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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高中英语学习过程中,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是平时各种测试、更是高考测试的重头

戏,两者均通过语篇测试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以及阅读、思维和推理判断能力,而这些

能力又都是中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本书专为高一学段的中学生朋友设计,旨在帮

助同学们掌握一套科学、系统、快速、实用的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训练方法,使您快速增分,

进入轻松、高效的学习快车道!

本书具有以下特色:

双管齐下,科学搭配。

本书采用“1+1”模式,即每单元安排1篇完形填空和1篇阅读理解,双管齐下,各个击

破。题材上尽可能全面覆盖新课标所要求的话题项目,符合高一学段学生的实际需求。编

写过程中紧扣新课标要求,立意新、选材新、设题新。精心设计、寓学于乐。

策略指导,技巧点拨。

究竟如何有效、快速提高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能力? 能否少走弯路,寻找到突破阅读和

完形能力的捷径? 本书给出了明晰的答案:那就是要采取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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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阅读,人文关怀。

本书精挑细选了120篇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文章,体裁和话题丰富多彩,由易到难,循

序渐进。每章文章的考题设计符合英语测试命题要求,选点准确,质量较高,内容贴近中学

生生活,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同时又蕴含着人生哲理,让学生在提高做题能力的同时,享受

阅读的乐趣,有利于提升人文素养,激发阅读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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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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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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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阅读理解文章中的重点单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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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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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前冲刺复习打下良好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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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你带入完形填

空和阅读理解训练新境界。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以下人员的帮助和支持,特此致谢:

王汝荣,周修华,程福龙,范淼,彭云琪,廖筝,赵天奇,王晶晶,侯险峰,潘世冉,张爱娟,

林艳清,孔潇博,吴瑞,杜蕾,周长清,马涛,付佳南,吴法源,梁艳青,张万珠,王莹,李玲,杨天

国,金洪芹,李湘萍,朱静蔚,陈勇,齐卉,郭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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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账号:

公众号名称:中小学英语学习辅导

类　　　型:普通公众账号

微　信　号:English-for-Students
功 能 介 绍:给力英语系列产品的网上维护端。解答读者在英语学习上的各种

疑难问题。

二　维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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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竭诚为您解答。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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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完形填空题备考策略、技巧指导

【如何快速提高完形填空能力】

题型概述

完形填空题是英语学习中阶段性考试和高考试卷中客观试题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同学们感到比较困

难、得分率较低的一种综合性题型。该题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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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对词汇的辨析、搭配等运用能力;另一方面考查同学

们对句子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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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要求同学

们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又要求同学们具有扎实的语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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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题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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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句尽可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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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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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略低于阅读理解中文章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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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发展等线索可循,但有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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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题目需

要从全文角度去考虑,因此体现高考完形填空题“突出语篇”的命题思路。

五大备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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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平时要多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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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中生一定要做的英语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高一)



基础。
同学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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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大阅读量,培养良好的词感和语感

完形填空题的设计实际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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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基础知识和

综合运用能力,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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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地接触语言材料,大量地进行语言素材的积累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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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习惯作为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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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上下文的逻辑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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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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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和话题的多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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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发挥文章的价值,提高学习效益。
读后自学的步骤如下。①自查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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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高效地做好完形填空题】

完形填空高效解题三步曲

1.通读全文,把握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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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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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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全文时要一气呵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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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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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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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会有几处答案难以确定,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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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及上下文暗示仔细推敲疑点。

完形填空四大实用解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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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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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尽可能多地给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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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体上

理解和把握全文。
【考例1】Henrywasassignedtothispublicschoolinthemiddleoftheyear,andtheheadmasterasked

himtoteachClass4rightaway.Heheardthattheformerteacherbeforehim 　1　suddenly,butthe
headmasterdidn’ttellhim 　2　.

1.A.left　　　　　　B.dismissed　　　　C.disappeared　　　D.stopped
2.A.how B.when C.who D.why
【分析】这篇文章的首句向读者呈现了故事发生的时间(inthemiddleoftheyear)、地点(thispublic

school)和人物(Hen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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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由首句可知故事的主要内容是“新老师在一年的

中间来接课”,自然是因为原来的老师突然“离开”,因而使用left最佳;B项应使用被动语态。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疑问代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D。

【考例2】Yearsago,ifateenagerhadsomeproblemsinherlife,shemightgohomeandwriteinher
diary.Now,ateenagerwiththesame　1　 mightgoontotheInternetandwriteaboutthemina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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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anyways,adiaryandablogarevery　2　.So,whatmakesbloggingdifferentfrom writingina
　3　 diary?

