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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小学升初中，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这是孩子们在求学路上面临的一次重要转折点。策
划这套小升初满分系列，就是为了让家长和孩子们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小升初的激烈竞争，
把小升初的准备工作做细，做扎实。本套书的编者都是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资深教师，
他们对近几年小升初的命题趋势有着深入研究。本书每一章节都设置了以下的栏目：
栏目一：自我检测。先选几道有代表性的题目，针对本章难以理解和难以掌握
的知识点，让学生自测。
栏目二：自我评估。对上面自测题给出答案详解，让学生通过自我评估对所考
查的重点和难点的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栏目三：必考知识点。通过图表的形式，梳理必考知识点，便于学生记忆。
栏目四：满分技巧。通过对典型例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解答，指点学生答题满分
技巧。
栏目五 ：举一反三。给出针对性练习题，让学生对本章节的重难点知识进行巩
固训练。
栏目六：过关检测。按照小升初的真题题型编写习题，让学生进一步巩固本章
的重难点。

在这套小升初满分系列即将出版之际，我突然想到了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一首诗歌，是
台湾张文亮先生的《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上帝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我不能走太快，蜗牛已经尽力爬，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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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催它，我唬它，我责备它，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仿佛说：“人家已经尽
力了嘛！”
我拉它，我扯它，甚至想踢它，
蜗牛受了伤，它流着汗，喘着气，往前爬……
真奇怪，为什么上帝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上帝啊！为什么？”——天上一片安静。
“唉！也许上帝抓蜗牛去了！”
“好吧！松手了！反正上帝不管了，我还管什么？”

满分技巧
+

让蜗牛往前爬，我在后面生闷气。
咦？——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
我感到微风，原来夜里的微风这么温柔。
慢着！我听到鸟叫，我听到虫鸣。
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亮丽！
咦？我以前怎么没有这般细腻的体会？
我忽然想起来了，莫非我错了？
是上帝叫一只蜗牛牵我去散步。
小升初，对于家长和孩子们来说，都是人生的一次考验。孩子的教育何尝不是牵着蜗
牛去散步？家长又何妨放慢脚步，把自己主观的想法放在一边，倾听一下孩子内心的声音。
但愿这套书，能够帮助所有的孩子们愉快地升入理想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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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语言基础知识

第一章
语音基础

第一章

语音基础

一、自我检测
请把下列每组单词画线部分读音不同的那个单词的字母编号写在题前的括号内。
(   ) 1. A. cook

B. book

C. noodle

D. look

(   ) 2. A. with

B. thing

C. there

D. that

(   ) 3. A. nice

B. like

C. fine

D. big

(   ) 4. A. know

B. flower

C. now

D. how

(   ) 5. A. student

B. sun

C. cup

D. bus

(   ) 6. A. egg

B. twelve

C. pencil

D. she

(   ) 7. A. child

B. watch

C. school

D. chair

(   ) 8. A. those

B. class

C. bus

D. desk

(   ) 9. A. cold

B. dog

C. old

D. no

(   )10. A. bread

B. healthy

C. weather

D. cheap

二、自我评估
请查阅答案详解。
答对了 ____________ 题；答错了 ____________ 题。
错题原因分析：



三、必考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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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
分类一：
单元音

长元音： [i:][ɑ:][ɜ:][u:][ɔ:]

语言基础知识

（12 个） 短元音： [ɪ][e][æ][ʌ][ə][ʊ][ɒ]

双元音（8 个）： [aɪ][eɪ][ɪə][əʊ][ʊə][aʊ][eə][ɔɪ]

清辅音（11 个）： [p][t][k][f][s][θ][ʃ][ts][tʃ][tr][h]

浊辅音（15 个）： [b][d][g][v][z][ð][ʒ][dz][dʒ][dr][l][r][m][n][ŋ]
半元音（2 个）： [w][j]
分类二：
前元音： [i:][ɪ][e][æ]
元音

