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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完形填空题在语篇中测试学生基础、阅读、思维、判断能力,是一种要求高、难度大、区分度高的题型,一

直被认为是学生感到头疼、得分率较低的一种题型。本书专为高二学段的广大同学设计,旨在帮助同学们

掌握一套科学、系统、快速、实用的完形填空训练方法,使您快速增分,不断进步,从而使完形填空解题能力

达到质的飞跃!

本书有四大特色:

策略指导,技巧点拨。

究竟如何有效、快速提高完形填空能力,能否少走弯路,寻找到突破完形填空能力的捷径,本书给出了

明晰的答案:采取科学、综合的应对策略。要基于平时,依靠基础;多听、多读、多记,加大输入量;要培养良

好的阅读习惯和正确的阅读技巧;要学练结合,力求知识能力双突破。

进阶训练,循序渐进。

完形填空能力的提高绝非一日之功,同学们进行完形填空题训练时,且不可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一定

要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因此,本书采用进阶训练方法,题目编排由易到难,适合高二学段全程训练使用。

“基础训练30篇”适合高二学段前期训练使用,“能力提高30篇”适合高二学段中期训练使用,“自我挑战20

篇”其文章难度和试题难度要求已接近高考命题的标准,供高二后期或进入高三学段之前强化训练使用,从

知识和能力两个方面为进入高三学段做好准备。

享受阅读,人文关怀。

本书精选了80篇完形填空文章,体裁和话题丰富多彩。每篇文章不仅题目设计符合高考命题要求,选

点准确,质量较高,同时每篇文章又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让您在提高做题能力的同时,享受阅读的乐趣,

有利于提升您的人文素养,激发您的阅读潜能,可谓一石多鸟。

学练结合,创新设计。

本书突破传统训练方法,强调学练结合,因而设置了颇具个性的“读后自主学习”这一特色栏目。其中

包括:

【答案速查】方便同学们快速查找正确答案。

【自我评价】体验成功,找到学习的快乐。

【答案还原】将正确答案填写到文中空格处,让您在连贯的语境中培养空缺状态下连续思维的逻辑和

习惯,从而正确答题,快速提升完形填空解题能力。

【诵读全文】大声朗读文章3—4遍,整体感知全文,体悟作者意图,培养语感。

【我来总结】要求同学们将完形填空文章中的重点单词、短语和佳句及时进行整理,抄写到笔记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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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整理和抄写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学习过程,另一方面,也为将来进行阶段复习打下良好基础。对文

中的典型句子做英汉翻译练习,可以增强自己的句式理解、分辨能力。

【答案详解】一语中的答案解析,简明扼要地告诉读者解题关键所在。

为保证训练效果,建议同学们充分利用好上述各个栏目,注重读后自主学习,切实提高练习效益。总

之,本书提供的耳目一新的学习方法、创新独到的训练技巧,将带您进入完形填空训练新境界。

另外,为了更好地与同学们交流英语学习的方方面面,我们特意安排了以下两大互动板块:

关注我们的腾讯微博:给力英语

微博中我们将持续发布“给力英语”丛书信息、新书封面等最新消息。

联系我们的 QQ:1329005764

如果您对这一系列的图书有任何的建议或英语学习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 QQ或 QQ邮箱与我

们联系,我们一定竭诚为您服务。

囿于作者水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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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完形填空备考策略

题型概述

完形填空题要求同学们根据短文中的相关信息,从所给四个选项中选择最佳选项将短文补充完整。这

种题型一方面考查考生对词汇的辨析、搭配等运用能力;另一方面考查考生对句子结构、短文内容的理解能

力,对信息的处理和综合推断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它既要求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又要求具有

扎实的语法、词汇和文化知识积累,是一种全面考查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常规题型。

题型特征

完形填空题主要在语篇中考查对词汇的综合运用能力,即根据上下文语境理解文意的能力,一般不涉

及语法知识、习语、句型结构等纯知识性的内容。近几年全国和各地试卷的完形填空命题均呈现以下特点:

1.文章一般比较短小,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每篇文章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

2.首句完整,线索清晰。首句尽可能对所选短文的题材和可能涉及的内容作简单介绍或提示,为同学

们提供必要的信息或提示,为理解短文的大意提供必要的线索。

3.试题以考查对文章的理解和词汇意义为主,常识、语法和习语搭配为辅。

4.所选文章字数一般在260—340词,空格项平均间隔词距为9—10词。

5.所选文章难度并不太大,一般难度略低于阅读理解文章的难度。

6.所选文章题材范围很广,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普知识、历史、地理、日常生活以及人物故事

等。

7.所选文章体裁相对稳定。一般以记叙文和夹叙夹议文为主,有人物、情节发展等线索可寻循,但也

涉及说明文和议论文。

8.空格项以考查实词为主,虚词为辅。侧重考查对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实词的理解和应用,对
代词、介词、连词、冠词等考查得较少。

