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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ll解析C考查名词词义辨析o 句意p这个工作虽然
简单y但是它需要 o rig尝试ht(ic关心h
)c(ir心脏h(tr行动o 根据语境可知此处表示工作虽
然简单y但是需要细心y故选 o

2 All解析C根据答语0是的y他很幽默-可推知y王叔
叔擅长讲笑话取乐o rc220Becj意为0讲笑话-o 故
选 o

i Ell解析C句意plll我通常坐火车去那里o lll为
什么不尝试换乘船去呢e o)gnBrsBjr)Ce 意为0为
什么不做某事呢e-hrigsB.n,jr)C尝试做某事hrigrB
sBjr)C努力L尽力做某事o 由句意可知选do

. Ell解析C句意plll萨姆y不要忘记明天把书还给
图书馆o lll好的y我不会忘记的o ABi,crrBsBjr)C
意为0忘记做某事-y表示事情未做o 由答句知y这件
事情还没做y故选do

el el l解析C 句意plll你成功地找到新房子了
吗e lll是的y 我 明 天 下 午 将 搬 到 那 里o hc
jvttcjjAv2.n sB.n,jr)C成功地做某事o 由句意可知
选;o

ee <ll解析C句意p吸烟对你的健康没有好处o 请放
弃它o ,.;cv< 放弃y后跟代词做宾语时y代词必须
放中间y可排除 ;项h从前一句内容可知只讲述了
吸烟对健康不好这一件事y需用代词 .ry可排除  
项o 故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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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ll解析C考查名词所有格o 句意plll从你家到火
车站多远e lll大约步行二十 路程o 空格
前的0>?-为基数词y其后应接复数名词h本句中的
@(2e为名词y意为0步行y走路-y其前应用名词所有

格表示所属关系y故选do
i <ll解析C考查动词词义辨析o j(;c意为0挽救h拯
救-o 根据0意味着使某人或某物安全y免受危险或
伤害-可推知y应选=o

. <ll解析C句意p这些裙子看起来很好y并且畅销o
由2BBe可知y应用形容词 ,BBsy排除 ;和 dh修饰动
词jc22要用@c22o 故选=o

el ell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o B2s以元音音素开头y
其前应用不定冠词(nh.n r)ctBinciBA表示0在))
的角落里-o 故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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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ll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o 句意plll我必须
现在完成工作吗e lll不y你不必o 你可以稍后再
做o Avjr意为0必须-hsBnBr)(;crB意为0不必-o 故
选 o

2 All解析C选项;意为0你在干什么e-h选项  意为
0他长什么样子e-h选项 =意为0你想要做什么e-o
根据答语句意0他个头矮y留着直发-可知y问句意为
0他长什么样子e-o 故选 o

i All解析C句意p这些书是李老师的o 请把它们给她
吧o ,.;cjhCjr)CC,.;cjr)CrBjhC意为 0给某人某
物-h当 jhC和 jr)C都是代词时y只能用 ,.;cjr)CrB
jhCo 根据第一句中的0D)cjchBBej-可知代词应用复
数形式o 故选 o

. ell解析C句意plll萨姆总是鼓励我参加更多的活
动o lll他是个好朋友o cntBvi(,c意为 0鼓励-h
A.,)r意为0打架-h(22B@意为0允许-o 由句意可知
选;o

el All解析C句意p今年为什么不去北京呢e 它以很
多名胜而著名o o)gnBrsBjr)Ce 意为0为什么不
做某事e-hhcA(ABvjABiE意为0以))而著名-o
由句意可知选 o

ee ell解析C考查动词用法辨析o 句意plll林佳y你
有一位充满爱的奶奶y对吧e lll是的y不论何时
我需要她y她总是花费时间和我在一起o j<cns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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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完全解读 英语l七年级C下o

费C度过C常用jhC做主语ovjc使用or(ec花费C常用
于prr(ecjLrBBe jhCjBAcr.AcrBsBjr)C句型中o<(g
付款y 根据句意及句中主语 j)c可知C应用 j<cnsj
表示r花费iC故选;y

gh <lt解析C考查非谓语动词y 句意pggg汤姆C这
些书你只可以借两个星期C记得准时归还它
们y ggg我会的y icAcAhcirBsBjr)C记得去做某
事h事情还没去做toicAcAhcisB.n,jr)C记得做过
某事h所做事情已完成ty 根据语境可知C书还没
还y 故选=y

g( <lt解析C句意pggg你为什么来这里c ggg因为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y 肯定句用 jBAcr).n,C形
容词.A<Bir(nr修饰不定代词放在其后C故选=y

g) Alt解析C考查介词的用法y 句意p大多数村民在
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钟参加龙舟赛y -p?? (CAC表
示某一具体时刻C故用介词 (ro而 rr)cABin.n,BA
FvncuEi是具体到了某一天上午C应用介词 Bny 故
选 y

gl elt解析C考查主谓一致y 句意p在我们学校C学生
的数量超过> ???y r)cnvAhciBA意为ree的数
量iC做主语时C谓语动词用单数C故选;y

单元复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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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巩固

g i微ig微 >o
h i微iglt解析C第一个空的 (是泛指C第二个空的 (n
是指r一小时iy

( eg微ilt解析C这两个空都是泛指C故都用不定冠词y
) 软>o微 >o微ilt解析C前两个空都是特指C故填 r)co最
后一个空的(相当于 c;cig或 c(t)Cr)iccr.Acj(s(g
意为r一天三次iy

l ilt解析C,BBvrABi(@(2e意为r出去散步iy
用  >o
户 i微软>olt解析C前者泛指C后者特指y
( 软>o微 >olt解析C第一个空用r)c表示太阳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物体o第二个空用 r)c是因为在方位词的
前面一般用定冠词y

) 软>o微 >o微Clt解析C第一空用r)c是因为在河流名称
的前面用定冠词o第二空用 r)c是因为在形容词最高
级前面用定冠词o第三空r零i冠词是因为专有名词
前一般不加冠词y

g* ilt解析C(jctBns r.Ac意为r再一次C另一次iy
r)cjctBns r.Ac意为r第二次iy 此句填 (是表示动
作的重复C而不能用r)ch表顺序ty

gg  >o微 >olt解析C第一个 r)c是特指美国的首都y

第二个空用 r)c是因为在由普通名词构成的专有名
词前应加定冠词y

gh 软>o微Clt解析Crr)cK姓氏的复数i表示r一家人i
或r夫妻二人iy 由普通名词构成的专有名词前应
加r)cy

g(  >o微Clt解析C表示在某一年的季节名称前应加定
冠词y

g) 软>o微i微C微Clt解析C在球类名词前不加冠词y 泛
指的三餐名词前不加冠词y

gl ilt解析C三餐名称前若有形容词C则可在形容词
前加冠词C此处是泛指C故用(y

g用 C微C微C微Clt解析C句意p农民养羊是为了产羊毛和
肉吗c 前两个空也可填定冠词C意为r那些农民养
的那些羊是为了产羊毛和肉吗ciy

g户  >o微 >olt解析C普通名词构成的专有名词前应
加r)cy

g( C微 >olt解析CDL前不加冠词y r早,午,晚i名词
前加冠词y

g) 软>o微C微Clt解析C第一空是特指y 日期名词前不
加冠词y

h* C微i
hg Alt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y 句意pggg简C我发现
了一把雨伞C是你的吗c ggg不是C它是迈克的y
架子上第三把雨伞是我的y vAhic22(的音标开头是
元音音素C而且不是特指C所以用 (nor).is 是序数
词C在句子中表示特指r第三把伞iC所以用 r)cy 故
选 y

hh <lt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y 句意p安是我最好的
朋友C她弹钢琴弹得很好y r<2(gr)c<.(nBi是固定
搭配C乐器前加定冠词r)cy 故选=y

h( Alt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y 句意p五月是一年的
第五个月y 这是令人很愉快的一个月y 冠词 r)c用
在序数词前o不定冠词 (L(n 用于泛指o(用于辅音
音素开头的单词前C(n 用于元音音素开头的单词
前y 因此 rA.Ar) ABnr) i 前选 r)cC r;cig<2c(j(nr
ABnr)i前选(y 故选 y

h) Alt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y 句意p红色是被大多
数中国人喜欢的颜色C因为它是好运和快乐的象
征y 由 2B;cs hgABjr=).ncjc<cB<2c修饰C表示特
指C故第一空用定冠词 r)co表示r是ee的象征iC
在这里表示泛指C故用不定冠词(C故选 y

hl <lt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y 句意pggg格雷斯C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c ggg首先我做我的作业C然
后我弹钢琴弹了 M? 分钟y 动词 <2(g后跟乐器类名
词时C乐器类名词前要加定冠词r)cy 故选=y

h用 Alt解析C句意p萨拉昨天发现了一张有趣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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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C 她和她奶奶在这张相片里C (用在发音以辅音
音素开头的单词前o(n用在发音以元音音素开头的
单词前C (n .nrcicjr.n,<)BrB一张有趣的相片p.n r)c
<)BrB在这张相片里C

yr eli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C 动词 <2(g与表示球
类运动的名词连用时o球类名词前不加冠词p动词
<2(g与表示西洋乐器的名词连用时o西洋乐器名词
前必须加定冠词r)co故选;项C

yo eli解析C句意y在周六o我们总是在家里练习弹
钢琴C Bn N(rvis(gj意为%在周六&o<2(gr)c<.(nB意
为%弹钢琴&o故;项符合题意C

y) Ali解析C句意y'''你知道巴黎吗( '''是的o
它是法国的首都C Oi(ntc法国o表示国家的名词前
不加r)cpr)c表特指or)ct(<.r(2BAOi(ntc法国的首
都o故选 C