1.A.interests B.problems C.diseases D.ideas
2.A.familiar B.special C.similar D.different
3.A.ordinary B.interesting C.secret D.traditional
【分析】文章首句说明了一个过去存在的事实:青少年在生活中有问题时,有可能在日记中把问题记录

下来。而下文又提到了网络时代的新做法,那就是把问题在博客中发表出来。由此可知,此文是一篇说明

文,通过传统日记和网络博客的对比,说明网络博客的特点。文章首句点明了部分话题,第二句就基本上点

出了作者的意图,同学们解题时要从两种方式对比的角度去理解文章。可见首句对把握文章体裁和确定题

目答案大有帮助。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B。首句提到青少年曾经通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问

题,而后一句则说现在记录问题的方式是通过网络博客,因而两句讲的都是记录“问题”,所以应使用名词

“problems”。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由前两句可知,传统日记和网络博客有相似之

处,都是用来记录生活中的问题的,因而此处使用“similar”。
第3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D。相对于现代网络而言,记日记是一种“传统的”

方式,因而使用“traditional”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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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于我们做好完形填空题。

【考例1】Astoreownerwasfixingasignabovehisdoorthatread“Puppies(小狗)ForSale.”Signs
likethathaveawayof　1　 smallchildren,andsureenough,alittleboyappearedunderthestore
owner’ssign.“HowmuchamIgoingto　2　forthepuppies?”heasked.

1.A.moving B.encouraging C.attracting D.exciting
2.A.spend B.cost C.pay D.sell
【分析】首句直接描述了店主正在做一件事情:在门上方安放一个出售小狗的标志,由此可以确定这很

可能是一篇情节比较完整的记叙文,并可预测下文描述的事情与孩子买小狗有关,此时文中部分题目的答

案就非常明确了。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首句提到店主在门口安放售狗标牌,根据常识可

知小孩一般都喜欢小狗,因此这样的标牌会吸引孩子,所以使用attracting。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孩子询问店主,自然关心“我要付多少钱”,因而只

有pay和句中for搭配才能符合语境。

【考例2】Janewasauniversityteacher,andshewasdeeplysad.Ithadbeennearlyhalfayearsince
Frank,herbelovedhusbandoffortyyears,had　1　.Shetoldherselfthatsheshouldbegratefulforall
the　2　 yearstheyhadhadtogether.

1.A.goneabroad B.passedaway C.tookoff D.gaveup
2.A.happy B.sad C.hard D.easy
【分析】由首句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这位大学教师非常悲伤,因而预测她丈夫可能已经去世,因

而文中许多题目的答案便可结合这一背景来确定。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短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B。根据首句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大胆预测

教师的丈夫去世,而四个选项中只有passedaway有此意义。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由本句中的“grateful(感激、知足)”可以推断他

们夫妻度过了幸福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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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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IranianlawyerandactivistShirinEbadi,wasawardedthe2009 NobelPeacePrizeon

October10thforherlongfightforhumanrights,　1　fortherightsofwomenandchildreninhernative
land,　2　thefirstIranianandthefirstMuslimwomantowinthehonour.

1.A.naturally B.fortunately C.especially D.clearly
2.A.becoming B.reporting C.realizing D.announcing
【分析】利用首句可知文章主人公的伟大和不平凡,表现出作者对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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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副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此处使用especially表示强调,具有突出杰出人物

品格的作用。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强调伴随的情况,意为主人公“成为”第一位获此

殊荣的穆斯林女士。

技巧二　巧用上下文语境答题

同学们做完形填空题时必须通篇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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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例1】Nicksatinmyclassroomafterschool,fiveyearsago,wantinghelponaresearchpaperthat

stoodbetweenhim andgraduation.An 　1　 studentattheschool,hefeltmuch worriedabouthis
assignment.

Many　2　findthemselvesinthesameposition:Achildfeelslostwithhomeworkandturnstoyou
forhelp.

1.A.average B.excellent C.honest D.clever
2.A.children B.teachers C.parents D.students
【分析】短文首句向读者呈现了故事发生的时间(afterschool,fiveyearsago)、地点(inmyclassroom)

和人物(Nick,my)。读完首句,全文的概貌已基本呈现在读者脑中,作者以孩子 Nick写毕业论文为例,讲
述了家长应该如何正确帮助孩子。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解题信息出现在本句的后一部分“hefeltmuch
worriedabouthisassignment”以及第二段所提到的“孩子作业有困难找家长帮忙”,由此可以推断这样的学

生最有可能是“成绩一般的学生”。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解题信息在后一句的“achild”及后文多次提到的