中元音： [ʌ][ə][ɜ:]

后元音： [ɑ:][ɒ][ɔ:][ʊ][u:]

双元音： [eɪ][aɪ][əʊ][aʊ][ɔɪ][ɪə][eə][ʊə]
爆破音： [p][b][k][g][t][d][tr][dr]

摩擦音： [f][v][s][z][ʃ][ʒ][θ][ð][ts][dz][r]

辅音 鼻音： [m][n][ŋ]
（舌）边音： [l]

破擦音： [h][tʃ][dʒ]

半元音： [w][j]

（二）必考的字母及字母组合的发音
1. 元音字母 a 及 a+ 其他字母的读音
(1)
a 在重读开音节中读 [eɪ]：name cake game face
a 在重读闭音节中读 [æ]：bag am and at sad

a 在辅音字母 s, th, f, n, ph 前读 [ɑ:]：class father after dance graph
a 在 [w] 后读 [ɒ] 或 [ɔ:]：want what water
a 在 ny 前读 [e]：any many

a 弱读时读 [ə]：along about China

a 在非重读音节中读 [ɪ]：orange cabbage
a 读 [eə]：Mary



(2)
ai 读 [eɪ]：rain train wait
第一章

ai 读 [ɪ]：captain
ai 读 [e]：said

语音基础

(3)
ay 读 [eɪ]：day may okay play today
ay 弱读读 [ɪ]：Sunday holiday
ay 读 [e]：says
(4)
air 读 [eə]：air hair chair
(5)
al 在多数辅音字母后读 [ɔ:]（f, m 除外）：all ball call fall hall mall small talk tall wall
al 还读 [ɔ:l]（特别当后面不是 k, f, m 时）：also salt
al 在辅音字母 f, m 前读 [ɑ:]：half palm
(6)
ar 在重读音节中读 [ɑ:]：car far park arm star
ar 在 [w] 后读 [ɔ:]：warm quarter
ar 弱读读 [ə]：sugar
(7)
are 读 [eə]：care hare parent
(8)
ass 在重读音节中读 [ɑ:s]：class glass grass pass
(9)
au 在重读音节中读 [ɔ:]：August autumn daughter
au 读 [ɒ]：Australia

au 还读作 [ɑ:]：aunt laugh



(10)
aw 在重读音节中读 [ɔ:]：draw saw law

第一部分

awe 读 [ɔ:]：awe awed aweless

语言基础知识

2. 元音字母 e 及 e+ 其他字母的读音
(1)
e 在重读开音节中读 [i:]：he she me we

e 在重读闭音节中读 [e]：pen bed yes egg desk

e 在非重读音节中读 [ɪ]：begin English pretty cinema
e 弱读 [ə]：student open children different
e 读 [ɪə]：zero cereal serious
e 读 [j]：Europe
(2)
ea 在重读音节中读 [i:]：tea eat meat
ea 读 [e]：bread head breakfast
ea 读 [eɪ]：great break

ea 读 [ɪə]：real really idea cereal
(3)
ear 读 [ɜ:]：learn earth early heard
ear 读 [eə]：pear wear bear

ear 读 [ɪə]：ear dear hear near clear
ear 读 [ɑ:]：heart
(4)
ed 在大部分清辅音后读 [t]（[t] 除外）：watched washed cooked helped

ed 在元音和浊辅音后读 [d]([d] 除外 )：played cleaned climbed answered
ed 在 [t][d] 后读 [ɪd]：wanted needed
(5)
ee 在重读音节中读 [i:]：see tree see
(6)
eer 读 [ɪə]：beer deer pioneer