#* eli解析C句意y这个男孩经常在早晨花费半个小
时看报纸C )Bvi的发音是以元音音素开头的o前面
不能加(o表示%半小时&用 )(2A(n )Bvio故选;C

#! <li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C 句意y我知道电影
-彼得兔.C 它是一个关于一只兔子的故事C 第一
个空表示%特指&这部电影o故用定冠词 r)cp第二个
空表示%泛指&一个故事o且 jrBig是以辅音音素开
头o故填不定冠词(C 故选=C

#y <li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C )Bvi是以元音音素
开头的单词o前面用不定冠词 (nC <2(g与西洋乐器
类名词连用时o乐器类名词前用定冠词r)co故选=C

## <li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C <2(g后不加冠词直
接跟比赛项目o因此第一个空格不加冠词pBnc以辅
音音素开头o因此第二个空格应用冠词(C 故选=C

#$ Ali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C 前者表示专有名词
%京剧&o应用  c.0.n,P<ci(o不用冠词p后者 Avn 是
不可数名词o其前不加冠词C 故选 C

#% Eli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C 句意y'''你今晚打
算去看足球比赛吗( '''我希望我能*去+o但我要
去见一位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重要客户C 根据句
意可知o第一空特指对话双方都知道的足球比赛o
其前应使用定冠词r)cp第二空泛指一位重要客户o
且LpQ的读音以辅音音素开头o其前应使用不定冠
词(C 故选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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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解析C考查副词的比较级C 句意y托尼总是努
力学习C 在所有的学生当中o他在这次考试中做得
最棒C 从%PA(22r)cjrvscnrj&可以看出要用最高级o
故答案选dC

!y Eli解析C考查形容词的最高级C 句意y'''你认
为你的初中生活怎么样( '''我认为它是我生命
中最精彩的阶段之一C 根据%BncBA&以及%.n Ag
2.Ac&可以判断是选择形容词的最高级o构成固定结
构%BncBAr)cK形容词的最高级 K复数名词&o意为
%最))的))之一&C 故选dC

!# <li解析C考查介词C 句意y史蒂芬/霍金作为一
名科学家而出名o他为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o他在
>?uE 年 M 月 uR 日去世C hcA(ABvj(j作为))而著
名o是固定搭配pBn加具体时间C 故选=C

!$ Ali解析C句意y杰克懂五种语言o例如英语和日
语C jvt) (j常用于列举同一类人或事物中的几个
例子C 故选 C

!% Ali解析C句意y我们的学校离邮局近C t2BjcrB意
为%接近&o由句意可知选 C

!& <li解析C考查 r)cichc句型C 句意y在我的书桌
上有一个钟表C 它每天把我叫醒C %r)cichcCCC&
表示%有))&o后面的名词为单数或不可数名词时
用.jp若名词为复数则用 (icC 该句中的 (t2Bte 为
单数o故选=C

!r eli解析C考查介词的用法C 句意y你可以通过听
英文歌曲来提高你的英语C hg意为 %用))方
式&p@.r)意为%和))一起p用))工具,材料&pABi
意为%为了&p.n 意为%在))里p用某种语言&C 由
句意可知选;C

!o Eli解析C句意y在我的空闲时间里o我更喜欢看
书o而不愿看电视C <icAcisB.n,jr)CrBsB.n,jr)C意
为%比起做))更喜欢做))&C 故选dC

!) eli解析C句意y怀特先生现在正在找他的钱包o但
是他找不到它C 2BBe ABi意为%寻找&o强调%寻找&
这一动作pA.ns 意为 %找到o发现&o强调找的 %结
果&pt(n为情态动词o后接动词原形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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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le解析C句意C这个老人宁愿待在家o也不愿意去
野餐p <icAcirBsBjr)Ci(r)cir)(n sBjr)C比起做某事
来更愿意做某事p

ht Ale解析C句意C上周一赵太太完成工作后就去购
物了p ,Bj)B<<.n,购物yA.n.j) sB.n,jr)C完成某事p

h( ele解析C句意C我经常吃许多蔬菜而不吃垃圾食
品p (2BrBA与2BrjBA均意为r很多io可以修饰可数
名词复数和不可数名词y(2Br可做副词o意为r非
常y相当io用来表示程度yAvt) 修饰不可数名词y
(ng一般用于否定句或一般疑问句p 根据句意可知
选;项p

hc Ale解析C句意Cggg汤姆o你不能把你的猫带到学
校来p ggg对不起o格林先生p 我再也不那么做
了p r(ec是指把人或物从说话人所在的地方带到
别处去yhi.n,是指把人或物从别处带到说话人所在
的地方y,.;c给予y,cr得到p 根据句意可知选 项p

h) Al e解析C 考查非谓语动词p 动词不定式 rB
.A<iB;c做目的状语o故选 p

h Ele解析C考查动词的辨析p (ii.;c(r意为r抵达y
到达io相当于,crrB或ic(t)p 故选dp

h2 <le解析CABicr)(n 意为r超过o多于io表示数量
上超过可用B;ci替换p 故选=p

h0 Ale解析C考查连词的辨析p 前后分句为因果关
系o表示r因此io应用jBp 故选 p

Bot )pg< Byoi?)gno=0) )gnoGp0oy0it )too<-r -0o
tp0go0oBor@Hi((o((.og uC0plot 

py rec

h (A)..)gnst ()n> (oo)gns( t) )o(sc F-)rho0(s
) roi( 
 El e解析C句意C她作为一名歌唱家而出名p hc
A(ABvj(j作为tt而出名o(j在此处为介词o表示身
份o意为r作为ip

2 <le解析C句意C我爸爸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出
去p @Bv2s i(r)cisBjr)Cr)(n sBjr)C宁愿做某事而不
愿做某事yjr(g指r短期逗留iy2.;c意为r居住io指长
期居住p

0 <le解析C考查形容词最高级的用法p 句意C尼罗河
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p rBncBAKr)cK形容词最
高级 K名词复数i表示 r最tt的tt之一io故

选=p
- Ele解析C句意Cggg你更喜欢哪个节目on奔跑吧
兄弟c还是n朗读者cs ggg当然是n朗读者c了p 不
但我而且我哥哥L弟弟也喜欢这个节目p 本题考查
连词p ;选项意为r两者都iy 选项意为r既不tt
也不ttiy=选项意为r或者tt或者ttiyd选
项意为r不但tt而且ttip 根据句意及设空处所
在句子的谓语动词2.ecj可知选dp

hB ele解析C)B@A(ng意为r多少io后面修饰可数名
词复数形式y)B@Avt) 意为r多少io后面修饰不可
数名词y)B@2Bn,意为r多长y多久io用于询问物体
或时间的长度y)B@A(i意为r多远io用于询问距离p
jrvscnrj是可数名词复数o故选;p

hh ele解析C)(;cAvn意为r玩得愉快iyt)cciv<意为
r 使.振作起来iyhcjr@.j)cj意为r最好的祝福iy
nc;ciA.ns意为r没关系ip 根据上句r下周我们学
校将组织一次出行去抚州城市博物馆i可知o答语
第一句表示r祝你玩得开心ip

ht hpgE Fp-sh( =>i ,ihh0o((shc Ap-rhr)?os
h) 0i >o0 i?o, >ig

单元复习方案

py reg

基础巩固

h <le解析C专有名词复数前加定冠词 r)co表示一
家人p

t ele解析C由普通名词构成的专有名词前要加冠词
r)cp r)c:ic(ro(22意为r长城ip

( ele解析C我们可用r前后关系分析法i解答此题p
jB意为r所以iy(Arci意为r在tt之后iyhct(vjc意
为r因为iy(jjBBn (j意为r一tt就ttip 分析前
后两部分o后面r你应该小心i是前面r网上支付并不
总是安全的i的结果o故选jBp