“parents”这些信息,不难看出处于同样境地的是“父母”。

【考例2】Thebiggest　1　 withbloggingisthatanyonecanreadwhatyouwrite.IfIwasangrywith
afriendduringhighschoolandwrotesomething 　2　 aboutherinmydiary,shewouldneverknow.
　3　,if mysistereverwrotesomethingbadaboutafriend,thatfriend mightreadherblogand

get　4　.
1.A.problem B.doubt C.value D.mistake
2.A.uninteresting B.wrong C.ill D.funny
3.A.Besides B.However C.Therefore D.Then
4.A.excited B.surprised C.angry D.puzz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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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段文章主要说明网络博客的最大问题是内容具有公开性。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下文信息“ifmysistereverwrotesomethingbad

aboutafriend,thatfriendmightreadherblog”说明:博客内容会被别人看到,如果说了别人的坏话会伤害

感情,因而推断这是“问题”。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解题信息在后一句“wrotesomethingbadabout

afriend”,somethingbad等于somethingill(恶意的),即“坏话”。
第3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副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B。此处前后所表达的内容具有转折意义,因而使用

However。
第4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本句前面的信息“somethingbad”暗示会使对方

生气。

【考例3】Thestoreownersaid,“No,youshouldn’tbuythatlittledog.Ifyoureallywanthim,I’ll

justgivehimtoyou.”

Thelittleboygotquite　49　.Helookedstraightintothestoreowner’seyes,pointinghisfinger
andsaid,“Idon’twantyoutogivehimtome.”

49.A.pleased B.anxious C.upset D.hopeful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用法,正确答案是 C。解题信息在全文最后,“Tothis,thelittle

boyreacheddownand 　53　(rolledup)histrouserstoshowabadlytwisted,disabledleftleg　54　
(supported)byabigmetalbrace(支架)”,由全文最后小孩的言行可以看出,店主说把狗送给他事实上伤

害了小孩的自尊,因为小孩和这条小狗同病相怜,可见用upset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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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形填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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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wasveryangryaboutthefactthat,hereinBeijing,inthemiddleofadroughtthat　1　

millionsofpeople,therewerefountains(喷泉)goingalldayandsprinklers(洒水车)sprayingwater.
1.A.interested B.shocked C.discouraged D.affected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D。答案的确定与生活常识有关,干旱是一种自

然现象,应表示对数百万人有“影响”,因而用affected最佳。

【考例2】Whenthetrainreachedthefrontier,apolicemancameintolookatthepassengers’　1　
andbegantoexaminetheirthings.

1.A.passports B.cards C.ducks D.packages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根据常识可知,警察在边境地区应首先检查

乘客的“护照”,然后再检查其他物品,因而应填passports。

2.熟悉中外文化,理解文化差异

中外文化之间存在一些差异,解题时不能总是用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来看待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只
有熟悉中外文化,才能正确理解其中的文化差异,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考例1】Thesechildrenmaygrowupwithalessstrongsenseofspaceandtimethanthe 　47　
children.

47.A.Eastern B.good C.poor D.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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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D。题目涉及文化问题,西方国家富有,而富有

人家的孩子们知道什么时候上学、什么时候放学,一切照计划进行,因而富人家的孩子具有强烈的时空感

觉,而贫穷国家的孩子则时空感较弱。

【考例2】Soonthehouse　1　freshaswedecoratedthetree,andtheday　2　afestivalair.The
turkeydinnerwasgood,too.Iwasactuallybeginningtoenjoythis　3　 Christmasday!

ThenMomcameoutwiththe 　4　 surprise—aflamingChristmaspudding! “MerryChristmas,

Mother,”Momsaid.
1.A.smelled B.tasted C.sounded D.looked
2.A.gaveoff B.tookon C.pickedup D.setout
3.A.ordinary B.common C.rich D.unusual
4.A.pretty B.latest C.final D.main
【分析】这段文章描述了一家人团聚过圣诞节的喜庆的节日气氛,需要同学们熟悉西方圣诞节文化。

节日期间他们要装饰房屋,吃火鸡圣诞大餐,而圣诞大餐的最后一道菜是布丁。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因为刚装饰完圣诞树,所以房子有一种新鲜的节

日气氛,而不是看起来,因而使用smelled。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短语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B。此处指呈现出节日气氛,应使用“tookon”,

gaveoff表示“释放,散发(气体,热量等)”,与语境不符。
第3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D。根据下文“surprise”可知,今年的圣诞节与以往

的不同,因而使用unusual(与众不同)。
第4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最后也是最惊奇的是火红的布丁,是圣诞大餐