9.选项设计特点明确。每小题的四个选项均为相同词类,即:如果是形容词,则都是形容词;如果是动

词,则都是动词。干扰项与前后文字都可以形成搭配,干扰项的设计都有不同程度的“迷惑”作用,同学们只

有结合上下文语境才能选出正确答案。另外,各选项中所用词汇不会重复,从而增加了考查的覆盖面。

10.重点考查同学们对整篇文章的把握能力,强调同学们语言运用的相关经验。同学们答题时必须通

篇理解,从整体角度考虑才能判断出最佳答案。从每个小题的设计来看,属于句子层次,即只需读懂空格项

所在句便可以找到答案的题目所占比例极小,而需要通过上下文来考虑的题目要占90%左右,其中有些题

目需要从全文角度去考虑,因此体现了高考完形填空题“突出语篇”的命题思路。

备考策略

由于完形填空能力是一种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因而,提高完形填空能力也需要采取科学的应对策略。

1.不断积累并熟练掌握词汇、语法等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万丈高楼平地起”,完形填空能力的提高必须有坚实的基础、扎实的基本功。英语的基础知识包括语

法、词汇知识,也包括听、说、读、写各项技能。英语的基础知识琐碎繁杂,平时要多听、多读、多记,以求从量

变到质变。只有不断积累,并及时总结归纳所学到的知识,才能为完形填空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对于重要的语法项目,如定语从句、名词性从句、状语从句、倒装句、情态动词等,

要分项归纳,把零星的、分散的知识加以总结概括,而且要每学习一项,就要做该部分相应的练习题,以做到

概念清楚,运用灵活。同时,还要系统学习词汇、短语搭配、惯用法及一些重要句型。在学习词汇的过程中,
尤其要注意词汇在不同语境中的多种含义,也要注意词性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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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大阅读量,培养良好的词感和语感

完形填空题的设计实际是“词感现象”的展示。词感是一种对词或词群的感受能力,语感是一种对语言

或语段、词句的感受能力,词感和语感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完形填空题的解题关键在知识的综合运用能

力,那么词感和语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是难以估量的。词感和语感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又是

关键时刻必不可少的。敏锐的词感和语感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通过多听、多读、
多记和多写,通过大量接触语言材料、大量积累语言素质,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

3.拓宽视野,增加跨文化背景知识

任何一种语言的形成发展都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它包括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学、地理、风俗习惯

以及生活常识等。要准确把握一篇文章的主旨大意,理解作者的意图、态度、观点,文化背景知识起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这就要求考生要在平时多了解、多积累有关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知识以及基本

的地理、历史知识以及生活常识,并在解题时灵活运用这些知识,以求正确把握作者的思维轨迹,正确把握

语篇大意。

4.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熟练的阅读技巧,克服急躁心理

大量的阅读还要以熟练的技巧为前提,良好的习惯为保证。完形填空中的文章阅读起来比较困难,需
跳过空格,了解文意。同学们在做题时,应注意分析文章结构,领会上下文逻辑关系,不要盲目选择,要有根

有据。阅读时要控制时间,并着眼于整句的理解、整段的把握,而不是支离破碎的词的拼凑。切忌遇到生词

就查词典,这样会影响阅读速度。另外,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遇到问题及时解决,持之以恒,定能稳步前进。

5.学练结合,科学训练,力求知识能力双突破

建议同学们科学规划,坚持每日做一篇完形填空题。为了保证练习效果,所做完形填空题应具备以下

特征。
(1)题材和话题多样性。这样可以扩大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不断提高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感悟能力。
(2)难度适中,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一定要避免做偏难、偏怪的题目。
(3)注重读后自主学习。一篇完形填空做完后,决不可将文章束之高阁,应该对文章进行精细加工,充

分发挥文章的剩余价值,提高学习效益。
读后自学的步骤如下:①答案自查,进行自我评价;②答案还原,把正确答案填写到文中空格处;③诵读

全文,大声朗读文章3—4遍,整体感知全文,体悟作者意图;④知识总结。同学们应将完形填空文章中的重

点单词、短语和佳句及时进行整理,抄写到笔记本上。一方面,整理和抄写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学习过程,
另一方面,也为将来进行阶段复习打下良好基础。同学们可以对文中的好句子做英汉翻译练习,以增强自

己对句式的理解和分辨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科学训练,你就可以发现,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观察分析能力有所提高,语感也相应

提高了。自然,你的完形填空能力也就会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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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完形填空解题指导

完形填空的四部曲

1.通读全文,把握大意

做好完形填空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通读全文,通篇理解”。因而,同学们答题时,不应急于看选项、定答

案,应首先把短文从头到尾快速阅读一遍,必要时可看2—3遍。要从整体上感知全文,把握其大意。如果

是记叙文,要找到文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主要事件;夹叙夹议的文章还要弄清作者或主人公的态度、观点