c Ele解析C考查连词词义辨析p 句意C彼得花了半天
时间在河边钓鱼o 他什么都没有抓到p 根
据后半句句意可知此处应表示转折p 故选dp

) Ale解析C考查连词词义辨析p 句意C当你累的时
候o你可以亲近大自然o 在周围的美景中你

会感到放松p 根据语境可知o前后两个分句之间是
顺承关系p 故选 p

 Ale解析C考查连词的用法p 句型rpBAjBiigohvrEi
用于委婉地拒绝邀请p 故选 p

2 <le解析C考查连词的用法p Bi做连词o可引导选择
疑问句o故选=p

0 Ale解析C考查连词词义辨析p 句意C我不得不花太
多时间学习o 我没有足够的睡眠p 分析语
境可知睡眠不够是花太多时间学习的结果o故选 p

IJ微



答案与解析

C elo解析C考查连词的用法C (ns 意为 o并且p那
么yr前后分句是并列顺承关系pBi意为 o或者p不
然yr前后分句是选择或转折关系phvr意为o但是yr
前后分句是转折关系C 根据句意判断这里要用连词
(nsr表示顺承关系C 故选;C

ig elo解析C考查连词的用法C Bi表示一种否定的
条件r意为o否则yC 故选;C

ii F- s ih (ps it ighs i( F- s ic ighs
i) (psi F- si2 ighsiC (pshg F- 
hi ,>iDoigoH@0)ogh igh>o)( @0p. >ocLN
hh 软p.p00pA )( vL F- ,ApgE Fo @0oo -g )r
r-gt> ).oN

ht BirrF @or )rr (p(>oh)hgp np p >otpgto0 ri( 
g)n> N

h( B.p?)gn)( iFih>iF)  igh) )( Fih@p0Fp-0
>oir >N

hc GF ron( )rr>-0  (p,Aog  p(ooihpt p0N
h) ;FhoCi0? s h Zs h2 [irocg)Do0() F s
hC =p.ogE( EiFstg Zsti Zsth cgtroPpo
tt  >oBp-D0oG-(o-.s t( Zs tc  >oBy0)gn
So( )Dirst) G0( A0pAgst S0)hiF
能力提升

!"#$%#&'()*+(
Ngsncg.jBncBAr)ch.,,cjrt.r.cj.n !$,"%-./-r(ns .r

.j(2jBr)ct(<.r(2BA0+1'#$"23-.+,C
TBjrrBvi.jrjtBAc)cicABiA(ABvj(rri(tr.Bnj2.ecr)c

'()*+( 45+%- 6#$,+Bir)c'()*+( 6-%7#$%8%/)9+rhvr
NgsncgBjn(rvi(2(rri(tr.Bnj(ic(2jB@Bir) ;.j.r.n,Co.r)
@(iA@c(r)ci(ns Avt) jvnj).ncrNgsncg.jA(ABvjABi.rj
hc(vr.Av2hc(t)cjrjB.AgBv (ic;.j.r.n,NgsncgrsBnBrABi,cr
r)cA(ABvjhc(t)cjr)cicC

DBjccBncBANgsncgBjhcjr;.c@jr'()*+( :#1+%.j
gBvihcjrt)B.tcCprr(ecjgBv rBr)c).,)cjr<B.nr(hB;c
Ngsncg(nsLjBgBv t(n )(;c(JMRUsc,icc;.c@BAr).j
hc(vr.Av2)(ihBvit.rgC

pn (ss.r.Bn rBn(rvi(2(rri(tr.BnjrgBv t(n (2jB;.j.rr)c
AvjcvAjCD)cAvjcvAjBANgsncg)(;ci.t) tB22ctr.Bnj(ns
ABjrBAr)cA)(;c(2Bn,).jrBigCPncBAr)cABjrA(ABvj
AvjcvAj.jr)c!$,"%-./-*;$,+$<Cpr.jr)cB2scjr(ns
BncBAr)ch.,,cjrBA!$,"%-./-BjAvjcvAjC

GigE( Fo( @0)ogh(

cg) J v-0ig).ir@0)ogh(
Bot )pge jo  )gn0oihF udoih)gn

!" !*)

i 0ih)psh Fr)gh#>).(or@st Ap?o#(.or s( .oig

c rohs) iyprpnFs i(rooys2 S)girrFsC >ory@-r
ig t-  )gn
ii Alo解析C考查介词的用法辨析C 句意"没有你的
帮助r我不会取得好成绩C @.r)Bvr意为o没有yC 故
 项符合题意C

ih <lo解析C(r2c(jr意为o至少yp(rr)ccns 意为o在
尽头r在末尾yp.n r)ccns 意为o最后r终于yp(rr)c
2(rcjr意为o至迟r最晚yC A.n(22g意为o最后r终于yr
与=项意义相同C 故选=C

it elo解析C句意"o中国天眼y和o高铁y非常吸引人
们的注意力r因为它们都在科学技术方面引领世界
的先驱C hBr) 表示o两者都ypc(t)o两者或两者以
上当中每一个ypc.r)cio两者中任一个ypnc.r)cio两
者都不yC 由主句的主语oD)c=).ncjcNegcgc(ns
V.,)Uj<ccs Di(.ny可知它们两者都引世人瞩目C 故
选;C

i( <lo解析C考查非谓语动词的用法C 句意"他们的
父母不允许他们在河里游泳r因为这真的很危险C
(22B@jhCrBsBjr)C意为 o允许某人做某事yC 故
选=C

ic <l o解析C 句意"'''你知道是谁教他俄语的
吗( '''没有人C 他是自学的C 第一个空是 rc(t)
jhCjr)C结构r需用宾格代词 ).A做动词 rc(t) 的宾
语pohgBncjc2Ay是固定搭配r意为o单独r独自yC 故
选=C

i) elo解析C句意"'''你看起来很担心C 你最好和
其他人分享你的问题C '''哦r是的C 分享一个问
题就像把它切成两半C )(s hcrrcisBjr)C最好做某
事r第二空是动名词做主语C 故选;C

Bot )pgA B)( og)gnuj0i..i0

!" !&$

i higno0sh e)0yp0 st it ohs( iyyoi0(
c igFA>o0o
) Elo解析C考查固定搭配C 句意"弗兰克是一个独立
的男孩C 他的父母为他感到骄傲C hc<iBvs BA意为
o为))感到骄傲yr为固定搭配C 故选dC

 <lo解析C司机*si.;ci+在车前面*的位置+开车r用
.n r)cAiBnrBAC

2 <lo解析C考查代词辨析C 句意"这两个玩具小汽车
你可以拿一个r把另一个留给你弟弟C hBr) 意为o两
者都ypnBnc意为o*三者或三者以上+都不ypc.r)ci
意为 o*两者中+任何一个yp nc.r)ci意为 o两者都
不yC 故选=项C

C <lo解析C句意"他是一名飞行员C 他在机场工作C
ri(.n jr(r.Bn火车站p)Bj<.r(2医院p(.i<Bir机场pjt)BB2

IJ\



教材完全解读 英语l七年级C下o

学校C 故=项符合题意C

op Aly解析C句意o我的阿姨是一名记者C 她经常出
现在电视上C 表示出现用 (<<c(iC 故  项符合
题意C

oo ely解析C句意oppp早上好C 我想给我妈妈买个
生日礼物C ppp这条围巾怎么样y 它很漂亮并且
摸起来很柔软顺滑C Acc2摸起来r2BBe 看起来rjccA
似乎rhctBAc变得C 根据句意可知答案为;项C

oi <ly解析C句意o看g 公共汽车站在河的另一边C
Bn r)cBr)cij.scBAE意为h在tt的另一边(c强调
两者中的另一个C 由句意可知选=C

o) Ely解析C句意o吉姆坐在我的后面c因此我坐在
他的前面C (rr)crB< BAE在tt的顶部r(rr)ccns
BAE在tt的尽头r.n r)cA.ss2cBAE在tt的中
间r.n AiBnrBAE在tt的前面C 由句意可知选dC

o Al y解析C 句意oppp你能来和我一起踢足球
吗y ppp抱歉g 我五岁的弟弟不能照顾他自己C
2BBe (ArciBncjc2A照顾自己C 故选 C

Bot )pg< Byoi?)gnc=0) )gncGp0oy0it )tocB -hF
(?)rr(c<-r -0otp0go0uBor@Hi((o((.og 

20 0-2

o ( oyyohsi tr).Fs) y-(>s gp >)gns0 hi0?