的最后一道菜,因而使用final。

技巧四　把握文章脉络综合推理判断

完形填空侧重考查根据上下文语境理解文意的能力,绝大多数题目应从语篇层次去考虑,只有把握了

文章的脉络,才能进行综合推理判断,最终得出最佳答案。

1.依据纽带,理清逻辑

文章的逻辑关系包括并列、原因、结果、让步、转折、补充、时间顺序、目的、条件等,依靠不同的连词来表

达,如and,but,so,therefore,however,firstofall,then,finally,forexample等,它们在文章中起着“篇章纽

带”的作用,可以作为做完型填空题的路标。
【考例1】Parentsoftenhavepurepurposes,buttheresultcanbe　1　.
1.A.pitiful B.successful C.harmful D.useful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根据前面的转折词 but之前的意义

“Parentsoftenhavepurepurposes”可以推断,父母的目的很单纯,但结果却是“有害的”,因而此题答案是C
(harmful)。

【考例2】Afewmonthslaterafor-salesignwentupinChristy’syard,andthenwedding　1　 were
sentout.Soonthehousewassold,theweddinghappened,　2　 Christy,withherkids,movedinto
Johnson’shouse.

1.A.letters B.preparations C.invitations D.announcements
2.A.but B.and C.while D.until
【分析】由文中的连词andthen可以看出,文中一连串的事情之间是并列和递进关系,把握住这一脉络

后,答案并不难确定。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下一句“theweddinghappened”,暗示之前的动作

是发送结婚请帖,因而使用inv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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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连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B。空格前后所表达的内容存在先后关系,因而使

用and。

2.环环相扣,把握内涵

清晰的文章脉络往往使文章环环相扣,如果一个环节理解不准确,可能会导致后面的题目出错。
【考例1】Thestoreowner　1　 andwhistledandoutofthekennel(狗窝)cameLady,whoran

downthepassageofhisstore　2　byfivetinyballsoffur.Onepuppywas　3　.Immediatelythelittle
boypickedupthepuppyandsaid,“What’sthe　4　 withthatlittledog?”

1.A.refused B.smiled C.announced D.wondered
2.A.guided B.guarded C.crowded D.followed
3.A.fallingbehind B.runningahead C.lyingdown D.gettingill
4.A.price B.matter C.weight D.name
【分析】短文是一篇记叙文,讲述了一个儿童买狗的故事:在众多的小狗中这个孩子坚持要买下一只腿

有残疾的小狗,原来是孩子腿部的残疾使得这个孩子特别具有同情心,体现了孩子的善良和纯真。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B。下文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店主表示同意,因此

此处动作应为“微笑”。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D。店主吹口哨,于是Lady(母狗)从商店的过道里跑

出来,后面跟着5个毛茸茸的小球,即5只小狗。
第3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短语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从下文可以看出,这是只有残疾的狗,显然是

“落在后面”。
第4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B。孩子的残疾使他非常敏感,因而马上对这只落后

的小狗表示了关注,所以才问这只小狗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里前后几个题目环环相扣,一题选错,后面的也难免受影响,因而一定要把握中心,理清线索,正确理

解,选准答案。

【考例2】Thefirstday,shewalkedintotheclassroom,spitballsflyingthroughtheair,feetondesks,

thenoisedeafening.Shewalkedtothefrontoftheclassroomand　1　theattendancebook.Nextto20
namesonthelistwereIQscores:140,141,…,160.Oh,shethoughttoherself.　No　2　theyareso
high-spirited.ThesechildrenhavegoodIQs.She　3　andbroughtthemtoorder,　4　thatshecould
teachsuchhighly-qualitystudents.

1.A.closed B.opened C.forgot D.checked
2.A.wonder B.way C.possibility D.sense
3.A.cried B.smiled C.calmed D.waved
4.A.grateful B.angry C.pitiful D.doubtful
【分析】这篇短文是一篇记叙文,一位新来的老师误把学生的编号当成了他们的智商,因此把他们当做

天才去鼓励、要求他们,最后这些本来智力一般、纪律糟糕的学生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优秀学生。明白了短

文的这一主题后,题目答案可顺势推断,逐一确定。
第1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B。进了教室自然应先“打开”点名册,而不应该是先

“核查、核对点名册”,因而排除 D项。
第2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老师看到他们智商如此之高,因而认为,“难怪”他

们情绪这么高。
第3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B。因为老师误把学生编号当成了他们的智商,因此

很高兴地“笑”了起来,其他选项均不符合语境。
第4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此题承接上文,因此这位新来的老师很“感激”

校长给了她这么“好”的一个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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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阅读理解题备考策略、技巧指导

【阅读理解题的命题特点】

课标解读

根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高一学段对阅读的技能要求是:

1.能从一般文字资料中获取主要信息;

2.能利用上下文和句子结构猜测词义;

3.能根据上下文线索预测故事情节的发展;

4.能根据阅读目的使用不同的阅读策略;

5.能通过不同信息渠道查找所需信息;

