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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二）2017 年 10 月真题及答案

解析

第—部分：阅读判断（第 1-10 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 1.I was worried when I was in Mrs. Johnson's first class

A. A. True

B. B. False

C. C. Not Given

答案：A

解析：根据文章的第一段中“They said she was strict and her class was hard to pass. So I was very
nervous.”可知，大家都说 Johnson老师非常严厉而且考试很难通过，所以我非常紧张。题目中

说“当我第一次上 Johnson 老师的课的时候，我忧心忡忡”是对的，选择 A。

2. 2. Mrs. Johnson used the same grading system as other teachers.

A. A. True

B. B. False

C. C. Not Given

答案：B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中“She explained that her grading system was different”可知，Johnson老

师向我们解释说她的打分方式跟其他老师不同。所以题目中说“Johnson的打分方式跟其他老师

相同”是错的，选择 B。

3. 3. Mrs. Johnson regards writing as an art.

A. A. True

B. B. False

C. C. Not Given

答案：A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中的最后一句，Johnson老师告诉同学们说“As writing is an art,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perfect.”即“因为写作是一门艺术，所以它需要长时间的练习以日臻完美”。所以题

目中说“Johnson老师把写作看成一门艺术”是对的，选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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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I was active in class in the beginning.

A. A. True

B. B. False

C. C. Not Given

答案：B

解析：根据文章第三段中“So in class I kept silent most of the time”可知，由于“我”一开始比较害

怕 Johnson 老师，所以“我”课上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所以题目中说“我一开始就很活跃”是错

的，选择 B。

5. 5. Most students enjoyed Mrs. Johnson's class.

A. A. True

B. B. False

C. C. Not Given

答案：C

解析：根题目中说“大多数学生都很享受 Johnson 老师的课”，文中是没有提到的，所以选择

C。

6. 6. I got a high score for my first essay.

A. A. True

B. B. False

C. C. Not Given

答案：B

解析：根据文章第三段中“When I got my first essay back, my grade was terrible.”可知，“我”第一

篇作文的成绩非常糟糕。所以题目中说“我第一篇作文得了高分”是错的，选择 B。

7. 7. Mrs. Johnson preferred to email students.

A. A. True

B. B. False

C. C. Not Given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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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文章第四自然段只是提到“我”给 Johnson老师发邮件来修改作文。而题目中说“Johnson
老师喜欢给学生发邮件”是没有提及的，所以选择 C。

8. 8. Mrs. Johnson let me improve my writing by myself.

A. A. True

B. B. False

C. C. Not Given

答案：B

解析：根据文章第四段中“As I still didn't dare to talk to Mrs. Johnson in person, I e-mailed her. In
this way, she and I worked together to improve my writing.”可知，“我”仍然不敢跟 Johnson老师

说话，所以“我”给她发电子邮件。通过这种方式“我”和老师一起改进“我”的作文。所以题目中

说“Johnson老师让我独自修改作文”是错的，选择 B。

9. 9. I finally became a top student in the writing class.

A. A. True

B. B. False

C. C. Not Given

答案：C

解析：文中第四段只是提到了“Together we saw improvement in my work.”，即“我”和老师都看

到了“我”写作的进步。但是题目中说“我最后成为了写作班中的尖子生”是没有提到的，选择

C。

10. 10. Mrs. Johnson cared about my future.

A. A. True

B. B. False

C. C. Not Given

答案：A

解析：文章最后一段说到“she actually cared about me and where I would be in the future”，即

Johnson老师事实上是关心我的，并且关心我的未来。所以题目中说“Johnson 老师关心我的未

来”是对的，选择 A。

第二部分：阅读选择（第 11--15 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

11. 11. According to the text, Scotsm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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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like foreign culture

B. B. sometimes wear kilts

C. C. enjoy talking about kilts

D. D. often visit foreign countries

答案：B

解析：根据文章第二段的第一句话“Theskirt that Scotsmen sometimes wear is called a kilt.”可
知，苏格兰男性有时穿短裙，他们穿的短裙叫做苏格兰格子裙。所以选择 B。

12. 12. Mel Gibson is probably a .