(7)
ei 读 [i:]：receive
第一章

ei 读 [eɪ]：veil vein

ei 在 gh 前读 [eɪ]：eight eighteen eighty

语音基础

(8)
eir 读 [eə]：their theirs
(9)
eo 读 [i:]：people
(10)
er 在重读闭音节中读 [ɜ:]：her term

er 在非重读音节中读 [ə]：father mother brother sister
(11)
ere 读 [ɪə]：here

ere 读 [eə]：there where
(12)
es 在浊辅音（[ʃ][ʒ][dʒ] 除外）及元音后，es 发 [z]：leaves thieves knives
es 在 [s][z][ʃ][ʒ][tʃ][dʒ] 后读 [ɪz]：buses blouses dishes garages watches
(13)
ew 读 [ju:]：new newspaper review

ew 在 l, r, j 后读 [u:]：flew grew Jew
(14)
ex 读 [eks]：exercise exit

ex 读 [ɪks]：expensive extinct

ex 读 [ɪgz]：exam examination exactly
(15)
ey 读 [i:]：key

ey 读 [ɪ]：monkey valley


ey 读 [eɪ]：they
第一部分

3. 元音字母 i 及 i+ 其他字母的读音
(1)

语言基础知识

i 在重读开音节中读 [aɪ]：time like rice
i 在重读闭音节中读 [ɪ]：big six sit

i 读 [i:]：police policeman policewoman machine
i 弱读读 [ə]：holiday April

i 在非重读音节中读 [ɪ]：taxi

i 读 [j]：onion review million billion brilliant behavior
i 在元音字母 a, e, o 前读 [aɪ]：dialogue quiet pioneer
i 在 g 前读 [aɪ]：sign high light right
i 在 nd 前读 [aɪ]：find behind
i 在 ld 前读 [aɪ]：child

i 在 re 前读 [aɪ]：fire tired retire
(2)
ie 在重读音节中辅音字母前读 [i:]：piece field believe thief
ie 在重读音节词词尾读 [aɪ]：lie die
(3)
ir 在重读音节中读 [ɜ:]：bird girl first
4. 元音字母 o 及 o+ 其他字母的读音
(1)
o 在重读开音节中读 [əʊ]：go no nose home
o 在辅音字母 st, ld 前读 [əʊ]：post old

o 在重读闭音节中读 [ɒ]：hot on not sorry
o 读 [ɔ:]：story

o 在辅音字母 m, n, v 和 th 前读 [ʌ]：come none love other
o 读 [u:]：do to who

o 在 w 后读 [ʊ]：woman wolf

o 在非重读音节中读 [ə]：today policeman



(2)
oa 在重读音节中读 [əʊ]：boat coat
第一章

(3)

语音基础

oar 读 [ə]：cupboard

oar 读 [ɔ:]：board blackboard cardboard

(4)
oe 读 [əʊ]：woe

oe 读 [u:]：shoe
(5)
oi 读 [ɔɪ]：oil toilet boil soil
(6)
oo 一般读 [u:]：too zoo food pool boot school

oo 在 d, k 和少数 t 前读 [ʊ]：book look good foot
oo 读 [ʌ]：blood flood
(7)
oor 读 [ɔ:]：door floor
oor 读 [ʊə]：poor
(8)
or 在重读音节中读 [ɔ:]：or for short sport
or 在 [w] 后读 [ɜ:]：work word world
or 读 [ə]：doctor forget mirror
(9)
ore 读 [ɔ:]：more before
(10)
ou 在多数情况下读 [aʊ]：out about house blouse
ou 在 ght 前读 [ɔ:]：bought brought thought
ou 读 [ʌ]：touch country enough young


ou 读 [u:]：soup group through
ou 读 [əʊ]：shoulder though

第一部分

ou 读 [ɒ]：cough

ou 读 [ə]：delicious previous

语言基础知识

(11)
oul 读 [ʊ]：could would should
(12)
our 读 [ɔ:]：four your

our 读 [ɜ:]：journalist journal
our 读 [ə]：colour
our 读 [ʊə]：tour

our 读 [aʊə]：our hour
(13)
ow 读 [aʊ]：how now cow

ow 读 [əʊ]：show know yellow window
(14)
owe 或 ower 读 [aʊə]：towel flower
(15)
oy 读 [ɔɪ]：boy toy employee
5. 元音字母 u 及 u+ 其他字母的读音
(1)
u 在重读开音节中读 [ju:]：student Tuesday