6.除教材外,课外阅读量应累计达到18万词以上。

十大题型特征

1.高一学段阅读理解题所选文章通常难度不大,一般与教材难易程度相当,或略高于教材中的短文。

2.高一学段阅读理解题所选短文长度一般在250~350词左右,要求阅读速度达到平均每分钟60~
70词。

3.文章体裁主要包括记叙文、说明文、描写文、简单的议论文、各种形式的应用文等。

4.文章题材范围很广,涉及个人情况、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兴趣爱好、娱乐、饮食、健康、体育、文化习

俗、旅游、时尚等。

5.文章的选材贴近学生现实生活,话题新颖,具有时代特色。阅读材料的来源以最新的杂志、网络上

的文章为主,强调实用性,如新闻报道、广告等方面的内容。

6.语言地道,接近真实的语言环境。所选文章语言能够体现当代英语的特点,用词浅显,简练,生动活

泼,语句富于变化,能有效避免冗长繁琐。常用词的深层或引申意义也处理得比较恰当,既不限于教材原

义,又不涉及过于生僻的用法。

7.词汇要求明显比初中阶段高,活用词比比皆是。阅读理解考查对运用英语词汇能力的要求有所提

高,凡是能利用构词法知识判断出词性和词义的都不作为生词处理,不再给出汉语注释。纯超纲词汇也会

出现,一词多义、熟词生义现象更是频繁出现。

8.选材注重文章的语篇特色。文章在时间、空间顺序上、逻辑推理上都会运用一些难度较高的组篇手

段,但总体上会与高中生的阅读水平相符。

9.针对阅读理解所设计的题目一般以单项选择型为主。

10.命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文章中叙述的具体事实的理解能力(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以及根

据上下文对某些词义、句义的推断理解能力和对文章的主旨大意、作者观点、态度的理解及学生的逻辑推断

和判断能力。

四大题型解密

近几年全国各地高一学段阅读理解题主要涉及以下几种类型。

1.事实细节题

细节理解题一般针对某个特定的细节而提出,属浅层理解,通读全文后可以直接找出细节理解题的设

问原句,这是答题依据。细节理解题有三种题型:纯细节题、计算题、细节推断题。细节理解题在阅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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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涉及内容很广,如时间、地点、人物、数字、原因、结果等。常见的提问方式有:
(1)WhichofthefollowingisTrue/Right/Wrong/mentioned?
(2)Fromthepassage,weknowthat...
(3)Choosetherightorderoftheeventsgiveninthepassage.
(4)Allofthefollowingstatementsmaybetrue/falseEXCEPT...
(5)Whatistheexampleof...inthepassage?
(6)Theauthormentionsallofthefollowingexcept...
(7)Thereasonfor...is...
(8)Theauthorstatesthat...
(9)Accordingtothepassage,when(where,why,how,who,etc.)...?
(10)Whichofthefollowingmaps/diagramsgivestherightpositionof..../relationshipof...?

2.词义猜测题

词义猜测题主要考查文章中出现的词、词组或句子的含义。词和词组的考查要求学生推测出生词的中

文意思或其近义词、短语的引申意义,而句子则考查根据上下文推测整句话的含义。对生词的考查针对的

是对文中超纲词汇、一词多义、熟词生义等意义的准确理解,这就要求学生通过阅读文章,推测出该词在句

中的确切含义。常见的设问方式有:
(1)Theword/expression/phrase“...”inthepassagemeans .
(2)Theword“...”isclosestinmeaningto .
(3)Theunderlinedword“...”couldbestbereplacedby .
(4)Whatdoyouthinktheexpression“...”standsfor?
(5)Bysaying“...”,theauthormeans .
(6)Theunderlinedword“it/they/them”refersto .
(7)Theunderlinedsentencemeans .
(8)Whichofthefollowingwordscantaketheplaceoftheword“...”?
(9)Whatdoestheword“...”meaninChinese?
(10)Theunderlinedwordinthe...paragraphrefersto/probablymeans .
3.推理判断题

推理判断题要求学生根据阅读材料所提供的信息,透过文章的字里行间,对作者的话进行推理判断,从
而推断出未知的信息。此类题目在文章中没有明确的答案,需要学生在理解全文的基础上进行推理和判

断。常见的提问方式有:
(1)Itcanbeinferred/concluded/seenfromthepassagethat .
(2)Whichofthefollowingconclusionscanwedrawaccordingtothepassage?
(3)Inwhichsectionofanewspaperwouldthispassagemostprobablyappear?
(4)Thepassageimplies,butdoesn’tdirectlystatethat .
(5)Thewritersuggeststhat .
(6)Theauthorprobablyfeelsthat .
(7)Theauthorusestheexampleof...toshowthat .
(8)What’stheauthor’sattitudetoward...?