2 <ly解析C句意o刚才我看到他走进了那个小屋C
jccjhCsB.n,jr)C看到某人正在做某事C

B <ly解析C句意oppp你今天早上赶上早班公共汽车
了吗y ppp是的C 我一上公共汽车c它就开动了C
r)Bv,)虽然rhcABic在tt之前r(jjBBn (j一tt就r
(j.A好像C

e Aly解析C句意o这里有一双黑色的鞋给我爸爸C
)cic的句式通常是倒装句c主语在后c(<(.iBA为单
数c谓语动词用单数c排除 =rj)Bcj用复数形式C 故
答案选 C

j Aly解析C考查不定代词用法辨析C 句意oppp你有
任何有趣的新闻要告诉我们吗y ppp不c没有什么
新闻C 根据答语hWB(可知表示h没有什么新闻(C
nBr).n,意为h什么也没有(C 故选 C

op ely解析C考查宾语从句C 根据答语hp@cnrr)cic
hgri(.nC(可知c问句是询问去北京的交通方式C 故
选;C

oo Ely解析C句意o大量的中国市民已经从利比亚返
回中国了C 他们感激中国政府C (2(i,cnvAhciBA
意为h大量的(C

oi >pA pso) 软>o0o)(so (i)hgp >)gnso0 FF
>).(or@so2 jo hpAgsoB Ai( hi0?#@)ghp-0AiF

oe @)0oogn)go

单元复习方案

20 02F

基础巩固

o >).(or@s i .F(or@s )  >o.(orDo( s  ) (or@s
0 Fp-0(orDo(s2 >o0(or@sB p-0(orDo(se >o0(or@s

j Fp-0(or@sop >).(or@soo Fo Aoogsoi Fo>)ghs
o) it0p(( @0p.so pgso0 )gso2 go:  psoB )g
 >o@0pg p@soe -gho0soj )g@0pg p@sip i 
io 软sii Ss)g >oyogt)rti(o pg >o iFro

i) Sspg >ot>i)0 )g >oF)g
i Ss)g@0pg p@ Fo>)gh

i0 Ss@i0iAiF @0p. goi0
i2 软siB Sspg -gho0

ie 软sij 软
)p Ss软>oFpp? )( Fo Aoog >oyogigh >oiyyroN

)o Aly解析C考查反身代词C 句意oppp你经常帮助
你妹妹学英语吗y ppp不c她自学英语C 2c(inEhg
Bncjc2A意为 h自学(c主语是 N)cc反身代词用
)cijc2AC 故答案选 C

)i Ely解析C考查反身代词词义辨析C 句意o面对危
险c孩子们应该学会如何保护他们自己C ).Ajc2A他
自 己r gBvijc2A你 自 己r Bvijc2;cj我 们 自 己r
r)cAjc2;cj他们自己C 由句子主语 =).2sicn 可知此
处需用反身代词r)cAjc2;cjC 故选dC

)) <ly解析C句意o相信你自己C 你可以做得比你想
象的好得多C 根据句意可知要用反身代词gBvijc2AC
故选=C

) <ly解析C句意o不要帮助他C 他自己能做它C 第
一空应用代词宾格rhg).Ajc2A意为h他自己(C 故
选=C

)0 Ely解析C考查介词C 句意oppp比尔c你看见汤
姆了吗y ppp是的c他刚才把车停在这儿然后急忙
穿过街道C r)iBv,)h穿过(c表示从内部穿过rB;ci
h在tt上面(r<(jrh经过(r(tiBjjh穿过(c强调从
物体表面穿过C h穿过大街(强调从一端到另一端c
用(tiBjj表示c故选dC

)2 ely解析C考查反身代词的用法C hr)c,.i2(和后
面的动词短语h2BBe (Arci(是动宾关系c且是同一个
人c故要用反身代词C 故选;C

)B ely解析C考查介词的用法C 句意为h凯特在哪
里y(h她挨着莉莉坐着C(根据hnc微r(可知此处考查
nc微rrB的用法C 故选;C

)e ely解析C考查介词的用法C 句意o河水非常清

I用R



答案与解析

澈C我们甚至可以看见鱼儿在它 游泳o .n
在pp里面yBn 在pp上yrB到yhc).ns 在pp后
面o 根据常识可知鱼儿在河水里面游泳o 故选;o

ri elg解析C考查介词的用法o 句意r条条大路通罗
马o 路就在你脚 o vnsci在pp下y.n
在pp里面yBn在pp上o 根据句意及常识可知路
应该是在脚下o 故选;o

gh Alg解析C考查介词的用法o 句意r让我们把钢琴
放在那边C 墙o (hB;c在pp上面y(,(.njr
紧靠C反对y(tiBjj穿过C横穿y(iBvns 环绕o 根据句
意可知此处表示钢琴靠着墙C用(,(.njro 故选 o

能力提升

t .F(or@(Fp-0(or@sc p-0(orDo(sr >).(or@
g Fp-0(or@s) Fo()hoCgo:  ps  pgs 2 Fo()hoC
go:  ps0 pgsi -gho0sth pg
tt >o0(or@stc )gstr pgstg go:  pst) >o0(or@
t go:  pst2 it0p((st0 Fo()hosti pg
ch Fo()hosct p-0(orDo(

cg) 用 BiDo >o 0oo(
Bot )pge jo  )gn0oihF udoih)gn

0- 20 B

t (iDos c F0igt>o( s r ini)g( s g o:i.yros
) @-0g) -0os tpgDog)og s2 h)(t-(()pgs0 >i0.
i roiDo(sth ).in)gi )pg
tt elg解析C在含有.A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的主从复
合句中C主句用一般将来时C从句常用一般现在时
表将来o

tc Elg解析C<iB;.scjhC@.r) jr)C表示e给某人提供某
物io

tr <lg解析C句意r每年数百万本书被捐赠给贫困地
区的孩子o 用A.22.Bnj和BA构成固定短语C表示e数
百万iC修饰名词复数形式o 故选=o

tg <lg解析Cs.jtvjj意为e讨论iC与 r(2e (hBvr同义C
故选=o

t) <lg解析C考查介词词义辨析o 句意r我们班非常
确定可以赢得与三班之间的篮球赛o 表示e和pp
比赛i用介词(,(.njro 故选=o

t Alg解析Chch(s ABiE意为e对pp有坏处iC与 hc
)(iAAv2rBE意思相近o 故选 o

t2 elg解析C句意rjjj这种植物能产生出一种奇怪
的气味来保护自己o jjj那真令人惊讶o <iBsvtc
意为e产生y生产iyAB22B@意为e跟随iy2c(;c意为
e离开io 由句意可知选;o

t0 <l g解析 C 句意rjjj我的连衣裙由丝绸制
成o jjj我猜它很贵o hcA(scBAE意为e由pp

制成io 故选=o

ti .i?op-0r)Do( .p0otpgDog)og 

ch ,g@it (no sct ).in)go(A) >p-  0oo(

cc  i?o)g>i0.@-r

Bot )pgA B)( og)gnuj0i..i0

0- 200 

t >i0.@-rs c rF)gns r Ai( )gns g yriF)gns
)  p@)g)(>
 Elg解析C考查jrB< rBsBjr)C和 jrB< sB.n,jr)C的区
别o 句意r我们已经工作了这么长时间o 我们可以
停下来休息一下吗n 由此可知不定式 rB)(;c(icjr
表目的C符合题意o

2 <lg解析C考查现在进行时o 句意r看g 他们在操场
上打篮球o 根据2BBe可知用现在进行时C故选=o

0 Alg解析C句意r人们经常用刀切水果o vjcErBsB
jr)C意为e用pp做某事io 由句意可知选 o

i Elg解析C句意r昨天的音乐会很棒o 然而C我错过
了开头部分o hvr与 )B@c;ci都有e然而C但是i的意
思o hvr之后一般不用逗号C而 )B@c;ci后则用逗号
与句子其他部分隔开o 故选do

th <lg解析C考查动词的时态o 句意rjjj凯蒂C我
正忙着做饭o 你能帮我一下吗n jjj妈妈C稍等一
下o 我现在正在整理床铺o 根据答题空所在句中
的时间状语 nB@可知C使用现在进行时态o 再根据
现在进行时态的构成rhcK动词U.n,形式C可知=项
正确o

tt )( (pA)gns tc tp.o( @0p. s tr  p no s
tg =>i (hp)gnst) y0o@o0(  p

Bot )pg< Byoi?)gn =0) )gn Gp0oy0it )to <-r -0o
tp0go0 Bor@Hi((o((.og uC0plot 

0- 200F

t Foti-(os c Fo()ho( s r npphs g yrigs
) ri0no( s  r)D)gns 2 roiDo( s 0 h0)g?)gns
i ti00F)gnsth tpg i)go0stt p-0( py0p ot 
tc (yoi?)gn
tr Elg解析C句意rjjj你还看到了什么n jjj一辆
新的小汽车o c2jc修饰不定代词u疑问代词和疑问
副词时C必须位于这些词之后o

tg Elg解析C句意r由于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C
他的书在很多书店都已经售光了o hct(vjcBA意为
e由于iC后接名词或名词短语o

t) Al g解析C 句意r请用碗把食物盖住o tB;ciE
@.r)E用pp覆盖ppy本句为祈使句C用动词原形
开头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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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完全解读 英语l七年级C下o

py <lr解析C句意C戴上你的帽子以保护你免受太阳
的伤害o <iBrctrEAiBAE意为p保护yy免受yy
的伤害ro 由句意可知选=o

pi Elr解析C句意C他喜欢游泳o 去年他甚至横渡珠
江o r)iBv,)指从物体内部穿过gB;ci意为p在yy
上方rg.n意为p在yy里面rg(tiBjj意为p穿过rh
指从物体表面穿过o 由句意可知选do

pt elr解析C根据(2jB可知是包括(西游记c在内h她
还读了(小妇人co hcj.scj意为p除了yy还有rg
hvr意为p除了rh常和否定词连用gc微tc<r意为p除
了yyro 由此可知选;o

p) <lr解析C句意C   劳驾h你能告诉我去最近的
地铁站的路吗2    一直往前走h直到你看见一座
白色建筑o 它就是那里o r)Bv,) 尽管gj.ntc自从g
vnr.2直到g.A如果o 根据句意可知h空格处应用
vnr.2h表示p直到ro 故选=o

