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胜体育英语模拟一答案

一、单项选择：

1. C 正确率: 73%, 易错项: B

翻译

在我们城市里找到一个好的酒店很容易，因为我们有很多好的酒店。

2.答案解析 B

正确率: 78%, 易错项: A

翻译

— 你上星期的英语考试考得好吗？

— 是的，我得了 A。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冠词。

根据题意，英语考试特指上周的英语考试，因此第一个空为 the；得了 A，表示泛指，又因 A 为元音音素

开头，故第二个空为 an。故 B 项符合题意。

故正确答案为 B。

3.答案解析 C

正确率: 71%, 易错项: B

翻译

— 后悔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别再犯那些错误了。

— 我不会了，这是一个承诺。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名词辨析。

结合题意，后悔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别再犯那些错误了。“我”不会了，这是一个承诺（promise）。

order 意为“命令”，decision 意为“决定”，agreement 意为“同意；认可”。A、B、D 项均不符合题

意。

故正确答案为 C。

4.答案解析 D

正确率: 86%, 易错项: A

翻译

— 你看了俄罗斯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吗?

— 当然！我们非常兴奋地观看了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形容词。

excited 意为“感到兴奋的”，用来形容人；exciting 意为“激动人心的”，用来形容事物。

故正确答案为 D。

5.答案解析 C

解析

句意：虽然我在这次可怕的地震中丢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没有丢掉我的生命。A.因为 B.所以 C.虽然 D.如果。

这是一个让步状语从句，表示的是“虽然”我什么都丢了，“但是”我还有自己的生命，不存在因果关系或

是条件，排除 ABD，表示让步选用 although 表示“虽然”，故选 C。

注意 although 与 though 的用法区别，一、用作连词都表示“虽然”，两者大致同义，可换用，只是 although

比 though 更为正式。二、用作副词，although 一般不用作副词,而 though 可用作副词，且一般放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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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不放在句首)，意为“可是”、“不过”。例句：It’s hard work; I enjoy it though.工作很辛苦,可是我乐

意干。三、用于习语，在 as though (好像,仿佛), even though(即使,纵然)等固定短语中不能用 although。

6.答案解析 D

正确率: 66%, 易错项: B

翻译

— 我想买一个新的烤箱。

— 那边的烤箱卖得很好，你可以一个一个打开来试试。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动词词组。

turn on 意为“打开”，代词作宾语时要用宾格形式放在该词组中间。根据 ones 可知，要试的烤箱不止

一个，因此用代词 them 指代 ones。

故正确答案为 D。

7.答案解析 C

解析

考查时态。本题主要考查的是现在完成时的用法，现在完成时表示过去发生的事情对现在的影响，或者过

去发生的事情延续到现在；而一般过去时只表示过去发生过某件事情，不表示对现在的影响。句意：—Tom，

你能和我一起去超市吗？—我想去的，但是我的家庭作业还没有完成，我明天就要交了。这里表示过去发

生的事情对现在的影响，故 C 正确。

考点：考查时态

点评：英语中的时态主要由动词的形式决定，因此在学习英语时态时，要注意分析动词形式及具体语境，

想象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动作所发生的背景，这个动作是经常性动作、一般性动作、进行性动作、完成性动

作还是将要发生的动作。语态是动词的一种形式，表示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的逻辑关系，被动语态表示主

语是谓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承受者。现在完成时的这一用法常用 ever, never 以及表示次数的词或短语作

时间状语

8.答案解析 D

正确率: 88%, 易错项: A

翻译

— 你在这所学校学习多长时间了？

— 有将近三年了。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特殊疑问句。

A 项，How often “多久一次”，问做某事的频率是怎样，用于询问频率。

B 项，How far “多远”，表示距离的长度。

C 项，How much “多少”，后面跟不可数名词，表示数量，也可单独使用，意为“多少钱”。

D 项，How long “多长”，询问时间或某物的长度。

根据下文回答 For nearly three years 可知题目问的是在这所学校学习多长时间了，故 D 项符合题意。

故正确答案为 D。

9.答案解析 D

正确率: 83%, 易错项: A

翻译

— 现在有很多人因为吸烟而生病。

— 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些可以帮助他们戒烟的事情。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定语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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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句话先行词是 something，在从句中作主语，以物为主语选择关系代词 that/which，但是修饰

something 这类不定代词时，只能使用关系代词 that。

故正确答案为 D。

10 答案解析 D 题意：“刚才有人听到朱迪笑了，发生什么事了？”“卡尔正在给他讲笑话。”主动语态

中，感官动词 HEAR 后用省略 to 的不定时作补足语，变成被动语态时，要加上不定式符号 to；由答语可

知，应用 to laugh。

11.答案解析 （A）

解析 考察连词。根据语境用引导条状状语从句。

12.答案解析 B

正确率: 73%, 易错项: D

翻译

当我去年拜访 Susan 的时候，她已经放弃了她的高薪工作，正在社区当一名志愿者。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过去进行时。