4.主旨大意题

主旨大意题主要涉及文章的中心思想、段落主题、标题、作者的态度、文章的语气等。常见的提问形

式有:
(1)Themainidea/keypointofthispassageisthat .
(2)Thepassageismainlyabout .
(3)Thebesttitle/headlineforthispassageis .
(4)Thetopic/subjectdiscussedinthispassage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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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romthepassagewecanlearn/concludethat .
(6)Thelastparagraphischieflyconcernedwith .
(7)Whichofthefollowingstatementsbestexpressesthemainideaofthepassage?
(8)Whichofthefollowingbeststatesthethemeofthepassage?
(9)Whatisthebesttitleofthispassage?
(10)Whichofthefollowingisthebesttitleforthispassage?

【阅读理解题五大备考策略】

1.提高词汇学习质量,夯实阅读基础。
阅读水平的高低取决于阅读基础的强弱,而一定的词汇量是非常重要的阅读基础。词汇量不达标、词

汇学习的质量不高是当前中学生朋友做阅读理解题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平时一定要注意积累词

汇量,阅读训练时也要注重培养自己的词汇处理能力,学会根据构词法知识判断和记忆派生词及合成词的

词义和词类的能力;学会根据上下文处理一词多义、熟词生义等语言现象的能力;留意一些与阅读理解密切

联系的词汇及其功能,如替代词、衔接词、语法连接词、逻辑连接词等。

2.“精”、“泛”结合,相互补充。
“精读”要弄清每个词、每句话的确切含义,仔细分析文章中的种种语言现象,其中的语言点、句子结构、

词语用法搭配等要熟读甚至能够背诵。同时,也要求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看看作者是如何组织材料、布局谋

篇的。在阅读训练过程中,要选择高质量的阅读训练材料,熟读乃至背诵,通过阅读提高阅读能力,通过阅

读记忆词汇,通过阅读理解语法,通过阅读学习写作。
同学们还应坚持每天泛读1~2篇文章,一可扩大知识面,提高理解力;二可通过日积月累的泛读增加

文化背景知识储备,同时培养英语语感。泛读应注意不同内容、题材、体裁的搭配,尤其应多涉猎交际功能

强,使用性强的应用文、说明文,最好每天阅读一定数量的最新英语报纸杂志或网络上的文章,以积累和丰

富语言经验。

3.解决好阅读速度和理解准确度之间的矛盾。
近几年的高考阅读理解篇幅加长,不断加大对阅读速度的考查力度,不少同学存在阅读速度慢、快速处

理信息的能力差的问题。平时训练时应从两个方面着手提高阅读速度:(1)矫正不良阅读习惯。如声音

化,喜欢在阅读时,嘴唇微动,甚至发出轻微的读声;伴随动作;画线法;翻译法;有时用手指字、复读。这些

不良阅读习惯影响了阅读速度,必须加以克服。阅读时应做到把注意力放在语言意义上,把领会作者要表

达的主要意思作为第一目标,加大“目光跨度”,以“意群”为阅读单位,养成意群阅读的习惯。要学会运用略

读、扫读、跳读等技巧快速阅读,搜寻关键词、主题句,捕捉时空、顺序、情节、人物、地点,理清文章脉络,把握

语篇实质。(2)有针对性地进行限时阅读训练。

4.培养处理冗余信息、快速捕捉信息和综合利用信息的能力。
阅读量的不断增加,语篇加长,信息量也随之增大,必然会出现很多冗余信息。因而,阅读训练时要学

会捕捉和综合利用有效信息,不拘泥于对个别与阅读理解题无关的词语、句子或段落。如果是为了了解全

文大意,可以采用快速掠读方式;如果是寻找具体信息,可以利用快速检索阅读法;归纳文章主旨、猜测推断

类的题目,就应利用慢速细读方式。

5.培养大量阅读和长时间阅读的信心和毅力。
很多同学习惯于5~8分钟的单篇阅读理解,而当面对总词数达2000多,历时35分钟考试中的英语

阅读理解时,常会表现出烦躁不安、无信心和缺乏毅力。因此,平时必须限时阅读高考难度和长读的阅读材

料,以适应未来高考阅读理解的测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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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题的技巧指导】

四大解题步骤

1.通读全文,把握大意

阅读理解的主旨是要求学生通读全文,理解文章大意。不管是短文、对话,还是图表,都应快速通读一

遍,舍弃无关紧要的细节,全力捕捉全文的中心思想,弄清大意,特别要注意事情的起因、时间、地点、涉及的

人物、结局等。为了便于快速查找,还可以边阅读边做一些标记。
在阅读过程中,目光要快速移动,千万不要反复停顿或回视,要看准关键词、句;同时要不断地对内容做

出预测,使大脑的逻辑思维、推理判断贯穿于整个阅读的过程。这样就可以大幅度地节省阅读时间,起到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效果,从而迅速而准确地抓住全文的大意。