或看法;说明文要把握作者要说明的对象以及所采用的说明手段和方法;如果是议论文则要弄清文章的主

题、论据和结论等。通读全文要一气呵成,尽管有空格、生词或不明白的地方,仍要快速读下去,只有这样才

能准确预测和推断文章的主旨,便于考生整体理解短文,形成完整的思路。要特别注意文章的第一句,根据

这一句可判断文章的体裁,预测文章的大意和主旨。

2.细读全文,确定选项

通读全文时,也许能确定一些选项的答案,但肯定会有部分答案无法确定,这时可结合已确定答案的选

项再读短文。同时,应根据上下文的内在联系、短文自身完整的语境以及英语单词词义的细微区别,综合运

用已掌握的语言知识对把握不大或没有把握的选项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判断和推理。此时,一定要理顺

思路,前后参照,上下贯通,仔细推敲,逐项排除与全文中心思想不一致的选项,最后确定最能恰如其分地表

达中心思想的正确选项。

3.先难后易,各个击破

一般情况下,一篇完形填空必有几处答案难以确定。同学们答题时,务必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在已

知答案的基础上结合文章情景及上下文暗示仔细推敲疑点。有些题目暂时无法确定答案,可以跳过去,先
做容易的题目,读到最后可能会有柳暗花明的感觉。

4.重视复核,消除疏漏

完形填空所选文章往往堪称精品,其逻辑性很强,上下文连贯,脉络自然有序。因此,做完一篇完形填

空后,同学们对文章的线索、脉络以及主旨等心里应该有一种明朗的感觉。填空完成后,如果你还是似懂非

懂,犹如雾里看花,那就证明你对文章的把握还有问题,因而必须再通读一遍文章,验证答案,检查是否前后

连贯,意思通顺。如果有些地方意义含混或矛盾,就应该依据文章的主旨大意并结合上下文信息来重新考

虑,仔细权衡后加以改正。对于个别难度较大的空项,可以凭着自己的语感,坚持第一感觉选择的答案。
总之,做完形填空题要求同学们在实践中体会并做到“细读全文,品味尾句;浏览全文,捕捉信息;先易

后难,逐步完形;瞻前顾后,通读全文”。

完形填空解题技巧

完形填空题以语篇信息为基础,以中心脉络为主线,测试学生在语篇中对英语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能

力,以及阅读、思维和判断等能力。考生要想在此类题目中拿高分,必须掌握一定的解题技巧。

技巧一　巧用首句信息答题

“完形填空”的首句均不设空,而是尽可能多地给同学们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因而,读懂首句可以帮助

同学们建立正确的思维导向,避免走弯路而误入歧途。

1.透视首句信息,感知文章体裁

不同体裁文章的首句往往各有特点,同学们可通过首句去感知文章的体裁,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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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理解和把握全文。
【考例1】EventhoughitwasonlyOctober,thestudentsinmyclasswerealreadywhisperingabout

Christmasplans.Witheachpassingdayeveryonebecamemore　1　,waitingforthefinalschoolbell.
Uponits　2　everyonewouldrunfortheircoatsandgohome,everyoneexceptDavid.

1.A.anxious　　　　 　B.courageous　　　 　　C.serious　　　　　　 D.cautious
2.A.warning B.ringing C.calling D.yelling
分析:这篇文章的首句向读者呈现了时间(onlyOctober)、地点(inmyclass)和人物(thestudents),由

此可知是一篇记叙文,而记叙文一般具有较强的故事性,这为全面理解全文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首句已经暗示了答案,“尽管仅仅才10月份,学

生都已经在谈论圣诞节计划的事了”,由此推断:等待学校放假铃声的心情自然是“变得更加急切了”,因而

填anxious(渴望的,急切的)符合文意;courageous“勇敢的,无畏的”;serious“认真的,严肃的”;cautious“谨
慎的,十分小心的”,均不合语境。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B。由前一句中“thefinalschoolbell”和本句后面的

“runfortheircoatsandgohome”这两处信息可以推知,此处指“铃声一响”,因而填ringing。
【考例2】HaveyoueverhadtodecidewhethertodoshoppingorstayhomeandwatchTVona

weekend? Nowyou1(can)dobothatthesametime.Homeshoppingtelevisionnetworkshavebecomea
2(way)formanypeopletoshopwithout3(ever)havingtoleavetheirhome.

...
Departmentstoresandevenmailordercompaniesare　11　tojoininthesuccessofhomeshopping.

Largedepartmentstoresarebusy　12　theirownTVchannelstoencourageTVshoppinginthefuture.
　13　canaskquestionsaboutproductsandplace　14　allthroughtheirTVsets.

