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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问题一至五

请回答问题一至五，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在方格里打（ ）。

 今天下雨。天气怎么样？

 我喜欢吃鱼。我喜欢吃什么？

 小王坐火车去看爷爷。她坐什么车去？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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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明天给姐姐买毛衣。他买什么？

 我的朋友爱爬山。他爱做什么？

[1] 
[Total: 5]

[1]

















A B DC

CA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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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是’或‘非’。

 小张不上电脑课 [1]
 
 小张每天上午上外语课 [2]

 小张星期三、四学数学 [2]

[Total: 5] 

   

请看表回答问题六至八。

是 非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英文 地理 数学 地理 化学

 下午 化学 电脑 英文 数学 体育

问题六至八

小张的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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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九至十一

请回答问题九至十一，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在方格里打（ ）。

两个同学谈谈今晚要做什么

       

       

       

[2]

先要写完一个英文作文，还有数学题得弄

好。功课太多了！

                 小马

今天是我的生日。妈妈请我们去新开的泰

国饭馆吃晚饭。

                 莉莉

 今天是谁的生日？

  

  

  

   

 莉莉要到哪儿去？

[1]



















小马

妈妈

莉莉

数学老师

DC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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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十二

 请用中文（约  字）给你中国朋友写信说：

   你住在哪个国家？

   天气怎么样？

   你今天想做什么？

 

  

   

 

 

  

                                                                               

 小马做什么？



 









DC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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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问题十三至二十一

请阅读下面的信，回答问题。

小张：

 你好！

 你的来信早已收到了，可是三个星期以前我弟弟生病住院了，

我在家里帮爸爸妈妈的忙。现在弟弟已经出院了，身体好多了。

我今天才回信，请原谅。

我刚刚开始上高中了。校园很大，风景很美。学校有八百学

生；我的班有四十多个学生。我给你介绍一下两个同学：一个叫

黄力，一个叫李美星。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黄力是印尼华侨。他的爸爸是工程师，在机场工作。上个月

黄力去了杭州。他知道我常常写毛笔字，就给我买了一些杭州产

的文具：毛笔、研、纸和墨水。

李美星是上海人。她的妈妈是建筑师。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普

东发展得非常快？那儿的很多大楼是李美星的妈妈设计的：工

厂、饭店、百货商店都有。

李美星说明年夏天她妈妈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她可以带我去。

一定很好玩儿！听说马来西亚菜很好吃。

请快快回信

    
     祝好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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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为什么今天才回信？ 

   

 她的学校有多少学生？

   

 黄力是什么地方的华侨？ 

   

 黄力的爸爸在哪儿工作？ 

   

 黄力上个月去哪儿了？ 

   

 他为什么给小王买文具？ 

   

 李美星的妈妈做什么工作？ 

   

 李美星的妈妈在上海普东设计了什么建筑？ 

   

   

 小王为什么很想去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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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十二 

 上个月你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请给你的朋友小李写一封信（ 字）信里讲一讲：

   你的新房子怎么样？（有多少房间？有没有花园？）

   你的卧室怎么样？

   介绍一下你的新朋友

   你喜欢你的新学校吗？

   你觉得新城市好不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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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问题二十三至二十七

请阅读下面的短文，然后回答问题。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在方格里打（ ）。

乌鲁木齐迎来今年冬天第一场大雪

今天早上，飞舞的大雪把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人民公园等地方变成了白色

的世界；楼顶、公共汽车的顶上落满雪花；市民不得不穿上冬天的衣服；不少

游客都在公园的雪中照相留念；路上汽车走得很慢。

一些女士拿出各式各样的头巾和上衣，在雪中逛街；有的穿着长靴短裙；

看起来非常美丽。

据天气预报，冷空气进入乌鲁木齐，气温将下降到零下三度。医生说，老

人都应该去医院打针预防感冒。

乌鲁木齐各大商场都排满了过冬商品。一些卖服装的已经把秋天的衣服从

柜台上搬走，摆上了冬天的衣服，一些专门卖大衣的小商店也开始热闹起来。

今年的天气让乌鲁木齐市民非常高兴。乌鲁木齐附近有一些滑雪场。它们

在九月就把各种滑雪娱乐活动都准备好了。

乌鲁木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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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雪活动都安排好了

     都在市中心

     都还没准备好     

     现在不能开门 

 
 

     要多买菜

     要买减价的秋衣

     要买大衣

     要买中药

  乌鲁木齐的滑雪场怎么样？                

            

C

 人民公园里有很多人在

     买花

     照相

     跳舞

     慢走

  

 作者认为女士穿衣服穿得 

     太少

     跟美国人一样

     像男人一样

     很漂亮

 
 谁应该特别注意身体？

     医生

     小学生

     年纪大的人

     穿短裙的女士

 有的市民因为下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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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十八至三十三

请阅读下面的短文，然后回答问题。

让高中学生做‘游戏’学英语
 “大声唱，别急......边唱边跳，跟我一样，来，举起你的左手......”

 一节英文课，没有语法，没有语言点，也不用记笔记，可是老师和同学都

忙得很。中国学生不但要边唱边跳，还要不停地回答英语老师的问题。教室里

欢声笑语不断。

  月  日至  日，“中英教育周”第一次在广州举行。从英国来的两位

老师为广东省实验中学高一年级二十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演示了怎么样更轻松

地教课，怎么样更简单地提高英语水平，怎么样把学习和趣味性结合在一起。

 “挺好玩的，既可以学新单词，又可以练口语。”一个学生说。王明是学校

里英语不错的学生，平时就喜欢在地铁、公共汽车站跟外国人说话；他说：“有

点简单，有点失望。”

 一位英文老师说：“我们不可以让高一的学生天天做‘游戏’，我们也没有

那么多时间。如果语法解决不了，语言点解决不了，考试通过不了，一切都是假

的。这个办法在中国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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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上什么课？

  

 除了回答老师的问题以外，学生还得做什么？

   

   

 实验中学高一年级的英语班有多少个学生？

   

 从英国来的那两个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请提出两个）

   

   

 一个学生觉得做‘游戏’学英语有什么好处？（请提出两个）

   

   

 一位英文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办法在中国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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