2.细读全文,注重关键词句

针对题目中的问题细读材料,可以缩小阅读范围,迅速地找到与问题有关的信息,细读与题目相关联的

词、句、段。在这一过程中,对有关细节可放慢速度,精读有关部分,一边阅读一边归纳,加快做题速度,力求

一次性获取正确答案。
在逐句阅读的过程中,目光要瞄准短文中的实词,尤其是名词和动词。同时抓住一些关键的信息,如时

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等。一般说来,这些问题会在文章中有交代说明,运用查阅法是不难找到答

题线索的。

3.分析信息,确定答案

大多数阅读理解题的答案一般都可以直接在短文中找出,所以在阅读时先看清楚下面的题目,记住其

中的关键词,然后阅读时,留心在文章中寻找这些关键词,这样题目的答案也就很容易得出了。还有一些题

目的答案需要对文章中所给信息进行简单的比较、计算、分析或归纳后才能得出,这就要求做题时认真、仔
细,抓住文章所给的全部信息,准确理解文章意思,不要出现纰漏或误读。

4.复读全文,核查答案

这是阅读过程的最后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答完后要核对一下文章和答案,看看前后是否一致,
意义与语法是否与原文一致,是否合乎逻辑,以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六大高分技巧

1.快速读题,正确理解题干,定位关键词,带着问题读文章。
通过快速读题,确定题干中的关键词,即能够反映题干的中心信息或能体现题干最大特征的词,如时间

和数字、专有名词、实义名词、抽象名词、典型的形容词和副词以及中心动词等。把握题干中的关键词有助

于有的放矢地阅读并正确地选定答案。
【典例】WhoaremostprobablyinterestedinRalphW.Tyler’smemoir?

A.Topmanagers. B.Languagelearners.
C.Seriouseducators. D.Scienceorganizations.
【解析】此题考查对事实细节的理解,试题要求确定“谁最有可能对泰勒的回忆录感兴趣”。题干中关

键词是 who,interested,Tyler’smemoir,我们带着这些关键词进行阅读,不难在文中第一段“Anyonewho
caresaboutwhatschoolsandcollegesteachandhowtheirstudentslearnwillbeinterestedinthememoir
(回忆录)ofRalphW.Tyler,whoisoneofthemostfamousmeninAmericaneducation....”这一句中找

到解题所需要的信息,很明显“anyonewhocaresaboutschoolandcollegesteachandhowtheirstudents
learn”与选项 C中的“seriouseducators”所表达的意义一致,因而正确答案是 C。

2.运用正确的阅读策略,变速阅读文章,学会处理文中冗余信息。
在把握文章的中心时运用略读法(skimming),即仔细读文章的首尾段和中间段的首尾句;如果是寻找

文中具体信息可运用查读的方法(scanning)。要学会变速阅读,即阅读时有所读有所不读。要慢读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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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首尾段,特殊语言现象,含有题干关键词的句子,连续数行并列或同义,作为解释、说明、类比的例子或细

节。对于所有题目已定位的剩余部分(不含考题的句段)要快读,广告应用文体中与题目无关的信息可以略

读。另外,由于阅读量增加,语篇加长,信息量随之增大,必然会出现很多冗余信息。因而,阅读时要学会捕

捉和综合利用有效信息,不拘泥于那些与阅读理解题无关的词语、句子或段落。
【典例】Thetextiswrittenmainly .
A.totellpeoplehowtoraisegreyhounds
B.toletpeopleknowmoreaboutgreyhounds
C.toexplainwhygreyhoundsareaggressive
D.todescribegreyhoundsofdifferentcolors
【解析】此题考查对作者意图的推断。可以使用略读的方法,快速浏览下列段落首句“Mostpeople

thinkofracingwhentheyseegreyhounds(灰狗)and...;Greyhoundscanlivefor12-14years....;

Normally,greyhoundscanbeastallas90cm.;Greyhoundshavesmoothbodycoats,lowbodyfatandare
veryhealthy.”,就可判断正确答案是B项,A、C、D项只涉及文章的某一方面内容,不全面,因而排除。

3.注意特殊语言现象,在含关键词的句子处标上题号。
特殊语言现象指文中表示因果、比较、转折、举例等现象。阅读时应留意表示这些关系的标志词,如连

接词、副词、代词、介词短语、关系词、插入语等,如:since/because/as/for/with/becauseof/dueto/thanks
to/owingto,though/as/while/but/yet/however,which,it,and,therefore,so,forexample,sothat,

so...that,on(the)onehand...,ontheother(hand)...等。它们在上下文中具有条件、原因、让步、指
代、递进、对比、列举、结果、目的、承上启下等作用,正确理解并掌握这些词汇的作用,对做阅读理解题是大