0- Elr解析C句意C我们没有足够多的护士照顾病
人o 至少还需要十个护士o (nBr)circn nvijcjCrcn
ABicnvijcjo 故选do

单元复习方案

Fo r:  

基础巩固

p i.  ir?)gn微i0or)( og)gns0 )( 0-gg)gns软 e0o微
0oih)gns用 )( ( -hF)gns户 @p0no (sy i0o >)g?)gns
i hpo(微.oigst i. yrigg)gn微Ep微Aig s) hpgE 
 >)g?sp- )( >iD)gnspp gooh(sp0 Epo(微Forpgn
p软 <lr解析C考查现在进行时o 句意C看0 他们在操
场上打篮球o 根据pYBBer可知用现在进行时h故
选=o

p用 <lr解析C考查现在进行时o 句意Cp我找不到吉
米o 他在哪2r p他此刻正在花园工作or (rr)c
ABAcnr此时此刻h是现在进行时的标志h所以用现
在进行时h故选=o

p户 <lr解析C考查现在进行时o 句意Cp亲爱的h你在
哪儿2rp我 h让我穿上鞋or根据句意可知
此处表示p我马上来rh用现在进行时表将来o 故
选=o

py Alr解析C考查现在进行时o 句意Cp我能用你的
电脑吗2rp抱歉o 我正用它在工作or根据语境可
知h答话人正在使用电脑h用现在进行时o 故选 o

pi <lr解析C考查现在进行时o 句意Cp汤姆h你能把
垃圾带出去吗2rp等一下h妈妈h我在打电话or根据
语境可知h汤姆和妈妈说话的时候正在打电话o 故
选=o

pt elr解析C考查现在进行时o 句意C汤姆不在这儿o

他在健身俱乐部里锻炼o 根据句意可知此处指汤
姆正在健身俱乐部里锻炼h应用现在进行时o 故
选;o

p) <lr解析C考查现在进行时o 句意C我们吃饭的时
候不允许笑o 根据常识可知h我们不能边吃饭边
笑h要用现在进行时o 故选=o

0- [o(微>o)(s0p i.Ai) )gns00 e0o微oi )gnigF
0软 =>i )(微 hp)gns 0用 =>i i0oFp-s 0户 _p微
>o)(gE 
能力提升

p )( (.orr)gn (.orr(
0 "
软 "
用 E.>iD)gn >iDo微e0ò Aig )gn Ep̀ Aig 
户 "
y E.r)?)gn r)?o
i "
t "
) E. >)g?)gn  >)g?
p- E.gp ?gpA)gn hpgE ?gpA
pp )(sp0 hp)gnsp软 )(sp用 Ai t>)gnsp户 e0os
py hp)gnspi i0ospt hp)gnsp) i0os0- hp)gn
0p i.s00 tpp?)gns0软 i0os0用 hp)gns0户 i0o
0y h0)g?)gns0i ,(s0t h0)g?)gns0) )(
软- 0oih)gns软p i0os软0 hp)gns软软 i.
软用  ir?)gn

_i -0iroro.og (

cg) K =i o0
Bot )pge jo  )gn0oihF udoih)gn

Fo r:''

p o:yo0).og (s 0 Dp)tos 软  >0p-n>s 用 @0o(>s
户 ihhs y (ir F s i Dir-iFro s t  >)0h( s
) t>o.)tir(sp-  prpt?spp yprr- )pg
p0 Alr解析C句意C做眼保健操对你的眼睛有好处o
c微cit.jc意为p锻炼r时h是不可数名词g意为p练习h
训练活动r 时h是可数名词g hc,BBs ABiE意为
p对yy有好处ro 由句意可知选 o

p软 Alr解析C考查动词短语o 句意C请关掉电视h到该
睡觉的时间了o rvin Bn 意为p打开rgrvin BAA意为
p关掉rg<vrBn 意为p穿上rg<vrBAA意为p推迟ro
由句意可知选 o

p用 elr解析C句意C   你们的工作进展如何2    这
周末将会完成o 我们一定要按时完成o 固定短语 (r
r)ccns BAE意为p在yy末尾ro 由句意可知选;o

p户 Alr解析C句意C不要让你房间里的灯关着o 太暗

I用I



答案与解析

了看不清任何东西C 2c(;cjhCLjr)CKopyriopgr意
为h使某人L某物处于某种状态tC 2c(;cEBAA意为
h让((关着tC 由句意可知选 C

c) <l 解析C句意o不要忘记把一些糖加到咖啡里面
去C <BviEBnE意为h把((倒在((上面tp<vrE
BnE意为h把((放在((上面tp(ssErBE意为
h把((加入((里tptvrEv<意为h把((切碎tC
由句意可知选=C

cy <l 解析C句意o它经常落下一滴水C siB< 做动词
时r意为h落tp做名词时r意为h滴tr是可数名词C
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r故选=C

ci Al 解析C句意o停止说话C 到我们上第一节课的
时间了C prBjr.AcABijhCrBsBjr)C意为h到某人该做
某事的时间了tC

Bot )pgA B)( og)gnuj0i..i0

gh t(c)

c 0o -0gohs F) s2 t>ignos0 Fig?
- ypt?o .pgoFs)  pF-F
y <l 解析C考查连词的用法C 句意o愚蠢的男人告诉
女人闭嘴r而聪明的男人会告诉她r在她闭着嘴的时
候r她的嘴相当漂亮C vn2cjj除非pj.ntc既然r自从p
@)cn当((的时候pr)Bv,) 虽然C 根据句意可知r
@)cn最合适C

i Al 解析C句意o222当你刷牙的时候r请不要让水
龙头一直开着C 222对不起C 我浪费水是错误的C
2c(;cE KopyriopgC使((保持某种状态C prBjK
opyCKABijhCKrBsBjr)C为固定句式r意为h做某事对
某人来说((tC 根据句意可知选 项C

B <l 解析C句意o222他需要马上去那里吗e 222不
需要r因为他有足够的时间r所以他没有必要离开得
这么匆忙C 问句中的 nccs 是实义动词r故其后用动
词不定式做宾语r即用 nccs rBsBjr)Cr意为h需要做
某事tp答语中空格后接的是动词原形 2c(;cr故这里
的 nccs是情态动词r其否定形式为 nccsnBrr意为h没
有必要tC

cj Al 解析C句意o比尔r请你给我一点儿橙汁好吗e
修饰不可数名词时可以用(h.rBA或(2.rr2cC

cc i2n0o -0gg p.osiInn)DogFit?  p.o
c iF) p@sc2 ir)  rosc0  pnp p(t>ppr
c- )( .iho-yp@gh)@@o0og yi0 (sc) iF) Cir)  ros
cy ypt?o .pgoF

Bot )pg< Byoi?)gnF=0) )gnFGp0oy0it )toFB -hF
(?)rr(F<-r -0otp0go0uBor@Hi((o((.og 

gh t(oo

c tpg )g-ohs  h0)ohs 2  -0g( s 0 )g( oihs

-  A)tos ) h)(iyyoi0ohs y i0os i  p@)g)(>s
B )g o0o( )gnscj (i@o F
cc Al 解析C考查动词短语和系动词辨析C hcA(sc
BA意为h由((制成tr看得出原材料phcA(scAiBA
意为h由((制成tr看不出原材料phcA(sc.n 意为
h在((生产tr强调制造地点phcA(scv< BA意为
h由((构成tC Acc2意为h摸起来tpjAc22意为h闻
起来tC 丝制的围巾是能看出原材料的r且摸起来
柔软u舒适C

c <l 解析C句意o你能修理我的手表吗e 它坏了C
t)cte检查pt)(n,c变化pic<(.i修理pt(iig搬运C 故
选=C

c2 el 解析C句意o你最好每天骑自行车上学r而不坐
公交车C .njrc(s BA意为 h代替tp.njrc(s 意为 h代
替tr后不能接宾语pr)(nejrB意为 h多亏了tp
hct(vjcBA意为h因为tC 由句意可知选;C

c0 Al 解析C句意o请把这个英语单词译成汉语C
rvinE.nrBE把((变成((r既可指形式上的改
变r又可指状态上的改变C 故选 C

c- el 解析C考查非谓语动词C 句意o学好英语对我
们来说是必要的C prBjK形容词KABijhCKrBsBjr)C
意为h对于某人来说做某事((tC 结合选项可知
;项符合题意C

c) ;pA.-t>scy tpg )g-oh0oih)gnsci >i( gps
cB =>i h)h

单元复习方案

gh t(oF

基础巩固

c <l 解析C考查代词的用法C 句意o222你完成你的家
庭作业了吗e 222没有r再有十五分钟我就完成了C
(nBr)ci又一个r另外的pBr)ci其他的pABic更多的pjBAc
一些C 根据语境可知答案为=C