u 在重读闭音节中读 [ʌ]：bus sun but cut up us

u 处于开音节位置，又在辅音字母 j, l, r, s 后读 [u:]：June fluency February
u 在重读闭音节中还读 [ʊ]：put sugar full push
u 在非重读音节中读 [ə]：minus autumn
u 读 [ɪ]：busy minute
u 读 [e]：bury



(2)
ui 读 [ju:] 或 [jʊɪ], [ju:ɪ]：suit suicide
第一章

(3)

语音基础

l, r, j+ui 时，ui 读作 [u:] 或 [ʊɪ], [u:ɪ]：fruit juice fluid ruin
(4)
ui 读 [ɪ]：build building
(5)
ur 在重读音节中读 [ɜ:]：nurse turn hurt Thursday
ur 读 [ə]：surprise Saturday
(6)
ure 读 [ʊə]：sure

ure 在非重读音节中读 [ə]：picture pleasure
ure 在重读音节中读 [jʊə]：cure

6. 21 个辅音字母及辅音字母组合的读音
(1)
b 读 [b]：bag by bed boy bus blue

bt, mb 在词尾时，b 不发音：debt climb comb

bb 读 [b]：rabbit cabbage
(2)
c 在字母 e, i, y 前读 [s]：nice city cycle

c 在字母 a, o, u, l, r, t 前或在音节末尾读 [k]：cat come cut clock cry picture

c+ia, ie, io 时，c 读 [ʃ]：special sufficient delicious

cc+a, o, u 或 l 时，cc 读 [k]：occasion according occupy acclaim

cc+e, i 时，cc 读 [ks]：accept accident
ch 读 [tʃ]：chair much lunch China

ch 读 [k]：school Christmas chemistry technique technology stomach
ch 读 [ʃ]：machine

ch 读 [dʒ]：sandwich

ck 读 [k]：black duck clock jacket cock
10

(3)
d 读 [d]：desk door day dog

第一部分

dd 读 [d]：add daddy middle

dge 读 [dʒ]：bridge porridge judge

语言基础知识

dr 读 [dr]：dress drive hundred children
ds 读 [dz]：beds birds hands friends
des 读 [dz]：decides
(4)
f 读 [f]：five fish fine family fifteen
f 读 [v]：of

ff 读 [f]：off coffee

ften 读 [fən]：often
(5)
g 读 [g]：go girl big get

g 在 e 前读 [dʒ]：age page huge orange
g 读 [dʒ]：gentle gentleman general
gg 读 [g]：egg bigger biggest
ge 读 [ʒ]：garage

gh 在 i, ei, ai, ou, au 后不发音：right eight straight bought daughter
gh 读 [f]：laugh enough

gh 在词首时，读 [g]：ghost

gn, gm 在词尾时，g 常无声：sign
gu 在词首读 [g]：guess

gu 在词中读 [gw]：language
gue 在词尾读 [g]：dialogue
(6)
h 读 [h]：he her have hand head hair
h 不发音：hour

wh 读 [w]：what why where white

wh 在 o 前读 [h]：who whom whose
gh 在词首时，h 不发音：ghost

11

(7)
j 读 [dʒ]：jump jacket just June Jim
第一章

(8)