A. A. painter

B. B. musician

C. C. movie star

D. D. fashion designer

答案：C

解析：根据文章第三段中“Every time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ask about the kilt, they mention
Mel Gibson's film, Braveheart.”可知，每次其他国家的人问道苏格兰格子裙的时候，他们都会提

到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勇敢的心》。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梅尔吉布森是 movie star（电影明星）

选择 C。

13. 13. In Scotland, kits are more often seen .

A. A. in tourist shops

B. B. in public schools

C. C. on the stage

D. D. at local markets

答案：A

解析：根据文章第四段的最后一句话“all tourist shops in the country sell kilts in different colours”
可知所有旅游胜地的纪念品商店都出售各种颜色的苏格兰格子裙。所以选项 A。

14. 14. People do not wear kilts every day probably because of their .

A. A. funnydesign

B. B. dull col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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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poor quality

D. D. high prices

答案：D

解析：根据文章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The reason for this may be that kilts are very expensive”可
知，人们之所以不会在逛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穿苏格兰格子裙是因为它很贵。所以选择 D。

15. 15. This text is mainly about the .

A. A. history of kilts

B. B. production of kilts

C. C. myths of kilts

D. D. styles of kilts

答案：C

解析：根据文章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but there is more about the myths of Scottishskirts.”可知，

文章接下来要讲述的是苏格兰格子裙的myth，即神秘的故事。

第三部分：概括段落大意和补全句子（第 16- 25 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16. 16. Paragraph①:

答案：F

解析：第一段主要讲述 Deborah Sampson 出生于穷苦的家庭。由于父亲出海工作，母亲照顾不

了这么多孩子，于是把孩子们送到了各个亲戚的家中，希望亲戚们能够抚养孩子们。所以第一

段讲述的是 Deborah Sampson 的家庭背景，应选 F“Deborah’s family background”作为小标题。

17. 17.Paragraph②：

答案：B

解析：第二段主要讲述还不到七岁的 Deborah 就需要干农活。她需要骑马和打猎，还需要做家

务，生活非常艰辛。所以应选 B“Deborah’s life on the farm”（Deborah 的农场生活）作为小标

题。

18. 18. Paragraph③：

答案：E

解析：第三段主要讲述美国革命爆发后，Deborah想要保家卫国，但是当时的军队不接受女性

士兵。Deborah穿上男性的衣服，装作男性来走路和说话，并使用了个男性的名字 Robert 参
军了。所以应选 E“Deborah’s joining the army”（Deborah参军了）作为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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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 Paragraph④:

答案：D

解析：第四段主要讲述 Deborah 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赢得了其他士兵的尊敬。所以其他士兵从

未怀疑过她的性别，直到又一次她发烧入院，医生发现了她是女性。于是她离开了军队。所

以，这段讲述的是 Deborah的军旅生活。应选 D“Deborah’s military life”作为小标题。

20. 20. Paragraph⑤:

答案：C

解析：第五段主要讲述 Deborah 离开军队后嫁给了一位农民，生了三个孩子，并在学校教书。

所以这段讲述的是 Deborah离开军队后的生活，应选 C“Deborah’s life after leaving the army”作
为小标题。

21. Task 2

21. Deborah was sent to others' home because .

答案：D

解析：从第一段中我们了解到 Deborah Sampson 出生于穷苦的家庭。由于父亲出海工作，母亲

照顾不了这么多孩子，于是把孩子们送到了各个亲戚的家中，希望亲戚们能够抚养孩子们。所

以应选 D“her family couldn’t support her”，即 Deborah 被送到别人家是因为她的家庭养不起她

了。

22. 22. Deborah became a teacher by .

答案：A

解析：从第二段“In the evening, she had the boys talk about their lessons with her. By this she
learned what they learned.She also borrowed their school books to read every night.”我们可以知道

Deborah晚上让农场主的孩子们讲授他们白天所学的课程。通过这种方式她学到了他们学到的

知识。她还借他们的书来阅读。所以应选 A“teaching herself on the farm”，即 Deborah 是通过

自学当上老师的。

23. 23. Deborah went into the army 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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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E

解析：第三段主要讲述美国革命爆发后，Deborah想要保家卫国，但是当时的军队不接受女性

士兵。Deborah穿上男性的衣服，装作男性来走路和说话，并使用了个男性的名字 Robert 参
军了。所以应选 E“dressing and behaving like a man”，即 Deborah是通过穿上男性的衣服、模

仿男性的举止才进入军队的。

24. 24. Deborah left the army after .

