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卓越·360 学能综合评定（4 年级组） 

英语  参考答案       
 

 

一、语音部分：选出不所给单词划线部分发音相同的一项。（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1. B  解析：此题考查[k]的发音，  A. [g]；  B. [k]；  C. [s] 

2. B  解析：此题考查[]的发音， A. []；  B. []； C. [] 

3. A  解析：此题考查[j]的发音，  A. [j]；  B. []；  C. [] 

4. B  解析：此题考查[]的发音， A. []； B. []； C. [] 

5. C  解析：此题考查[t]的发音， A. [g]；  B. []；  C. [t] 

 

二、词汇部分。（共 20 分） 

（一）找出每个花盆中丌同类的单词，并把它写在横线上。（每空 1 分，共 5 分） 

6. week      解析：Sunday, Monday, Tuesday 是具体星期，week 是总称。 

7. subject    解析：Chinese, English, art 是具体科目，subject 是总称。  

8. summer    解析：April, June, March 是月份，summer 是季节。 

9. kitchen    解析：gym, classroom, library 属于学校场所，B 属于家庭场所。 

10. or       解析：large, right, else 是形容词，or 是连词。 

 

（二）把小明带回家：（小明迷路了，请你帮他找到回家的路。可是一路上困难重重，你得帮助他通过每一个关

卡，找到正确的那条线路，他才能顺利地回到家，小朋友们，加油！）（每空 1 分，共 10 分）                                                                                                                                                                                                                                                                                                                                                                                                                                                                                                                                                                                    

11. having, lunch      解析：根据图片，可以他们看出正在吃饭，be 动词接动词 ing，所以第 

一空填 having；以字母 l 开头的三餐有：lunch(午餐)，第二空

填 lunch。 

12. help, learn    解析：根据图片，老师们可以帮助孩子们学习。 

13. grows, flowers      解析：根据图片看出，这个女孩子经常在花园里种花。 

14. favourite, maths 或 math  解析：结合句子和图片，句意为：我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 

15. in, front      解析：根据图片可以看出农民在车子的前面。 

 

（三）根据括号中的提示，改变下列单词的一个字母，将它变成另一个单词。（每空 1 分，共 5 分） 

16. cat/ bat          17. nine        

18. bike           19. cook       20. shirt 

 

  



三、单项选择。（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21. A  解析：根据答句“At six o’clock. ”可知问句问的是时间，问时间用 What time。  

22. B  解析：此题考查 there be 就近原则，be 动词的单复数由 some water 决定，water 为不可数名

词，be 动词应该用 is。 

23. B  解析：母亲节在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24. B  解析：根据句意，我们看不见那只狗，说明小狗在门后面。 

25. A  解析：此题考查 want to do 的用法，表示想要做某事。 

26. C  解析：此题考查跨文化交际常识。美国国旗上有 50 颗星，代表 50 个州。 

27. B  解析：句中关键词为 look，判断为现在进行时，结构为：主语+be+动词 ing。jump 的动词

ing 形式为 jumping，不需要双写。 

28. C  解析：It’s time to+V 原，表示是时候做某事。 

29. A  解析：A 选项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B 选项是英国的大本钟，C 选项是中国上海的东方明珠塔。 

30. B  解析：be 动词与动词原形 have 不能一起使用，应该用 do/does 来提问，each pupil 为三单，

故用 does 来提问。 

31. A  解析：let 是动词，后面要用宾格，选项中只有 A 才是宾格。 

32. B  解析：通过答句：He is strong. 可以判断问句要问，你哥长什么样？be like，意为“怎么样”。 

33. A  解析：an 后面加元音音标开头的单词；a 后面加辅音音标开头的单词；uniform 是辅音音标

开头的单词，所以用 a. 

34. C  解析：CCTV News 指新闻联播，晚上七点开始；a.m.是指上午；p.m.是指下午。 

35. C  解析：当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要说：谢谢。 

 

四、根据上下文，选择恰当的句子把对话补充完整。（每空 1 分，共 5 分） 

36. D  解析：由下文 I want to buy a T-shirt for my father 可知，对话发生在购物场所。  

37. B  解析：由上文 I want to buy a T-shirt for my father 可联想到今天是父亲节。    

38. E  解析：What colour 提问的是颜色，所以答语必须包含颜色 

39. A  解析：根据答语 Size L 可知上文提问的是尺码。    

40. C  解析：根据答语 100yuan 可知上文提问的是价格。 

 

五、阅读理解。（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一）读表格，选择正确答案。 

41. A  解析：观察表格，Price 这一竖行是跟价钱有关系，所以是价格。 

42. A  解析：关键词 jacket，只有 Brown 这个颜色。 

43. C  解析：A.选项的总价钱为 110 元；B 选项的总价钱为 110 元；C 选项的总价钱为 100 元。 

44. B  解析：关键词为 pink，有粉色的分别是：Cap 和 Sweater。 

45. C  解析：a dress 是 60 元；two coats 是 200 元；总价为 260 元。 

 

 



（二）根据短文，补全句子。 

46. twenty-fifth    解析：由 Christmas Day falls on the twenty-fifth of December.这一句可知道答案为

twenty-fifth。 

47. Christmas tree  解析：由 every family will buy a Christmas tree and put it in the middle of the living 

room. And their houses look more soft and beautiful.这两句可知 Christmas 

tree 让他们的房子变得更柔和和漂亮。 

48. presents       解析：由 On Christmas Eve(前夕), children always hang up(挂起) their Christmas 

stockings and hope Father Christmas will come to put presents in them.”可

知孩子们挂起圣诞袜是为了期待礼物 presents。 

49. Turkey        解析：由句子 They usually get together and eat turkey that day.可知 turkey(火鸡)

是圣诞节重要的食物。 

50. happy         解析：由句子 They have a very good time during the festival.可知圣诞期间他们都

过得很开心，前面 be 动词限制，空格处只能填 happy。 

 

六、智力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51. B  解析：第一个数字加 5 得到第二个数字，第二个数字加 10 得到第三个数字，第三个数字加

15 得到第 4 个数字，所以是 33。 

52. B  解析：“Trick or treat”（不请吃就捣蛋），是孩子们万圣节（Halloween）常玩的游戏。 

53. A  解析：由图片可以看出，是两个 C，两个 D，两个 E 组成的，接下来由两个 F 组成。 

54. C  解析：Like father, like son 的意思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55. B  解析：题意“我们可以在       国旗上看到枫叶”。A. 日本，B. 加拿大，C. 英国 

 

七、写作。（共 10 分） 

56. 评分要求： 

（1）没有写题目扣 1 分。 

（2）出现真实姓名扣 2 分。 

（3）一处语法错误扣 0.5 分。 

（4）字数不够，五个单词扣 1 分。 

（5）离题最多给 1 分。 

（6）内容须包含外貌、居住地、爱好，少一项扣 2 分。 

（7）作文格式错误，扣 1 分。 

【参考范文】 

My Favourite Animal 

Of all the animals, I like the panda best. I think it is very cute. It is from China. It has two big 

black eyes and two big ears. It likes eating bamboos for food. And it loves climbing trees and 

sleeping. This is my favourite animal. I like it very mu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