根据句意，当“我”去年拜访 Susan 的时候，她已经放弃了她的高薪工作，正在社区当一名志愿者。此

处当一名志愿者是指在“我”去拜访她时正在发生的动作，所以应用过去进行时。

故正确答案为 B。

13.答案解析

考查名词的词义辨析．loss 损失，减少； heat 热度，高温； spread 传播；扩散；defence 防御；保卫；

保护．句意：我们能阻止世界沙漠的蔓延，拯救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吗？

故选：C．

解析

我们能阻止世界沙漠的蔓延，拯救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吗？

14.答案解析 D

正确率: 76%, 易错项: C

翻译

我没打算吃任何东西，但冰淇淋看上去很好吃，我禁不住要吃。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固定搭配。

mean to do 意为“打算做”，can't help doing 意为“情不自禁做”。

故正确答案为 D。

15.答案解析 D

正确率: 78%, 易错项: C

翻译

我们在这个周末之前不要采摘这些桃子，这样就可以等到它们足够甜再吃了。

16.答案解析 D

正确率: 67%, 易错项: B

翻译

如果他们再多开几公里，他们可能会找到一家更好的旅馆。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虚拟语气。

根据句意，如果他们再多开几公里，他们可能会找到一家更好的旅馆。主句用 might have found，所以

从句是对过去的虚拟，表示与过去事实相反的情况，应用过去完成时。

故正确答案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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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答案解析 C；考查固定句式．since 自从；after 在…．之后；before 在…．之前；when 当…．时；

根据句中信息 Scientists say it may be five or six years ____ it is possible to test this medicine on

human patients 可知该句考查固定句式 It will/may be+一段时间+before…．；在固定句式：It will/may

be+一段时间+before…．，过多长时间才/就…．；如果 before 后面使用一般现在时，前面的主语使用将来

时或用在含有情态动词的句子里；如果 before 后面使用一般过去时，前面也使用一般过去时；所以这里应

用 before，意为"科学家说可能要 5 到 6 年这种药才能在病人身上做实验"．故选 C．

解析

科学家说可能要 5 到 6 年这种药才能在病人身上做实验．

18.答案解析 C

核心短语/词汇：tell lies：说谎

cheat people：骗人

句子译文：诚实的人不说谎，不骗人。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形容词的辨析。careless：粗心的；stupid：愚蠢的，笨的；honest：诚实的；humorous：

幽默的。根据句意“诚实的人不说谎，不骗人”，可知选 C。who is honest 是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a person。

其余选项都不符合句意，因此都不选。

19.答案解析 B.

解析

【考点提示】

考查动词不定式。

【句意提示】

如果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做一些事情去改善环境。

【题干分析】

由语境可知，improve the environment 是 do 的目的，本题需要用动词不定式作目的状语。

20.答案解析

B

正确率: 86%, 易错项: A

翻译

— Joan 现在不应该在这里吗？

— 别担心，她大约二十分钟后就到了。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情景交际。

根据问句“Joan 不应该在这里吗”，和回答的第二部分“她将会在 20 分钟内到达”，可推断出，一开始回

答的是 Don't worry，意为“别担心”。A 项意为”好吧“；C 项意为”难怪“；D 项意为”玩的开心“，

带入均不符合语境。

故正确答案为 B。

‖.完形填空

答案解析

21.A；22.D；23.C；24.B；25.D；26.A；27.A；28.D；29.B；210.A.

解析

【语篇分析】

22.由“My son Joey was born with club feet (畸形足).”可知此处指的是“走路”。

23.由“and Joey would jump and ran and play, too.”可知此处指的是“在他的表演期间”。

26.由“so I went to look for him after school.”可知此处指的是“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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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由“I found him running 7 .”可知此处指的是“跑”。

30.由“We never told him he couldn't do it”可知此处指的是“他做到了”。

21；24；25；27；29 可根据上下文语境得出答案。

Ⅲ阅读理解

A:

答案解析

1.C；2.D；3.B；4.D；5.B.

解析

【语篇分析】

1.根据短文开头 When we say a person blows his own trumpet(小号), we mean he talks a lot about

his own achievements(成就).可知说一个人吹小号是指某人夸大自己的成就。

2.根据 Some excellent girls are under a great deal of pressure(压力) and find it difficult to accept

their success. The purpose of the “Blow Your Own Trumpet” week was to help these students.

可知“吹你自己的小号”计划目的是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并接受自己的成绩的。

3.根据 The school wanted to help the girls build an ability to get better from setbacks quickly, so

they wouldn't think it was the end of the world if they didn't do well in an exam.可知学生考试失利，

要让他从困难中走出来，认识到这不是一切的结束。

4.根据后文 so they wouldn't think it was the end of the world if they didn't do well in an exam，用

考试失利举例说明学生遇到障碍或者是挫折了，故可知答案。

5.根据 In the “Blow Your Own Trumpet” week,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talk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of success and failure. They were also asked to think carefully about their

achievements in each subject during lessons, make videos and act out plays to tell the stories of

success and failure in classes.可知学生们可以将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表演出来并进行录影。

B:

答案解析

1.C；2.C；3.B.