11.A.nervous B.lucky C.equal D.eager
12.A.puttingup B.makingup C.settingup D.lookingup
13.A.Guests B.Assistants C.managers D.Customers
14.A.orders B.goods C.books D.answers
本段文章的首句提出了两种购物方式(传统商店购物和电视购物),可以基本上判断本文是一篇说明

文。文章主要说明电视购物的兴起以及其与传统商店购物相比的优点和不足。说明文一般针对某一现象

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加以说明,每一段往往就是其中的一个角度或侧面,因此,同学们应注意每一段的主旨

大意。
后面列举的这一段说明了电视购物的兴起所引发的一种现象,即百货商店和邮购公司也参与进来,解

题时应围绕这一主旨思考和斟酌答案。第11题说明百货公司和邮购公司急于加入到居家购物的成功中

来,因而答案是 D;第12题说明百货公司所采取的措施,即“建立自己的电视频道来鼓励电视购物”,表达这

一意义应使用动词短语setup,因而选 C项;第13题根据常识可推断:就产品进行咨询的自然是“顾客”,因
而正确答案是 D项;第14题咨询之后最可能的动作是“定购商品”,因而答案选 A。

2.分析首句信息,预测下文内容

分析首句信息有助于我们顺着作者的写作思路,大胆预测下文内容,因为符合逻辑的分析与预测有助

于做好完形填空题。
【考例1】PeterandPaulhadgotpermissionfromtheirparentstocampinafieldclosetotheirfarm.

...Excitedly,theboyswentawaywiththeirtentandfood.
Carryingtheirheavy 　 　1　,thetwobrotherswalkedalongtheriverbank,hardlynoticingthe

distanceorthesunbeatingdown.Theywereeagertoreachtheir　2　 beforelunchtime.
1.A.load B.tent C.food D.storage
2.A.grassland B.destination C.field D.river
分析:首句直接指出了文中的主人公(PeterandPaul)、他们的活动(camp)等信息,可以确定是一篇情

节比较完整的记叙文,并可预测下文描述的内容可能是“野营过程中的经历或所发生的事情”,此时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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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题目答案就非常明确了。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由首句信息可知他们要外出野营,自然可预测他

们应带一些东西,由上文信息“withtheirtentandfood”可以排除 B和 C项;D 项storage意为“储藏,仓
库”,不合“外出野营”这一首句信息;而load意为“重物,负荷”,符合文意,所以正确答案为 A。

第2题同样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B。根据首句信息完全可以预测他们非常期待能

在午餐前到达野营的目的地,因而选B项destination。
【考例2】LangLangisaworld-classyoungpianistwhogrewupinShenyang.
...
Afterhis　1　 performanceatChicago’sRaviniaFestival,gigs(特邀演出)inLincolnCenterand

CarnegieHallstarted　2　in.LangLangfinallyworkedtoreachtheplacewherefortunespotshim,and
letshim 　3　.

1.A.successful B.cheerful C.respectful D.meaningful
2.A.pulling B.breaking C.falling D.pouring
3.A.brighten B.shine C.admire D.develop
分析:由首句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朗朗是一位世界著名的钢琴家。可以推测文章主要讲述朗朗

的成长经历。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根据首句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大胆预测朗

朗在芝加哥的演出很成功,因而应填successful。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D。朗朗在芝加哥获得成功后,特邀演出纷纷而至,因

而填pouring(汹涌而至),形容演出次数之多。
第3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B。朗朗成功了,机会开始寻找他,自然可以推知这些

机会让他耀眼夺目,因而填shine(显得杰出、出众)符合文意。
3.利用首句信息,揣测作者态度

完形填空的语篇中常常渗透着作者对所叙述的故事或人物所持的态度,而文章的首句有时就可能对此

直接给予体现。
【考例】Afterspendingaweekendawaywithmyadultson,Iwassoimpressedbyhisgenerousheart

thatIsenthimthisletter.
Dearson,

Iwanttothankyouforteachingmeavery　1　lessoninlifebythegreatexampleyou　2　.
1.A.humorous B.private C.reasonable D.valuable
2.A.followed B.gave C.set D.took
分析:利用首句信息可知:儿子慷慨大方,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文章通过母亲写给儿子的这封情深

意长的家信,告诉读者一个道理:做人要懂得奉献,不能一味索取。作者对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持有一种

“敬慕、赞扬”之情。显然,作者的这一态度对下文内容有一定影响。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D。由下文儿子帮助他人,为别人付款以及母亲的

所作所为可推断,儿子的举动给母亲上了一堂“有价值的”课,因而填valuable。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作者对儿子的行为持有一种赞扬的态度,因而认

为儿子的行为给人们树立了榜样,所以填set;setsb.agreatexample给某人树立好榜样。

技巧二　巧用上下文语境答题

同学们做完形填空时必须通篇理解,从整体角度考虑,结合上下文信息才能判断出最佳答案。利用上

下文语境确定答案的题目要占全部题目的90%以上,其中需要从全文角度考虑的往往占三分之一以上。
而上下文信息可以出现在同一句、前后句、前后段中,或者出现在文章的开头或结尾部分,因而答题时要瞻