答案：C

解析：第四段主要讲述 Deborah 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赢得了其他士兵的尊敬。所以其他士兵从

未怀疑过她的性别，直到又一次她发烧入院，医生发现了她是女性。于是她离开了军队。所以

应选 C“a doctor discovered her secret”，即“一位医生发现了她的秘密”。

25. 25. Deborah was a hero .

答案：B

解析：题目问到 Deborah 之所以被视为英雄是因为什么？我们选择 B.“for her unusual
courage”，因为她不同寻常的勇气。

第四部分：填句补文（第 26—30 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

26. 26.____________

答案：C

解析：文章第二段说“我”去参加大学的夏季咨询会时，招生人员让我们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并说一说自己想学的专业。因此选 C。

27. 27.____________

答案：A

解析：文章第四段说“I wanted to say I was undecided. But as my tum to speak approached, my
confidence decreased.”意思是“我想说我还没决定。但是慢慢地就轮到我说了，我的信心越来越

小了”。按照该逻辑，下面应该发生的事情是“我前面的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想从事的专业。”
因此选 A。

28. 28.____________

答案：D

解析：文章第五段说我随便编了一个专业。这时“最后，有一个勇敢的学生说她还没有决定。”
接下来，“I felt ashamed. Why couldn't I have said that?”意思是“我深感羞愧。我为什么没有这么

说呢？”因此选 D。

29. 29.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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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文章第六段说“I have no idea what I want to do with my life. All I know is that I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that involves blood.”意思是“我不知道我这一生要做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从事任何

和血有关的工作”。按照这个逻辑，接下来作者可能会说“我不会选择医药专业”。因此选 B。

30. 30.____________

答案：F

解析：文章最后一段说“I'm still experiencing amajor problem.”即“我仍然没有决定要选择什么专

业”，我们选择 F，即“但是我非常有信心，我一定能找到最终的答案。”

第五部分：填词补文（第 31- -40 题，每题 1.5 分。共 15 分）

31. 31.____________

答案：L

解析：extremely 的意思是“极其的”。原文中“family is extremely important”，意思是说“家庭是

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选择程度副词 extremely 来修饰形容词 important，表示重要的程度。

32. 32.____________

答案：A

解析：“As the saying goes”的意思是“正如俗话所说。”因此选择 A。

33. 33.____________

答案：B

解析：文中“Choosing them wisely can make your life more exciting and inspiring.”的意思是“明智

地选择朋友可以使你的生活更加令人兴奋和鼓舞人心。”这里，make sth. more exciting and
inspiring，指的是“使得某事物变得更加令人兴奋和鼓舞人心”。

34. 34.____________

答案：K

解析：base on 的意思是“基于，根据”。文中“You may choose your friendsbasedon similar
interests.”的意思是“你可以根据相同的兴趣来择友”。因此选择 K。

35. 35.____________

答案：D

解析：similar 的意思是“相似的”。原文中“similar personalities”的意思是“相似的性格”。因此选

择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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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6.____________

答案：J

解析：rewarding 的意思是“值得的”。原文 developing one is a very rewarding experience 的意思

是“发展一段友谊是一段值得的经历。”因此选择 J。

37. 37.____________

答案：H

解析：relationship的意思是“关系”。原文中“a certain relationship turns into a unique lifelong
close friendship.”的意思是“某一段关系转变成一份特殊的一生的亲密友谊”。因此选择 H。

38. 38.____________

答案：C

解析：normally 的意思是“通常情况下”。原文中“it's been said that a person normally has only a
couple of very close friends in their life.”的意思是“据说，通常情况下每个人一生中只有几个亲密