 Al 解析C句意o现在r青少年忙于他们的学校作业r
他们几乎没有时间锻炼C Ac@意为h很少tr修饰可数
名词复数p2.rr2c意为h很少tr修饰不可数名词p(Ac@
意为h一些tr修饰可数名词复数p(2.rr2c意为 h一
些tr修饰不可数名词C r.Ac是不可数名词r且此处
表否定C

2 El 解析C句意o他被建议少吃汉堡并且少喝可乐以
保持健康C Ac@ci较少r修饰可数名词复数p2cjj较
少r修饰不可数名词C tB2(是不可数名词r用h2cjjt
修饰C 故选dC

0 Al 解析CcnBv,) 意为h足够的tr后跟可数或不可
数名词pnB意为h没有tr后跟可数或不可数名词p
A(ng意为h许多tr后跟可数名词复数pnBrA(ng意为

I用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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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完全解读 英语C七年级o下p

y没有很多ri后跟可数名词复数g 题干中空格后是
不可数名词 ht(ci故排除 ) 2两项0根据前面句意
y亲爱的i快点儿-r可判断后面应为y我们没有时间
了ri应用y0c Becijht(cncghFr来表达g 故选og

u nCd解析Cicpy意为y新闻ri是不可数名词g (Biri
Bgcp修饰可数名词0Bnjh后面要加 jg才能修饰名
词0nthhnc修饰不可数名词g

i gCd解析C由答句推断知i问句是询问价格i应用
 jp(-u i故选dg

e gCd解析Chjj(-u 修饰不可数名词0(-u hjj修饰
形容词或副词0hjj(Biriyj(Bir修饰可数名词复数g
ijtycE噪声l此处为不可数名词g

c nC d解析C 句意tooo操场上有一些孩子在玩
吗n ooo是的g 有一些g yj(c用于肯定句或委婉地
提出请求0Bir用于否定句或疑问句g 由句意可知
选2g

s gCd解析C根据语境可知应该是有错误而不是没错
误i而(tyhB.c是可数名词i(-u 修饰不可数名词i故
只能选d项g

, LCd解析C考查形容词的比较等级g 由句意可知i
此处应是现在和过去相比较i故应用比较级0 cBnh r
的比较级是  cBnh tcAi修饰比较级可用 (-u i故
选og

,, l rihtrse,r rvhd;/0e,) t123
,* 452rhs v1#5vh v1
能力提升

, 5vh v1er hvvd;/0e) hvv5lhh52e* 6vd2e
u 452rhs v1e i 6vd2e e t 5lhh52e c hv 5l72e
s 7t5;t852e, hvv5lhh52
,, 2rv;90e ,r hvv 123 e ,) :v3 dtrs e
,* 2rv;90e,u :v3d;/0e,i hvvd;/0
,e hvv5lhh52e,c :v3d;/0e,s 2rv;90
r hvvdtrser, rverr t5vhv1

;rlh< =52/h>l/lhs
62/hlvrg ?2hhlr9>2t@s AB2t@lr9

!" !"#$

, dvd2rhe r >;52e ) >245slr9e * 1vv5l 0e
u /vr72> thlvr ei 252/h>l/lhsee /vvC2>
c 4t/C2h es 8thh2>l2 e,  t125s
,, LCd解析C考查形容词辨析g 句意tooo本i你对警
察的工作清楚吗n ooo是的i为了保护人们安全和
使社会有良好的秩序g :-yr繁忙的0yBgc安全的0
n-u.r幸运的0 cBnh r健康的g 故选og

,r LCd解析C考查代词g 句意tooo教室里还有其他
人吗n ooo教室是空的g 大家都正在学校礼堂听

演讲g 本题考查代词g 由句意可知选og
,) LCd解析C句意t这些外国客人将在今天下午三点
后到达g BghcA与时间点连用i用于将来时中g

,* LCd解析C答句句意t首先i你必须使你的电脑连接
因特网g ujiicuh;hj;把--和--连接起来i符
合句意g

,u 92h# 1v>e ,i 4>v7l@2 # 3lh0e ,e 15v3 e
,c 52rh#hv

62/hlvrL Dl h2rlr9A?>tddt>

!" !"%&

, /vvCer 1>l@92e) t5vr2e* d2@l/lr2eu  0t>2 
i hv/vvCee 3t 0lr9ec r22@ es 1225lr9
, dtrs
,, ECd解析C考查冠词的用法g 句意t每天我花一小
时的时间打鼓g  j-A是以元音音素开头的单词i前
面用不定冠词Big 演奏乐器i乐器前用定冠词 h ci
故选)g

,r gCd解析C句意t露西想和莉莉共用一间卧室g
y BAc;pth ;意为y与--共用--rg 故选dg

,) nCd解析C句意tooo我知道老乔独自居住g ooo
我们应该时常去看望他g 那样他就不会感到孤独g
Bnjic强调独自一人0njicnr指情感上孤独g 由句意
可知选2g

,* LCd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g 句意t她可能很慢i但至
少她不会犯愚蠢的错误g 根据句中连词 :-h可知i
前后分句是转折关系i所以空白处应用 (Br表示
y可能rg 故选og

,u ECd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g 句意tooo嗨i你禁止
在草地上走g ooo对不起i我不会再那么做了g
uBi<h不能0icc=i<h没必要0(-yhi<h禁止g

,i LCd解析C句意t新驾驶人所出的事故是有经验的
驾驶人的两倍g yBy(Bir>(-u ?!"?By;r是固定
句型iBuut=cihy是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i故用(Birg

,e nCd解析C考查连词的用法g 句意t雨下得很大i
因此我们决定待在家里看电视g 前后句存在因果
关系i故用yjg

62/hlvrE 642tClr9iF>lhlr9iGv>24>t/hl/2iE;5h;>2
/v>r2>i6251Ht  2  d2rhAI>vJ2/h

!" !"'"

, hv;/0er 5v/Ce) hl@se*  ht>heu  3lh/0
i t4t/C2hv1ee th5t hec h;>rv11
s 82/t>21;53lh0e,  3lh/0vr
,, gCd解析C句意t请你让她给我回电话好吗n 0j-n=

rj- @ncByc=jyh F请你做某事好吗0By. y:Fhj=jyh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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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与解析

让某人做某事C
op <l y解析 C 句意oppp明天我将进行期末考
试C ppp祝你好运C rcjr小考y考查rrc微r课本r
c微(A.n(r.Bn指正式的考试y如期末考试i升学考试
等rc微<ci.cntc经历C 根据句意可知选=项C

og Aly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C 句意oppp打扰一下y这
是去少年宫正确的路吗h ppp抱歉y我不确定C 但
可能是C AvjrnBr禁止rA.,)r可能rt(nBr不可能r
Avjr一定C 结合句意可知选 项C

ot Aly解析C考查动词短语辨析C 句意o彼得将带你
参观大楼y你可以和大家见面C 2cnsErB把((借
给rj)B@E(iBvns带((参观rtBA<(icE@.r)和((进
行比较rhivj)EBAA刷掉y刷去C 根据句意可知选
 项C

oc ely解析C句意o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关注保护环境y
并且停止浪费东西C t(ic(hBvr后接动词U.n,形式r
jrB< sB.n,jr)C停止做某事C

o) Aly解析C句意o如果我们想要健康y我们应该使水
保持干净C ecc<E Kopyr意为 使((保持某种状
态2rhc后接形容词做表语C 故选 C

o0 Aly解析C句意oppp看0 史密斯一家正在打篮
球C ppp让我们加入他们吧C 在姓氏复数前加上
定冠词y表示一家人C 0B.n 指加入团体或游戏活动
等r0B.n .n一般指参加某种小型活动C 根据句意可
知选 项C

单元复习方案

Fo r: 微

基础巩固

o <ig软tigE sp <ig软tigsg tigE st tigE 软.-( 

c .iF软.iF s ) .-( s 0 GiF s 用 tig软 tigE s

户 .iF软.iF软.iFso* .-( 

oo Aly解析Cj)Bv2snBr意为 不应该2rt(nBr意为 不

能y无法2rAvjrnBr意为 禁止2rnccsnBr意为 不需
要y不必2C 由句意  看y小吉姆游得好快啊C 我

相信自己的眼睛2和所给选项可知y此处
表示 不能y无法2C 故选 C

op <ly解析Ct(n 能y可以y表示允许或推测rtBv2s 可
以rA.,)r也许rAvjr必须y一定C 由后一分句句意
 否则我会误了火车2可知y前一分句句意为 现在
我必须走了2y故选=C

og Ely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的辨析C j)Bv2s 表示 应
该y应当2rAvjr表示  必须2rnccs 表示  需要2r
AvjrnBr表示  禁止y不允许2r nccsnBr表示  不需