有好处的。
【典例】Itcanbeinferredthatgreyhounds .
A.lovebigdoghouses B.likestayinginbedallday
C.makethebestguarddogs D.needsomeexerciseoutdoors
【解析】此题考查信息推断能力,答案出自文章最后一段:Greyhoundshavesmoothbodycoats,low

bodyfatandareveryhealthy.Becausethey’reslim (苗条的)theydon’thavethelegproblemslikeother
dogsthesameheight.Buttheydofeelthecold,especiallysincetheywouldmuchratherbeathomeinbed
thanwalkingaroundoutside.阅读该段文章时应特别注意文中划线的特殊语言现象,从而更好地把握文

意。此段首句说明灰狗有许多优点,但转折意义连词but之后的部分则告诉读者,灰狗的不足是怕冷,它们

在屋里待的时间太长,由此可推断它们需要更多的户外锻炼,所以正确答案是 D。

4.注意正确项和干扰项的特征,回到文中确定答案。
正确项的特点有:①正话反说;②肯定句变成双重否定;③同义词替换;④叙述角度转换意思不变。干

扰项的特点是:①绝对化:选项中出现绝对化的词汇,如only,all,any,every,absolute,always,never等,此
时应格外小心;②偷换概念:如扩大或缩小范围,要特别关注名词前有无限定词;③片面化:以偏概全,以细

节代主题等;④串段现象:如某题考第二段内容,但把别的段落的信息放在选项中;⑤无中生有:如加上最高

级或唯一性、虚假比较、无关话题等。
【典例】Whywasthebikesoimportanttothecouple?

A.Theman’sjobwasbikeracing. B.Itwastheironlypossession.
C.ItwasaniceKona18speed. D.Theyuseditforworkanddailylife.
【解析】此题正确答案是 D项,从第一、二段中的“ridehisbike...towork;Trevorusedittowork,...

Andthebikewasalsousedtogetgroceries...”这些信息推断出。干扰项 A就属于无中生有,很容易排除。

5.利用排除法或题目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来判断题目答案。
有些题目不能从某一个句中直接找到答案,而是涉及全文的多个句子或段落,这时可使用排除法。有

些题目尤其是主旨题,如果利用排除法也难以解决,则可利用题目之间的内容逻辑关系,即通过题目之间的

关系来考虑。
【典例】Whatdothecouplelearnfromtheir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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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angersareusuallyoflittlehelp.
B.Oneshouldtakecareoftheirbike.
C.Newsreportsmakepeoplefamous.
D.Anactofkindnesscanmeanalot.
【解析】此题考查对文章主旨大意的把握,正确答案是 D。根据记叙文的特点,在段尾或章尾往往会出

现作者根据以上事实想说明的道理,也就是文章的写作目的。由文中最后一段 “Peoplesaythatasmile
canbepassedfromonepersontoanother,butactsofkindnessfromstrangersareevenmoreso.This
experiencehashadaspreadingeffectinourlivesbecauseitstrengthenedourfaithinhumanityasawhole.
Andithasinfluencedustobemoremindfulofways,too,cansharewithothers.Nomatterhowbigor
howsmall,anactofkindnessshowsthatsomeonecares.Andtheresultcanbeeverlasting.”可以得出答

案。A项说“陌生人对别人没有什么帮助”,B项讲“人们应看管好自己的自行车”,C项涉及“新闻报道使人

出名”,这三个干扰项都不是文章主人公所感悟到的,自然可以排除。

6.合理猜测推敲生词。
阅读文章时,常常会遇到一些生词。这时,要沉着、冷静,细心思考。有些生词可从构词法角度分析判

断词意,比如unforeseeable一词,其中词根为see,fore的含义是“早先、预先”的意思,un前缀是“不”的意

思,因此可以猜知,此词词义为“未能预见的”。多数生词应根据上下文来推测其意义,首先要把整段、整篇

文章看完。通过对全篇短文的理解,就很有可能猜测出生词的大意。另外,还可以从含有生词句子的前后

句来猜测其真正含义。
【典例】Thewords“hookedonteaching”underlinedinParagraph2probablymeans .
A.attractedtoteaching B.tiredofteaching
C.satisfied D.unhappyaboutteaching
【解析】此题考查词义猜测。解题信息在同一句中后半部分“...whileteachingasascienceteacherin

SouthDakotaandchangedhismajorfrommedicinetoeducation.”这一句中,既然将专业由医学改为教育,
自然可推断该篇文章的主角被教育这一行所“吸引”,因而正确答案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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