前顾后,并结合文章的首尾句。
1.语境信息在句首或句末

完形填空题的解题信息有时出现在文章的开头或结尾部分,最后几个题目可能需要回读最前面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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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前面的题目也有可能一直到文章最后才出现确定答案的依据。因而答题时要瞻前顾后,综合前后信

息。
【考例1】Sometimesyourbiggestweaknesscanbecomeyourbiggeststrength.
Therewasa10-year-oldboywhodecidedtostudyjudo1(despite)thefactthehehadlosthis　2　

inanaccident....
Onthewayhometheboyasked,“Sir,19(How)didIwinthematchwithonlyonemove?”“You

wonfortworeasons,”themananswered.“First,you’ve20(almost)masteroneofthemostdifficult
throwsinallofjudo.Second,theonlyknowndefenseforthatmoveisforyouropponent(对手)tograb

yourleftarm.”

2.A.onearm B.rightarm C.leftarm D.botharms
【分析】此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少年学习柔道,他的弱点(缺少左臂)恰恰成了战胜对手的优势。第2题

的解题信息在文章结束部分教练所说的一句话“...theonlyknowndefenseforthatmoveisforyour
opponenttograbyourleftarm.”,由该句可知这个男孩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左臂,因而该题的正确答案是

C项。
【考例2】OneafternoonIwassittingatmyfavoritetableinarestaurant,waitingforthefoodIhad

orderedtoarrive.SuddenlyI1(noticed)thatamansittingatatablenearthewindowkeptglancinginmy
direction,2(asif)heknew me....Whenthewaiterbroughtmy　6　themanwasclearlypuzzledby
the　7　 (familiar)wayinwhichthewaiterandI8(chattedwith)eachother.Heseemedevenmore

puzzledas9(time)wentonanditbecame10(clear)thatallthewaitersintherestaurantknew me.
Finallyhegotupandwentintothe　11　.Whenhecameout,hepaidhisbilland12(left)without
anotherglanceinmydirection.

6.A.menu B.bill C.paper D.food
11.A.restaurant B.washroom C.office D.kitchen
【分析】此文记叙的是“侦探误认为作者是要寻找的对象,幸亏饭店里的人很熟悉作者而避免了一场误

会”。文章首句向读者呈现了事情发生的地点(inarestaurant),这一首句信息对确定第6题的答案 D
(food),第11题的答案 D(kitchen)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语境信息在同一句中

有时,答题信息就在本句中,或前或后,也可能在主句或从句中,同学们只要正确理解本句信息就能确

定答案。
【考例1】Severalyearsago,whileattendingacommunicationcourse,Iexperiencedamostunusual

process.Theteacherrequestedusto 　1　 anythinginourpastthatwefeltashamedof,readthelists
aloudandthensuggestedwefindwaysto2(apologized)topeople,...

1.A.write B.list C.review D.recall
【分析】此段作者记述了数年前的一次经历,即老师要求列举曾经做过的令人遗憾之事,然后去向有关

人员道歉。第1题的答题信息就在本句后一部分“readthelistsaloud...”,不难确定正确答案是B项。
【考例2】Kidsarefloodedwithmediamessagesonalcoholuse.Theyalsomaybepressuredbypeersto

1(drink).However,asaparentyouhavemuch2(influence)onthechoicesyourchildmakes.Take
action:ifyoufindalcoholinyourchild’sroomorbackpack,orsmellalcoholonhisbreath,donot　3　
it.

3.A.ignore B.mind C.care D.throw
【分析】此段落所在文章主要谈父母应如何采取各种措施阻止孩子饮酒。第3题的答题信息在本句前

面的“Takeaction”,由此可以推断,父母对于孩子饮酒的现象不能忽视,因而正确答案是 A项。

3.语境信息在前后句中

许多题目的答题信息在相邻的前后句中,同学们只要前后寻读一般就能发现确定答案的依据。
【考例1】Sometimesyoucan’tbelievewhatishappeningbeforeyoureyes.Allherbigbrother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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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terswereofftoschool.Ourthree-year-olddaughter,Becky,felt　1　 athome.Cattleandhorses
weretoobigforhertoplaywith.Oh,mypoordaughter.

1.A.lonely B.free C.happy D.excited
分析:第1题的答题信息在前一句,该句说明了小孩孤独的部分原因,即“大哥哥和大姐姐都上学去

了”,后一句又说明“牛、马太大,不适合小孩子一起玩耍”,因而可推断:小孩子感到“孤独”,正确答案是 A
项。

【考例2】Astime1(wentby)Ibegantorevaluemyearlierrough2(judgment).Iknew Al’snow
adultson,Ernie.Heisoneofthekindest,most　3　,mostlovingmenIhaveeverknown.Isawthe
lovebetweenErnieandhischildren,thinkingthatkindnessandcaringhadcomefrom4(somewhere).