要2y一般用来回答以 Avjr开头的一般疑问句r

tBv2s表示 能y可以2y语气更委婉rt(nBr表示 不

能2C 由句意  ppp太热了y 我能在湖里游泳

吗h ppp不y你不能C 那太危险了02可知y第一空

用tBv2s向对方提出请求r第二空用 t(nBr表示拒

绝y故选dC

ot Ely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C 句意oppp现在我们可
以过马路吗h ppp不y不允许C 我们必须等到交通
灯变绿C tBv2snBr不可以rnccsnBr没必要rj)Bv2snBr
不应该rAvjrnBr禁止y不允许C 结合语境  =(n
@cEh2和下文 我们必须等到交通灯变绿C2可知答
案C 故选dC

oc ely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辨析C 句意oppp妈妈y今
天晚上我能玩电脑游戏吗h ppp当然y但是你必须
先完成你的家庭作业C 根据 Nvic2可知是回答请
求y结合 hvr可知 必须要先完成作业2C 故选;C

o) ely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辨析C 句意o别担心C 我
会尽我所能帮助你C 表示能力用情态动词 t(ny故
选;C

o0 Ely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辨析C 句意oppp你没有
看到斑马线吗h 你必须慢下来y孩子0 ppp对不
起y先生y我会通不过测试吗h 根据常识可知过斑
马线时要慢下来C 故此处应用 Avjr2表示 必须2C
故选dC

o用 Ely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的基本用法C 句意oppp我
们可以在这里踢足球吗h ppp不y你 在路

边踢足球C 那太危险了0 t(n 可以y能够rA(g或
许y可能r@BnBr不会rAvjrnBr不准y禁止C 根据句意
可知此处表禁止C 故选dC

o户 <ly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的基本用法C 句意oppp我
现在 和你谈谈吗h ppp抱歉y我现在相当
地忙C @.22将y愿意rAvjr必须rA(g可能y也许y可
以rnccs需要C 结合语境可知此处为委婉征求是否
可以谈一谈y结合四个选项可知 =项符合语境C 故
选=C

p* ely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的基本用法C 句意oppp我
必须自己做这个项目吗h ppp不y你 y你
可以和你的同学合作C 用情态动词Avjr来提问y否
定回答时使用 nccsnBrC 故选;C

po Aly解析C考查情态动词的基本用法C 句意oppp爸
爸y我可以看电视吗h ppp当你完成了家庭作业y
你就 C j)Bv2s 应该rt(n 可以rAvjr必须r
nccs需要C 根据句意可知此处表示许可C 故选 C

能力提升

o <igsp tigsg tigst tigE sc .-( s) 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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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完全解读 英语l七年级C下o

p <igsy .-( gE sr .-( sig tigsii .iF gp 
ih .-( gE sit .iFsi( tigE 

<prp-0@-rr)@o

cg) Q Cpo.(
Bot )pge jo  )gn0oihF udoih)gn

c)  20-

i ypo.(sh @oor)gnst irp-hs( n0p-ys2 in0oo
0  p(yorrsp >)n>sy ( iF)gnsr 0oirrF0 p?gpAs
ig  p.pDosii tp.yro orF
ih el2解析C句意Cooo请你给我一些有关如何学好
英语的建议好吗p ooo当然可以y 熟能生巧y
(s;.tc为不可数名词r没有复数形式i2c(in Zn,2.j)
@c22意为%学好英语&r此处用副词 @c22修饰动词
2c(iny 故选;y

it el2解析C句意C布莱克先生在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走来走去r提供帮助y 根据句意可知此处表示
%当))时候&r故选;y

i( El2解析C句意Cooo你今晚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
会吗p ooo恐怕我不能y rivc意为%真实的&i)(<<g
意为%高兴的r幸福的&iAicc意为%空闲的&i(Ai(.s
意为%害怕的&y 由句意可知选dy

i2 el2解析C句意C这个女孩太矮了r够不着桌子上的
那个苹果y rBBErBE太))而不能))y 故选;y

i0 Al2解析C句意C尝试后失败总比一点儿也不尝试
要好y nBrE(r(22意为%一点儿也不&y 由句意可知
选 y

ip Al2解析C句意Cooo我可以放学后去城市图书馆
吗p ooo可以y 但是当你到达时r请你先打电话给
我r否则我会担心你的y hcjri.tr@.r) jhC意为%对某
人要求严格&ihc@Bii.cs (hBvrE意为 %为))担
心&ihc)(iAAv2rBE意为%对))有害&y 由句意可
知选 y

Bot )pgA B)( og)gnuj0i..i0

c)  2+%

i >o)n> sh h)(in0oohst Ap00)ohs( ti0oro((s
2 Fp0ohs0 >)n>-ysp 0-(>ohp- sy Apg >o@)0( 
y0)bosr goA(yiyo0( ighsig F-)rh)gn() osii i
t0pAhp@
ih el2解析C考查形容词用法y 句意C我们对于北京
将于 >?>> 年举办冬季奥运会的这个令人兴奋的消
息感到兴奋y c微t.rcs 表示人的感受rc微t.r.n,修饰
物y 根据句意可知选;y

it <l2解析C句意C如果你不准时完成你的家庭作
业r你妈妈会生你的气y hc(n,ig@.r) 后面接某人r

意为%生某人的气&ihc(n,ig(hBvr后接名词或动名
词r指因什么事情感到生气y 根据句意可知选=y

i( el2解析C考查动词短语辨析y 句意为%吉姆r现
在天黑了r请 房间里的灯y&%好的r妈妈y&
rvin Bn 打开irvin v< 调大irvin BAA关上irvin sB@n
调小y 根据前半句句意可知r天黑了r应打开灯r故
选;y

i2 Foc-)o si0 Bo E(0irp-hsip =>i o:t) )gns

Bot )pg< Byoi?)gn$=0) )gn$Gp0oy0it )to$B -hF
(?)rr($<-r -0otp0go0uBor@Hi((o((.og 

c)  2+-

i o) >o0sh Lgpt?st troigs( rpp?s2 @prrpA
0 @0)n> og)gnsp p-0(orDo(sy  >)oDo(sr 0oih)gn
ig  p0-g
ii el2解析C由后面%剩下一张票&可知r要么你要么
他将去看电影y c.r)ciEBiE意为 %或者))或
者))&r谓语动词根据 Bi后的主语的人称和数决
定y 故选;y

ih Al2解析C句意C当女孩看到老虎时r她很害怕y
Ai.,)rcn 使恐惧iAi.,)rcncs 受惊的r感到恐惧的i
Ai.,)rcn.n,令人恐惧的y 由句意可知选 y

it <l2解析C句意C比尔让这个男孩不要哭y 最后r
这个男孩笑了y A(ecjhCnBrsBjr)C使某人不要做
某事y 故选=y

i( Al2解析C句意C王先生没有敲门就进了办公室y
@.r)Bvr为介词r意为%没有&r后接动名词r排除 ;
和=ienBte (rr)csBBi意为%敲门&y 故选 y

i2 Al2解析C句意C我们应该把教室打扫干净并保持
整洁y t2c(n v< 意为 %打扫干净&r符合句意r故
选 y

i0 Al2解析C句意C当我很小的时候r我妈妈总是坐在
我床边给我讲故事r直到我睡着了y %rc22.n,Ac
jrBi.cj&是现在分词短语做伴随状语y

ip el2解析CAcc22.ecsB.n,jr)C想做某事i.n;.rcjhCrB
sBjr)C邀请某人做某事y 句意C我们想买一些食物
和饮料因为我们将会邀请一些朋友来参加聚会y

单元复习方案

c)  F%%

基础巩固

i EpgE Fosh EpgE rpp?st EpgE ro s( gp yriF
2 doihs0 EpgE roiDosp tp.osy hpgE (A).
r _psig EpgE .i?osii =>i sih =>i is
it ;pAs i( ;pAs i2 =>i igs i0 =>i s
ip =>i isiy =>i sir ;pAshg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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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与解析

