoken/oral 73. June 74. join 75. for
（B）假设你是李明，昨天你收到了笔友 Bob 的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说他不久就要
来长春。他想了解如何学好中文。请你用英文给他回复，介绍学习中文的体会和
方法，提出你的建议，以及表达你帮助他学好中文的愿望。词数不少于 80。（信的
开头和结尾已经给出，词数不计入总数）
（15 分）
评分原则：
此题共 15 分，内容和语言 14 分，字数 1 分，按 5 个档次给分。评分时根据其内容、语
言表达的准确程度及其书写情况分档，最后确定分数。
评分档次：
第一档：
（14~15 分）内容完整，表达充分，层次结构清晰，
语言流畅，可读性强，
基本上无
语法、拼写错误，书写工整。
第二档：
（11~13 分）内容比较完整，表达比较充分，层次结构比较清晰，语言比较流畅，
有个别语法、拼写错误，书写比较工整。
第三档：
（8~10 分）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基本充分，语句基本通顺，有一些语法、拼写错
误，书写不够工整。
第四档：
（4~7 分）内容不完整，
表达不充分, 层次结构不合理，
语言不流畅，
语法、
拼写错
误较多，书写不工整。
第五档：
（0~3 分）只写出个别词语，内容不可读。
参考范文
Dear Bob,
I’m glad you’ll come to Changchun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is very useful, and many
foreigners are learning it now. It’s difficult for you because it’s quite different from English.
You have to remember as many Chinese words as possible. It’s also important to do some
reading and writing. You can watch TV and listen to the radio to practice your listening. Do
your best to talk with people in Chinese. You can learn Chinese not only from books but also
from people around you.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ask me. I’m sure you’
ll learn
Chinese well.
Hope to see you soon in Changchun.
Yours,
Li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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