3.A.clever B.caring C.respectable D.special
【分析】该段落旨在说明 Al的儿子所具有的优点,第3题的解题信息就在空格后的一句中“thinking

thatkindnessandcaringhadcomefrom4(somewhere)”这一部分,因而正确答案选B。

4.语境信息在前后段中

有时,答题的信息出现在前后段落中,甚至是在其他段落中,这就要求同学们“心在本题,眼在远处”,尽
快搜索到答题依据,从而确定正确答案。

【考例1】Itwasalongtime1(before)Iwasabletocompletelyunderstandthemeaningoftheirgame.
2(One)ofthem wrotetheword“Shmily”inasurprisingplacefortheothertofind.Assoonasoneof
themfoundit,itwashisorherturnto3(hide)itoncemore,forexample,inshoes,underpillows,even
intoiletpaper...Theirwayoflife,ratherthanonlyagame4(showed)theirlove,whichnoteveryoneis
5(lucky)enoughtoexperience.Theyheldhandseverytimetheyhadfinishedeachother’ssentencesand
wentto　6　together.

...
Now,itwasevenworse,buttheystillwenttochurchtogether.
6.A.church B.work C.kitchen D.hospital
【分析】此文讲述的是作者的爷爷和奶奶所做的一个特殊游戏,即写“S-h-m-i-l-y:seehowmuchIlove

you”,然后掩藏起来,让对方寻找。第6题的解题信息出现在第三段(第二段略)中“buttheystillwentto
churchtogether,”由此可知,夫妻两人做完游戏后经常一起去教堂,因而正确答案是 A。

【考例2】LilydidstayatCarthartOverallCompany...for51years.Allbecausethemanagerhad

givenher　20　 whensheknockedonthedoor.
20.A.pride B.satisfaction C.confidence D.success
【分析】此段落出自一篇记叙文,讲述的是一位受教育少、没有技能的女孩 Lily去找工作,由于公司经

理的信任,Lily在公司一干就是51年,足见“信任”的力量。20题的答题信息在前一段中“Justthen,the
dooropenedandMagaretwalkedin.Shecame16(directly)overtoLily,puttingonehandonthedesk
andtheotheronthegirl’sshoulder.She17(read)thecompletedletterandpaused.Thenshesaid,“Lily,

you’redoinggoodwork!”这几句,可知经理鼓励了Lily,表现出对她的极大信任,因而正确答案是 C项。

5.语境信息在全文中

有些题目的答题信息在整个语篇中,需要通篇理解,综合全文信息,从整体角度考虑才能判断出最佳

答案。
【考例1】...Yearslater,theteacherstillhadMarco’srockonherdesk.Atthebeginningofeach

schoolyear,shewouldtellherclassaboutthegentleboywhotaughtherandherclassnottojudgeabook
byits19(cover).Andthatit’swhat’sontheinsideofothersthattruly　20　.

20.A.minds B.costs C.means D.matters
分析:该段落出自一篇夹叙夹议的短文,讲述的是衣着不整的 Marco刚转学到一个班级时受到同学们

的轻视,但经历了一次比赛和诸多事情后,老师和同学们意识到不能以貌取人。第20题的答案要从整个语

篇来分析,尾句进一步突出了文章主题,意思是“真正重要的是他人内在的东西”,暗示上文孩子们仅靠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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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待 Marco是不正确的,因而正确答案是 D项。
【考例2】...I’m18(proud)tosaythateachsummerI’mtheonewhoopensthegateforabusfullof

19(young)menwhoneedsomeonetobelieveinthem,sotheycanlearnto　20　themselves.
20.A.dependon B.believein C.devoteto D.referto
【分析】此题答案也要结合全文信息确定,由文章内容可知,农场里组织的活动目的就是培养孩子们的

自信心,因而确定使用believein,正确答案是B项。

技巧三　根据文化背景常识答题

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历史背景、生活常识等各不相同,而这些差异必然会影响到人的思维

和行为习惯,显然这方面的背景知识掌握得越多,就越有助于我们做好完形填空题。

1.研读语言背景,运用生活常识

完形填空的文章内容往往与文化生活、史地知识、生活科技等相关,有些内容是我们已经掌握的生活常

识。答题时要充分调动相关知识帮助我们分析、推断,最终确定答案。
【考例1】Thewindhadpickedup,andangry,darkclouds1(rolled)acrossthesky.Hecouldsmell

theraincoming.Anditdid.2(Suddenly),thelightningflashedthroughtheclouds,nearly3(blinding)

Raul.Thethunder(雷声)wassoloudthatheburiedhis4(head)inhishandsandrubbedhiseyes.Then
heheardit.Hoofbeats(蹄声).He5(lookedup).Therebeforehimstoodatall,white　6　.Anoldman
stareddownathimfromitsback.