Co elp解析C考查祈使句C 句意o礼貌对待每一个人p

即使是那些对你粗鲁的人p不是因为他们很好p而

是因为你很好C 分析句子结构可知此处考查祈使

句p祈使句以动词原形开头C 故选;C

CC elp解析C考查祈使句C 句意o给我一个机会p我

会带给你一个惊喜C 祈使句以动词原形开头p故

选;C

Cy elp解析C考查祈使句C 句意o生活就像是一场旅

行C 提前计划p你就会看到更多更美丽的风景C 分

析句子结构可知此处考查r祈使句 K(ns K陈述句i

的用法C 故选;C

Cg Alp解析C考查祈使句C 句意为r妈妈p晚上我能

玩电脑游戏吗hi r首先 你的作业p然后我

们再讨论这个问题Ci分析句子结构可知考查祈使

句t祈使句中动词要用原形p故选 C

C( Alp解析C考查感叹句C 句意o无人机被证实在很

多方面都很有用C 这是个多么聪明的发明啊c 此

处中心词为 .n;cnr.Bnp应用 @)(r来引导感叹句p用

ro)(rK(L(n KopyrK可数名词单数 K)主语 K谓

语 ci的结构C 故选 C

C2 <lp解析C考查感叹句C 句意o0朗读者-是多么精

彩啊c 许多人都喜欢看这个电视节目C 分析句子

结构可知此处感叹句的中心词为 @BnsciAv2p应用

)B@引导C 故选=C

C0 Alp解析C考查感叹句C 句意o万圣节在北美是一

个多么受欢迎的节日啊c 分析句子结构可知感叹

句的中心词为单数可数名词 Acjr.;(2p且 <B<v2(i发

音以辅音音素开头C 故选 C

C <lp解析C考查感叹句C 句意为r看p树是绿绿的p

花到处都是Cir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地方啊ci分析句

子结构可知感叹句的中心词为单数可数名词 <2(tcp

且 hc(vr.Av2发音以辅音音素开头C 故选=C

CB Alp解析C考查感叹句C 句意r这花儿在春天闻起

来多么香啊ci r是的p许多的游客每天来这儿赏

花Ci分析句子结构可知感叹句的中心词为形容词

j@ccrC 故选 C

ye elp解析C考查感叹句C 句意为r我昨晚看了 W ;

直播C 你呢hi r我当然也看了C 多么精彩的比赛

啊ci分析句子结构可知感叹句的中心词为单数可

数名词,(Acp且(A([.n,发音以元音音素开头C 故

选;C

yo Ao >o0osyC A)rrFp-syy =>i isyg =>i i

能力提升

o =>i sC ;pAsy Bo .osg ;pAs( r)n> s

2 Bo E(s0 Gi?os ro .o

B Asoe <soo EsoC esoy a

cg) 微 S0p.>pFFF  pti0oo0
Bot )pge jo  )gn0oihF udoih)gn

!" !$"#

o -(ohs C it>)oDos y LgpArohnos g ti0oo0s

( r)DorFs2 ri( s0 igFFphFs y0p-hsB F0)n> rF

oe <prrot )gnsoo )g >o@- -0osoC npp- ()hos

oy rpp?(Crpp?ohr)?osog (>p it0p((

o( .p0oigh.p0o

o2 elp解析C句意o没有人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C
.n r)cAvrvic指在将来的某段时间t.n Avrvic表示从
今以后的将来C

o0 Elp解析C句意o'''你和你的祖父母待在一起多
久h ''' 一 段 时 间C jBAcr.Ac意 为 r某 时 it
jBAcr.Acj意为r有时p偶尔itjBAcr.Acj意为r几次p
几倍itjBAcr.Ac意为 r一段时间iC 由句意可知
选dC

o Alp解析C考查主谓一致C 句意o太频繁地玩电脑
游戏对我们有害C 动名词做主语p谓语动词用单
数C 故选 C

oB <lp解析C句意o他想要份工作p并且他认为他能
和其他人在一起好好工作C @Bie 做动词时p意为
r工作it@Bie 做名词时p意为r工作ip为不可数名
词t0Bh意为r工作p任务ip为可数名词C 由句意可
知选=C

Bot )pgA B)( og)gnuj0i..i0

!" !$"+

o tpg@-(os C (i)r)gns y (>pp s g ti0oo0s

(  0i)gohs2 no s0  ptroigs oi )gnsB  pFos

oe ri( ohs oo jp)gn(i)r)gns oC )g >o@- -0os

oy n0pA-ysog .p0oigh.p0oso( -(oh p

Bot )pg< Byoi?)gn$=0) )gn$Gp0oy0it )to$<-r -0o

tp0go0$Bor@Hi((o((.og uC0plot 

!" !$$(

o >pFF)o( s C )gt0oi()gn s y h0oi.Ch0oi. C
h0oi.ohsg )g o0o( ohs( 软>ig?(

2 Alp解析C句意o'''凯丽p谢谢你给我这张漂亮的
邮票C '''不客气c D)(ne gBv ABisB.n,jr)C意为r因
为某事感谢你it\BvBic@c2tBAc意为r不客气iC 由
句意可知选 C

0 elp解析C句意o顺便问一下p你今晚将和谁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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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完全解读 英语l七年级C下o

看电影C hgr)c@(g顺便问一下o.n r).j@(g这样一
来p用这种方法o.n (@(g在某种程度上oBn r)c@(g
在路上y 由句意可知选;y

r Ali解析C句意riii琳达在哪里C iii她或许在家
里y 但是我对此不确定y hcjvicBAL(hBvrjr)C表示
g相信p对hh有把握ty 由句意可知选 y

( Ali解析C考查复合形容词的用法y 句意riii看广
场上的那个女孩c iii啊p我惊讶于一个三岁的女
孩可以跳舞跳得这么好c r)iccUgc(iUB2s 意为g三岁
的tp常用作定语p单词之间用连字符连接p中间名词
用单数y 故选 y

) Ali解析C句意r无论何时我看到鸟p我都会梦想在
天空飞翔y r).ne v<想出osic(ABA梦想o@Bie Bn 从
事o<.te v<捡起y 根据句意可知选 y

)) eli解析C考查代词的用法辨析y 句意riii在一
些国家p人们用筷子吃东西p但是在另一些国家p用
刀叉y iii你瞧p世界各地的人们用餐的习惯是不
一样的y 由gpn jBActBvnri.cjt可知空格处代指g另
一些国家tp故用Br)cijy 故选;y

)2 Ali解析C句意riii在这张照片上p谁是你的英语
老师C iii她是穿着粉红色连衣裙的那位女士y
sicjj后接人o.n 介词p后接表示衣服或颜色的词o
@c(i穿着p戴着p表示状态o<vrBn 穿上p戴上p强调
动作y 由句意可知选 项y

)0 E)h0-(o0[o(0h)hs)- A>og00ign

)B 软>ig? Fp-s)e agnr)(> oit>o0s)i >ih@-g

单元复习方案

Fo r: 微

基础巩固

) <li解析C句意r晚饭后p他过去常常玩电脑游戏p但
是现在他习惯散步y vjcs rBsBjr)C过去常常做某事o
hcL,crvjcs rBsB.n,jr)C习惯做某事y

2 Ali解析C句意r他的祖父母习惯在早晨锻炼y hcL
,crvjcs rBsB.n,jr)C意为 g习惯做某事tp故答案
为 y

0 Ali解析C句意r我想知道当她到达的时候她是否会
给我打电话y 根据句意可知 .A引导的宾语从句应用
一般将来时p@)cn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用一般现

在时y

- eli解析C考查动词时态y 句意r当爷爷读书时p他

戴着眼镜y 从句是一般现在时p所以主句也使用一般

现在时p表示生活习惯y

B Eli解析C句意riii汤姆p今天早晨你为什么上学

迟到了C iii我刚要去上学p天就开始下雨了y

@)cn引导时间状语从句p意为g一hh就p刚hh

就ty

e Ali解析Cvjcs rBhc意为g过去是tp相当于@(jE.n

r)c<(jrp故选 y

i Ali解析C考查连词辨析y 句意r当客人到来的时候

宾馆的经理正在大门口等待y @)cn 的用法之一r由

@)cn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p主句用过去进行时p从句

用一般过去时y 表示某个动作正在发生时p另一个

动作发生了y 故选 y

r el i解析C考查将来时的用法和宾语从句y 句

意riii你知道怀特夫人今晚将什么时候来吃晚饭

吗C iii不知道p但我认为当她空闲时她将会来y

今晚的事还没发生p故用将来时y 故选;y

( eli解析C句意r我妹妹过去很懒惰p但现在她真的

很努力学习y vjcs rBsBjr)C过去常常做某事o hc

vjcs rBsB.n,jr)C习惯做某事ohcvjcs rBsBjr)C被用

来做某事y 由句意知p;项正确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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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g,gooh>oryA) >.F >p.oAp0?软,y>pgo.F

@0)ogh(N

)0 =>og(>onpo(  p >o(-yo0.i0?o 软(>o i?o( i

F)nFinN

)- =>og>onpo(  p(t>ppr软>o 0iDor( FF F-(N

)B -(oh p

)e ;o-(oh pr)?o >oni.o(>pA软F- gpA>or)?o(

 >o(yp0 ( (>pAN

)i 软>o0o-(oh pFoiFig? pyyp() op-0(t>pprN

)r n0pA-ys)( np -ys2 -(oh p0A>og

能力提升

) -(oh ps2 h)hgp -(o ps0 A>ogs- =>ogs

B E)h0-(o pse -(oh p

I用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