语音基础

kn 在词首时，k 不发音：know knife

k 读 [k]：book bike cake kite Kate look

(9)
l 读 [l]：let look please lake people
ll 读 [l]：tell full till bell
(10)
m 读 [m]：man meat meet time

mb 在词尾时，读 [m]，b 常无声：climb comb
mm 读 [m]：common

mn 在词首读 [n]：mnemonics

mn 在词中时，读 [mn]：columnist

mn 在词尾时，n 常无声：autumn column
(11)
n 读 [n]：name nice nine near under

n 在 [k], [g] 前读 [ŋ]：pink English
n 在 k 后读 [n]：know knife

n 在 m 后读 [n]：mnemonics
nn 读 [n]：Ann

ng 在词尾读 [ŋ]：sing long young morning
ng 在词中读 [ŋg]：English finger
nk 读 [ŋk]：thank think ink pink
(12)
p 读 [p]：pen map help cheap pencil paper
pp 读 [p]：apple happy appear

ph 读 [f]：photo phone elephant photograph
ps 在词首时，p 常不发音：ps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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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 读 [k]：Iraq

第一部分

qu 在词首读 [kw]：queen quick

que 在词尾读 [k]：unique technique

语言基础知识

(14)
r 读 [r]：red right three

rr 读 [r]：sorry worry hurry carry carrot
wr 读 [r]：write wrong
(15)
s 在词首读 [s]：sit six some

s 在清辅音后读 [s]：books likes

s 在浊辅音和元音后读 [z]：apples windows

s 读 [z]（尤其是在两个元音字母之间）：his is please music

元音字母 +s+ 无音 e：①作名词，形容词时读 [s]：base use
   ②作动词时读 [z]：lose use

词中的 s 后跟清辅音字母时读 [s], 后跟浊辅音字母时读 [z]：desk husband
s 读 [ʃ]：sure Asia

s 读 [ʒ]：usually television pleasure
sion 读 [ʒən]：television decision
sten 读 [sən]：listen

stle 读 [stl]：whistle

sure 读 [ʒə]：pleasure

sc+i, e, y 读 [s]：science scene

sc+a, o, u 读 [sk]：scarf score scud

ss 读 [s]：miss class glass grass
ss 读 [ʃ]：Russia profession
ssion 读 [ʃən]：expression

sh 读 [ʃ]：she shoe short shop wash
(16)
t 读 [t]：ten time not get table
t 读 [tʃ]：picture question
tch 读 [tʃ]：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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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 ie 时，t 读 [ʃ]：martial patient

sten, ften, stle 中，t 无声：listen often whi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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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 读 [ts]：kites gates dates

tt 读 [t]：bottle bottom little pretty

语音基础

tion 读 [ʃən]：station national patient
[s]+tion 时读 [tʃən]：question

th 读 [θ]：three thank month thin
th 读 [ð]：this the with than

词尾 the 读 [ð]：breathe scythe

词尾 ther 读 [ðə]：father mother brother sister
tr 读 [tr]：tree trip try true truth

ts 读 [ts]：shirts hurts coats costs goats
t’s 读 [ts]：let’s

ture 读 [tʃə]：picture   
(17)
v 读 [v]：very five have
(18)
w 读 [w]：we window work walk
w 不发音：two

wh 读 [w]：what why where white

wh 在 o 前读 [h]：who whom whose

wr 在词首读 [r]，w 无声：write wrong
(19)
x 读 [ks]：box six excuse next

x 读 [gz]：exam exact example
(20)
y 在重读开音节中读 [aɪ]：my by why

y 在重读闭音节中读 [ɪ]：city very sorry
y 在词首读 [j]：yes you year yellow
yre 读 [ə]：ty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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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z 读 [z]：zoo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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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读 [ʒ]：seizure
zz 读 [z]：buzz

语言基础知识

zz 读 [ts]：pizza

四、满分技巧
单词辨音题一直是小升初英语考试中学生最容易丢分的题目之一。这类题型是给出四
个单词，让考生找出画线部分读音与其他发音不同的单词。这类题型还有一种考查方式是让
考生找出四个单词画线部分有几种读音。
要想在这类题型上拿到满分，关键在于平时要认真把每一个单词的读音搞清楚，弄明白，
不留死角。栏目三里面总结了必考的字母与字母组合发音，为考生细致地总结了各种字母组
合的发音规则，可以说为广大考生节省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考生们一定要把这些规则记得滚
瓜烂熟，再做一些针对性的练习。
对做错的题，尤其要重视，考生应该把错题中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去查一查，找出
做错的原因在哪里，这样下次遇到同类型的题目就不会一错再错了。
以下的实战例题都是找出画线部分读音与众不同的单词。