6.A.tiger B.horse C.lion D.elephant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答案的确定与生活常识有关,人能够坐在上面,并且还有蹄

声,那么在四个选项中自然应该是马,因而正确答案是B。
【考例2】Itisa1(habit)inBritaintogoforadrinkwithfriends.Peopleoften2(meet)atapub

beforegoingontoanotherplace.OnFridayandSaturdayeveningpubsinsomecitycenterscanbevery
　3　.

1.A.beautiful B.surprising C.crowded D.lonely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结合生活常识可以推测,周末时的酒吧往

往比平时生意更红火,因而人满为患,所以填crowded最佳。

2.熟悉中外文化,利用文化背景知识

对英语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知识了解得越多,解题时的难度就越小。因而,答题时可以及

时调动大脑中的知识储备,大胆猜测,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考例1】...Sixteenisa1(prideful)age,whenayoungmanwantsrespect,notcharity.Itwas1976,

andtheugly　2　ofracialdiscriminationwas　3　afactoflife.I’dseenmyfriendsaskforcreditand
thenstand,headdown,whilethestoreowner4(questioned)whethertheywere“goodforit”.Iknew
blackyouthsjustlikemewhowere5(watched)likethievesbythestoreclerkeachtimetheywentintoa

grocery.
2.A.invention B.shadow C.habit D.faith
3.A.thus B.just C.still D.every
【分析】本段文字所在原文通过记述作者去商店买酒这一事情,反映了即使在种族歧视阴影犹存的年

代,黑人JamesWilliam一家仍以诚实守信而赢得了店主和邻居们尊敬和信任。要想做好这两个题目需要

同学们对20世纪中期美国存在着明显的种族歧视这一历史背景有所了解。第2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

的使用,正确答案是B,此处的语境是种族歧视的阴影还一直笼罩在人们身上,因而用shadow表示“阴影”。
第3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副词的用法,正确答案是 C。由历史知识可知,当时种族歧视仍然是生活中的一种

现实,因而应填still。
【考例2】...Thentheladyturnedtoherhusbandandsaidquietly,“Isthatallitcoststostarta

1(university)? Whydon’twejuststartourown?”Herhusbandnodded.2(Since)theirofferwastu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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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Mr.andMrs.StandfordtraveledtoCaliforniawheretheyfoundedtheUniversitythatbearstheir
　3　,amemorialtoasonthatHarvardnolonger4(cared)about.

3.A.name B.character C.picture D.sign
【分析】这段文章涉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由来。一对夫妇为了纪念已故的曾就读于哈佛大学的儿子,

请求校方同意他们在哈佛大学盖一幢楼,却遭到了学校校长的拒绝和讽刺,最后他们去了加利福尼亚创建

了斯坦福大学。只要同学们对斯坦福大学的 历 史 背 景 略 知 一 二,再 结 合 文 中 提 到 的 Mr.and Mrs.
Standford,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第3题 A项为正确答案。

技巧四　利用句子的逻辑关系,综合推理判断

完形填空题所选用的文章往往有较强的逻辑关系,这些逻辑关系主要包括并列、原因、结果、让步、转
折、补充、时间顺序、目的、条件等。而文中的逻辑关系又是依靠不同的连词来表达的,如but,for,and,or,

while,so,therefore,infact,however,firstofall,then,finally,atlast,forexample等,它们在文章中起着

“篇章纽带”的作用,许多题目都会受这些逻辑关系的影响,因而这些表示逻辑关系的连词完全可以作为做

完型填空题的路标。

1.依据句中表示并列或时间、空间的顺承关系的连词

【考例1】Therehasalsobeena1(quick)increaseinthenumberofsinglemothers,2(especially)

amongteenagers.Somepeoplehaverelatedthisincreasetotherisein3(crime).Theyfeelthatthe
shortageofafather’srolemodelhas　4　thesechildrenandmadethemdothingsthattheyshouldnot
do.

4.A.damaged B.killed C.benefited D.beat
【分析】此段文章讲单亲母亲家庭对孩子的不良影响,第4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答案的确定

可以根据空格后连词and之后所表达的意义来确定,“缺少父亲角色会使孩子们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由此自然可推断“缺少父亲角色”会“伤害、损害”孩子,因而正确答案是 A项。

【考例2】Iboughtasmallcatfromtheshop.Wenamedthe1(new)oneYuri.Yuriisaveryactive
and　2　cat,andshealwaysfollowsandseveraldayslatersheeven　3　 mymother.Shelovestoplay
withus.