的朋友”。因此选择 C。

39. 39.____________

答案：G

解析：consider sb as…的意思是“把某人当作”。原文中“Think of whom you consider as truly close
friends”的意思是“想一想你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密友的那些人”。因此选择 G。

40. 40.____________

答案：E

解析： trust 的意思是“信任”。原文中“These are those few individuals you cantrust and share
deep thoughts and concerns with.”的意思是“这些人为数不多，但是你可以去信任并且可以深入

的交流思想和意见”。因此选择 E。

第六部分：完形补文（第 41～50 题，每题 1.5 分，共 15 分）

41. 41._____________

答案：SHOWN/SHOWED

解析： show 的意思是“显示”。原文中 research has shown 的意思是“研究显示”。本句是现在完

成时，所以用 show 的过去分词形式 shown 或者 showed。

42. 42._____________

答案：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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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provide 的意思是“提供”。原文中 The way they live 的意思是“它们的生活方式”，主语是

the way，是一个单数名词，所以谓语动词把 provide 变成 provides。

43. 43._____________

答案：LIVING

解析：living things 指的是有生命的生物，所以这里把 live 变成 living。

44. 44._____________

答案：BABIES

解析：文中“Mother bats sleep with their wings around their babies to protect them”的意思是“蝙
蝠母亲睡觉时会用翅膀保护她们的宝宝”，所以这里把 baby 变成复数 babies。

45. 45._____________

答案：SAFETY

解析：文中“move them to safety”的意思是“把它们（蝙蝠宝宝）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所以这

里需要用名词 safety，指代“安全的地方”。

46. 46._____________

答案：THREATENED

解析：文中“if they seem to bethreatened”的意思是“如果它们（蝙蝠宝宝）似乎遇到危险”。这

里用的是被动语态 bethreatened，意思是“受到威胁”，所以要用 threaten的过去分词形式

threatened。

47. 47._____________

答案：SUITABLE

解析：文中“adult bats help their children find suitable food to eat.”中 suitable food 的意思是“合
适的食物”，所以把 suit 变成 suitable。

48. 48._____________

答案：HELPFUL

解析：文中“Bats arehelpful, too”意思是“蝙蝠也是（对人类和其他动物）有益的。”所以把 help
变成形容词 helpful。

49. 49._____________

答案：N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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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文中“Just one brown bat can catchnearly 600 insects in one hour!”意思是“仅仅一只棕蝙蝠

一小时就能抓近 600只昆虫。”nearly 在这里的意思是“几乎、差不多”。所以，我们把 near 变
成副词 nearly。

50. 50._____________

答案：SURVIVAL

解析：文中“many species are even dependent on bats for theirsurvival”的意思是“很多物种甚至

依靠蝙蝠来生存”。所以我们把 survive 变成名词 survival，for their survival 的意思是“为了它们

的生存”。

第七部分：短文写作（第 51 题，30 分）

51. 51.某英文报社正在举办题为“Exercise Every Day”的征文活动。请就此题目写一篇短文应

征，内容包括：

●坚持锻炼有哪些好处

●你能否坚持每天锻炼

答案：【参考例文】EXERCISE EVERY DAYNOWADAYS, HAVING SPOR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AS WE KNOW, A PERSONWHO KEEPS ON TAKING EXERCISES REGULARLY WILL
KEEP FIT AND LIVE A HAPPY LIFE. 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BASKETBALL. AFTER SCHOOL I
USUALLY SPEND HALF AN HOUR ON IT, WHICH NOT ONLY BUILDS UP MY BODY BUT ALSO MAKES ME
REFRESHED. PLAYING BASKETBALL HELPS ME RELAX AFTER A PERIOD OF EXHAUSTING STUDY AND
IMPROVES MY STUDY EFFICIENCY. BESIDES, THROUGH THE GAME, I HAVE LEARNED THE SPIRIT OF
TEAMWORK. IT IS ALSO A GOODWAY FOR ME TOMAKE NEW FRIENDS. IN SHORT, PLAYING
BASKETBALL ENRICHES MY LIFE AND MAKES ME MORE CONFIDENT. COME ON! LET’S DO SPORTS
TOGETHER AND ENJOY A HEALTH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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