解析

【语篇分析】

1. 通读全文可知，班纳帮助无家可归的孩子，帮助遇到困难的人们，说明他是一位热心的，乐于助人的人。

2.第二段提到，尽管 Zach 还很小，却已经有了一段帮助他人的悠久历史，2004 年当飓风袭击小镇时，他

只有 6 岁便拖着卡车为需要的人们在街坊邻居收集食物。

3.根据第二段“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town in 2004, Zach, then six”和“ In 2007, Zach began

walking to support a children's charity (慈善组织) in Tampa, Florida”可推算出 2007 年他 9 岁。

C.

1. 答案解析 D 细节理解题由第二段中的 Then the peacock described the long colored feathes that

he wantedn to have on his tail.可知孔雀想要一个漂亮的尾巴，尾巴上要由长长的而且色彩鲜艳的羽毛。

2.答案解析

C

解析

猜测词句题。 结合第三段第二句 Even the bad experiences can be learned from 可知，即使是坏的经

历也可以从中学到东西，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最重要的。此空应填肯定词来强调坏经历的巨大作用，“深刻的”

与题意相符。 故正确答案为 C

3.答案解析 A 细节理解由第五段 the peacock was shocked became he found he could't fly!可知，

孔雀在发现自己不能飞时感觉很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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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答案解析 C 主旨大意题，通读全文可知，本文件作者希望借此故事告诉我们做决定前要三思。

D

答案解析

1. C

正确率: 46%, 易错项: B

2. D

正确率: 73%, 易错项: A

3. A

正确率: 74%, 易错项: B

4. C

正确率: 56%, 易错项: B

5. B

解析

1. 细节题。

由第一段第二句 Boxing Day is the first weekday after Christmas 可知，节礼日是圣诞节过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根据题干，如果圣诞节是周六，则节礼日要比圣诞节晚两天，圣诞节是 12 月 25 日，所以节礼日

会在 12 月 27 日庆祝。

故正确答案为 C。

2. 细节题。

由第二段第三句 Those sailors who wanted to ensure a safe return would drop money into the box

可知，想要安全航行并且凯旋归来的水手就会往盒子里投钱，所以水手在圣诞礼物盒投钱是为了祈祷航行

安全，D 项意为“为安全航行祈祷”，符合题意。save the poor 意为“救助穷人”，pay for the priest 意

为“为神父祈祷”，discover new land 意为“发现新大陆”，均不符合题意。

故正确答案为 D。

3. 猜测词句题。

结 合 第 二 段 最 后 一 句 The priest wouldn't open it to share the contents with the poor until

Christmas 可知，神父会在圣诞节时将盒子打开并将里面的东西分享给穷人们，所以直到船只安全回到家

乡这个盒子会被封起来（sealed up）并且放到甲板上，而不是悬挂、归还或传递。

故正确答案为 A。

4. 细节题。

根据最后一段最后一句 Besides, spending time with family and shopping are popular Boxing Day

activities now 可知，花时间家人一起购物是节礼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项活动，并不是传统的，所以 C 项

符合题意。A 项意为“为穷人准备礼物”，B 项意为“帮助有需要的家庭”，D 意为“捐钱帮助食物救济库

“，由最后一段第一句可知均能体现节礼日传统精神。故不符合题意。

故正确答案为 C。

5. 主旨题。

由第二段第一句 The exact origin (起源) of the holiday is unclear 可知，节礼日确切的起源不清楚，然

后文章介绍了两种说法，所以本文的目的是介绍节礼日的起源。故 B 项符合题意。

A 项意为“赞美神父的善良”，文章未提及，不符合题意。

C 项意为“号召人们帮助穷人”，文章未提及，不符合题意。

D 项意为“比较节礼日和圣诞节”，文章未提及，不符合题意。

故正确答案为 B。

第二卷

1.答案解析 challenge 2. 答案解析 accident

体育单招 文化考试资料 微信搜索“奥胜体育”公众号 免费获取 更多考试资料等你下载 



3.答案解析 built 4. 答案解析 continue

5.答案解析 suggested 6.答案解析 :expensive

7.答案解析 discuss 8.答案解析 improved

9.答案解析 benefit 10.答案解析 reduce

Ⅴ.书面表达

答案解析

Dear Peter

I am very gald to share the governmengt's of new policy.It is waste sorting.

When i know how to waste sorting,I think it's environment:Fistly,part of the garbage can be

recycled.so it can reduce the amount of garbage.Secondly,It can improve perple's awareness of

encuronmrntal protection.Thirdly,the earth's resources are limited.We cant't wasre them foe our

generations.

Sorry for my delay,I look forward to discussing with you soon.

Sincerely yours

Li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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