实战例题 1
(  ) A. time

B. like

C. hit

D. rice

满分技巧： 本题考查的是元音字母 i 在开音节和闭音节中的读音区别。在开音

节中读 [ai]，在闭音节中读 [i]。选 C。
实战例题 2
(  ) A. day

B. today

C. Sunday

D. play

满分技巧：本题考查的是字母组合 ay 分别在重读与弱读情况下发音的差异。本

题的 day, today, Sunday 都是跟日子有关，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选 C。
实战例题 3  
(  ) A. August

B. aunt

C. daughter

D. autumn

满分技巧：本题考查的是字母组合 au 发音的差异。本题选 B。au 字母组合重读

的时候读 [a:]。
实战例题 4   
(  ) A. climbed

B. answered

C. wanted

D. arr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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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技巧： 本题考查的是字母组合 ed 在不同情况下发音的差异。ed 在大部分

清辅音后读 [t]，ed 在元音和浊辅音后读 [d]，ed 在 [t][d] 后读 [id]。本题选 C。
第一章

实战例题 5

语音基础

(  ) A. dishes

B. watches

C. oranges

D. does

满分技巧： 本题考查的是字母组合 es 在不同情况下发音的差异。es 在浊辅音

（[ʃ][ʒ][dʒ] 除外）及元音后发 [z]；es 在 [s][z][ʃ][ʒ][tʃ][dʒ] 后读 [iz]。本题选 D。
实战例题 6   
(  ) A. blue

B. comb

C. climb

D. debt

满分技巧： 本题考查的是字母 b 在不同情况下发音的差异。字母 b 一般情况下

读 [b]；但 bt, mb 在词尾时，b 不发音。本题选 A。
实战例题 7   
(  ) A. special

B. delicious

C. picture

D. sufficient

满分技巧：本题考查的是字母 c 在不同情况下发音的差异。c 在字母 a, o, u, l, r,

t 前或在音节末尾读 [k]；c 后面有 ia, ie, io 时，c 读 [ʃ]。本题选 C。
实战例题 8
(  ) A. straight

B. daughter

C. enough

D. bought

满分技巧：本题考查的是字母组合 gh 在不同情况下发音的差异。gh 在 i, ei, ai,

ou, au 后不发音。本题选 C，gh 读 [f]。
实战例题 9   
(  ) A. his

B. books

C. is

D. please

满分技巧：本题考查的是字母 s 在不同情况下发音的差异。s 在清辅音后读 [s]；

s 在浊辅音和元音后，在两个元音字母之间读 [z]。本题选 B。
实战例题 10
(  ) A. class

B. grass

C. Russia

D. glass

满分技巧： 本题考查的是字母组合 ss 在不同情况下发音的差异。选项 ABD 中

的 ss 都读 [s]；选项 C 中的 ss 读 [ʃ]。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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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举一反三
B. family