2.A.foolish B.quiet C.friendly D.terrible
3.A.bites B.troubles C.frightens D.hates
分析:此段文章描述作者新买的猫的特性及其活泼可爱的表现,其中两处并列连词and,还有表示时间

顺承关系的severaldayslater都是解题时应该考虑的逻辑线索。第2题考查形容词的使用,因连词and的

关系所填单词要与active相应,因而很容易确定正确答案是 C;第3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此句继

续描述猫的可爱表现,四个选项中只有troubles符合常理,因而正确答案是B项。

2.依据句中表示原因和结果关系的连词

【考例1】Somekidsstarttodrinkalcohol(酒)atayoungage.Theythinkitispartof1(becoming)

anadult.Theyalsothinkdrinkingisnottoo　2　becausesomanypeopledoit.Theyfeelitisnotasbad
astaking3(drugs)....

2.A.interesting B.exciting C.bad D.expensive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空格所在句中的连词because是重要的解题信息,由此可

以看出主、从句之间是因果关系。根据“有如此多的人饮酒”这一原因,自然可推断出结果:孩子们认为饮酒

并不是“太坏之事”,因而正确答案是 C项。
【考例2】Duringthedinner,wehadapleasant1(conversation)whichwasnothingspecialbutjust

aboutrecenteventsineachother’slives.Wetalkedsomuchthatwe 　2　 themovie,whichwehad

plannedtosee.
2.caught B.saw C.remembered D.missed
【分析】该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空格所在句中表示逻辑关系的so...that(如此……以至

01

高中生一定要做的英语完形填空(高二)



于)是答题信息,不难看出作者和对方忙着交谈,以至于“错过了”看电影之事,因而正确答案是 D 项,C项

违反逻辑意义。

3.依据句中表示转折意义或让步关系的连词

【考例1】Ilearnedhowtoacceptlifeasitisfrom myfather.　1　,hedidnotteachmehowto
acceptwhenhewasstrongandhealthy,butratherwhenhewas　2　andill.

1.A.Afterwards B.Therefore C.However D.Meanwhile
2.A.tired B.weak C.poor D.slow
【分析】文章首句讲作者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学会了如何面对生活,之后的话与首句之间有转折关系,因

而使用表示转折意义的副词however,故第1题正确答案是 C项;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用法,句
中表示转折意义的连词but是解题信息,由此不难看出:与前一句中的strongandhealthy这一意义相反的

意义必然是 weakandill,因而第2题正确答案是B项,此处另一个并列连词and也起着暗示作用,与ill并

列的意义自然是 weak。
【考例2】Myfamilyhascatsagain,andwecanfeelatpeaceandateasewiththem.ThoughMomo

andYurihave　1　characters,Ilovethemboth.
1.A.same B.funny C.strange D.opposite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空格所在句中的连词though是重要解题信。though表示

让步意义“尽管两只猫个性不同,我都喜欢”,填其他形容词不符合逻辑意义,因而正确答案只能是 D项。

4.依据句中表示条件和结果关系的连词

【考例1】Parentsmaystarttonoticea　1　intheirchild’sbehaviousifthechildstartsdrinking.
Kidswhodrinksometimesstopdoingthingsthey2(usually)likedtodo....

1.A.result B.change C.habit D.danger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句中if条件状语,“孩子开始饮酒”这一条件必然会产生一定

后果,不难推断:孩子的行为会发生某种变化,因而正确答案是B项。
【考例2】Afterthat,whenIbecameangrywithsomeone,I1(always)rememberedhiswordsand

became2(calm).Iffathercouldreplacehisgreatpainwithafeelingofloveforothers,therewasno
reasonthatIcouldn’t　3　allmyanger.Inthisway,Ilearnedthepowerofacceptancefrommyfather.

3.A.giveup B.keepup C.insiston D.putoff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短语动词的使用。if条件状语从句“如果父亲都能用对他人的爱赶走自己

的痛楚感受,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放弃生气”,暗示自己体会到了一种生活的道理:笑对人生,坦然接受一

切,因而正确答案是 A项。

5.依据句中表示举例和解释等关系的连词

【考例1】Talkearlyand1(often)withyourchild.Tellyourchildrenwhatyouexpectfromthem
2(if)theyareofferedalcoholanytime,　3　 .Forexample,atapartywherealcoholisbeingserved.

3.A.somewhere B.anywhere C.everywhere D.nowhere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副词用法。后一句“Forexample,atapartywherealcoholisbeingserved.

”所举例子是地点,再根据前面的并列成分anytime,可以确定使用anywhere。选B。
【考例2】Eagles(鹰)1(prefer)tobuildnestsalongcoastlines,Wattssays,　2　inthesameplaces

wherehumanbeingswanttolivetoo.
2.A.often B.seldom C.never D.little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副词的用法。本句中句末的解释性信息“too”是答题暗示:前后句都表达

一种肯定的意义,即鹰和人类都常常愿意在沿海地区居住,因而使用often,所以正确答案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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