C. day

D. Monday

(  ) 2. A. not

B. no

C. ink

D. ant

(  ) 3. A. hear

B. pear

C. ear

D. near

(  ) 4. A. names

B. apples

C. faces

D. balls

(  ) 5. A. right

B. eight

C. straight

D. laugh

(  ) 6. A. turn

B. hurt

C. Thursday

D. Saturday

(  ) 7. A. country

B. enough

C. through

D. young

(  ) 8. A. cupboard

B. board

C. cardboard

D. blackboard

(  ) 9. A. new

B. flew

C. Jew

D. grew

(  ) 10. A. pear

B. wear

C. dear

D. bear

语言基础知识

(  ) 1. A. yesterday

第一部分

Ⅰ. 发音不同：找出画线部分读音与众不同的单词。

Ⅱ. 判断正误：画线部分读音相同的打“√”，不同的打“×”。
(  ) 1. close

go

(  ) 2. great

bread

(  ) 3. tin

site

(  ) 4. woman

man

(  ) 5. their

thing

(  ) 6. girl

first

(  ) 7. six

excuse

(  ) 8.  Asia

usually

(  ) 9. of

five

(  ) 10. chair

sandwich

六、过关检测
Ⅰ . 发音不同：找出画线部分读音与众不同的单词。
(  ) 1. A. map

B. family

C. bag

D. ask

(  ) 2. A. tea

B. meat

C. eat

D. great

(  ) 3. A. dear

B. heart

C. clear

D. near

(  ) 4. A. when

B. what

C. whom

D. why  

(  ) 5. A. whose

B. those

C. his

D. this

(  ) 6. A. China

B. Christmas

C. school

D. stomach

(  ) 7. A.about

B. blouse

C. young

D. ground

(  ) 8. A.those

B. think

C. thanks

D. maths

(  ) 9. A.food

B. book

C. foot

D. look

(  )10. A.kite

B. sit

C. pink

D. six

(  )11. A.meat

B. beat

C. bread

D. teach  

(  )12. A.bags

B. pens

C. maps

D. y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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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old

B. not

C. notebook

D. joke

(  )14. A.bank

B. name

C. place

D. wake

第一章

(  )15. A. English

B. sing

C. morning

D. writing

(  )16. A.desk

B. fever

C. next

D. bed

语音基础

(  )17. A.dear

B. hear

C. near

D. pear

(  )18. A.only

B. office

C. old

D. rock

(  )19. A.stopped

B. watched

C. cooked

D. cleaned

(  )20. A. noun

B. out

C. house

D. though

Ⅱ. 说出下列单词画线部分有几种读音，A 代表一种读音，B 代表两种，C 代
表三种，D 代表四种。
(  ) 1. oval

pot

together

some

(  ) 2. mouth

house

noun

trouses

(  ) 3. show

flower

follow

pillow

(  ) 4. girl

bird

circle

first

(  ) 5. sun

student

put

cup

(  ) 6. candle

shape

woman

glass

(  ) 7. children

help

beside

she

(  ) 8. picture

magazine

diamond

taxi

(  ) 9. right

eight

laugh

enough

(  )10. short

sport

world

forget

提示：
请查阅答案详解。
你答对了 ____________ 题；答错了 ____________ 题。
如果过关检测 30 道题全部答对了，恭喜你，你可以过关啦！
如果答对了 25 题以上，你答题的时候或许应该再仔细一点。
如果答对了 20 题～ 25 题，有一些重点难点你还要再巩固一下。
如果答对了 20 题以下，请认真地重新复习一遍本章节，并把错的题目记录下来，不懂
的地方请教你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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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语言基础知识

第二章

动词

一、自我检测
Ⅰ. 按照给出的例子，写出动词的三种形式。
do

does

doing

did

1. come

                   

                   

                   

2. have

                   

                   

                   

3. make

                   

                   

                   

4. go

                   

                   

                   

5. stop

                   

                   

                   

6. swim

                   

                   

                   

7. drive

                   

                   

                   

8. sing

                   

                   

                   

9. fly

                   

                   

                   

10. watch

                   

                   

                   

Ⅱ. 改错，画出错误的地方，将正确的写在横线上。
1. Is your brother speak English?

____________

2. Does she likes go swiming?

____________

3. Jack like play games after class.

____________

4. Mr. Wang teachs us English.

____________

5. Linda don’t do her homework on Sundays.

____________

二、自我评估
请查阅答案详解。
答对了 ____________ 题；答错了 ____________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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