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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初中起始年级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是测试的重头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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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专为七年级的广大同学设计,旨在帮助读者掌握一套科学、系统、快速、实用的

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训练方法,使您快速增分,不断提高,从而在各种考试中轻松夺冠!

本书具有以下特色

双管齐下,科学搭配。

本书主要采用“1+2”模式,“进阶训练”部分每单元安排1篇完形填空和2篇阅读理解。全

新修订后,增加了“拓展训练”部分,每单元安排1篇完形填空和1篇阅读理解。题材上尽可能全

面覆盖新课标所要求的话题项目,符合七年级学生的实际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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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幽默、漫步谜语、绕口令、格言警句、脑筋急转

弯等小板块,让你尽享学习中的轻松和快乐!

策略指导,技巧点拨。

究竟如何有效、快速提高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能力? 能否少走弯路,找到突破阅读和完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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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阅读,人文关怀。

本书修订后,增加到155篇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文章,体裁和话题丰富多样,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每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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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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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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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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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同学们将阅读理解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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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中的典型句子做英汉翻译练习,可以增强学习者的英语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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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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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您带入一个全新的阅读

理解和完形填空训练境界。

编　者

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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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完形填空题备考策略、技巧指导

【完形填空题的命题特点】

题型概述

完形填空题是平时阶段性考试和期中、期末考试卷中客观试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同学们感到比较

困难、得分率较低的一种综合性题型。该题型要求考生根据短文中的相关信息,从所给四个(或三个)选项

中选择最佳选项将短文补充完整,是一种旨在考查学生语法和词汇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的题型。它既要求考

生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又要求考生具有扎实的语法、词汇和文化知识积累。

题型特征

1.文章短小,内容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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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句通常不设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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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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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的词语都处在短文所提供的语言背景下,要正确解题必须联系上下文或前后句。

4.七年级完形填空所选的短文长度一般在100—200词左右,一般情况下,在文章中留出10个空白

处,设空平均间隔词距为8个词左右。

5.所选文章难度并不太大,一般是与七年级教材难易程度相当的短文。

6.文章题材范围很广,命题者都把新颖、富有时代感、贴近现实生活、贴近学生生活的材料放在选材的

首位。

7.体裁相对稳定。一般以记叙文、简单的说明文为主,但有时也会使用应用文体的短文作为命题素材。

8.以实词考查为主,虚词为辅。根据对近几年各地完形填空题的分析,各种词类的考查比例由多到少

顺序如下: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等,同时还考查学生对行文逻辑的掌握,而且也注重考查词

汇的习惯搭配。

9.选项设计特点明确。一般每小题的四个选项多为相同词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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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

只有结合上下文语境才能选出正确答案。另外,各选项中所用词汇尽量不重复,从而增加考查的覆盖面。

10.突出语篇,强调考生的生活经验。答题时必须整体理解文章,从整体或上下文角度考虑才能判断

出最佳答案。同时,题目还要求考生多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即具有较为丰富的生活常识和经验。

考查内容

一般来说,完形填空题的考查内容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词汇。考查的内容有近义词的区别、名词和代词、形容词和副词、介词和连词、动词和动词短语及词

语的固定搭配和习惯用法。

2.语法。考查各种语法规则在文章中的运用,其中包括名词的单复数,名词的所有格,形容词和副词的

用法,动词的时态、主谓一致,动词不定式、动词-ing形式的用法等。

3.句型。考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的常用句型,如选择疑问句、感叹句、宾语从句、时间和条件状

语从句,以及许多惯用句型。

4.结构。文章中简单句的基本句型,句子与句子之间、段落与段落之间、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

是说,完形填空题是在整体感知短文内容的基础上,着重对语法、固定用法及习惯用语的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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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形填空题的备考策略】

完形填空题旨在考查考生英语知识的掌握情况和语言运用能力。它结合了单项填空选择题和短文填

空的优点,既考查词语搭配、近义词辨析、句型结构、复合句的关联词和习惯用法等,又考查了逻辑推理和事

理推断能力。要较好地应对这类试题,需要采取科学的、综合的应对策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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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词汇基础
“万丈高楼平地起”,完形填空能力的提高必须有坚实的词汇基础。要熟练掌握新课标中要求七年级学

生掌握的600—700个单词和50个左右的习惯用语,并熟练掌握词汇的词义和用法,特别是:近义词的细

微差别,词语的固定搭配和习惯用法等。如:
(1)see,watch,look
(2)speak,tell,say,talk
(3)die,dead,death,dying
(4)finishdoing,enjoydoing,minddoing
(5)wanttodo,helpsb.with,bebusyindoing等。
英语的词汇知识琐碎繁杂,平时要多听、多读、多记,加大输入量,以求从量变到质变。只有不断积累,

并及时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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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系统学习词汇、短语搭配及惯用法。

2.语法基础
要掌握各种语法规则及其在句子中的具体运用,特别是:名词的单复数,形容词、副词的用法,动词的

时态,人称代词的格,名词性物主代词和形容词性物主代词,主谓一致,必须接-ing形式和必须接todo形式

的动词,介词、连词及各种从句的用法等。平时学习过程中,对于重要的语法项目,如动词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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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做该部分的练习题,以做到

概念清楚,运用灵活。

3.语篇基础
要具有能够把握文章中句子与句子之间,段落与段落之间,上文与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能力。要善

于利用能体现它们之间关系的连接词语,如and,but,however,though,so,because等来把握语篇结构,更要

学会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及结构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来确定所填入的恰当词语。常见的表示逻辑关系的

词有:
(1)并列关系:and,while,or;
(2)转折关系:but,however;
(3)因果关系:so,asaresult,because,for;
(4)让步关系:though,although;
(5)条件关系:if,unless,once;
(6)解释关系:thatistosay,inotherwords;
(7)顺序关系:before,after,when,while,until,first,second,then,next,finally;
(8)目的关系:that,sothat等。

4.题型基础
题型基础就是指考生对完形填空题的设题类型有所了解。完形填空既有对语法规则、习惯用法和词语

搭配的考查,又有对文章内容的通篇理解。从设空的类型看可分为三个层次:
(1)句子层次,就是考生只需要理解设空的这个句子的意思和掌握空格前后的搭配就可以选出正确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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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句组层次,就是考生需要理解空格前后几个句子的意思及逻辑关系方可选出正确答案。
(3)语篇层次,就是考生必须理解全文的意思才能选出正确答案的试题。七年级的完形填空以句子层

次为主,句组层次和语篇层次为辅。

5.生活基础
同学们平时还要注意对生活常识和各方面知识的积累。俗话说,“见识就是素质”,因此要多观察生活,

多体验生活。可广泛阅读各方面的知识(中文或英语皆可)。完形填空的文章一般不会涉及很专业的知识,
但常涉及科普知识或生活方面的常识。如果对题中涉及的某方面知识熟悉或对其内容有所了解的话,那
么,做起题来就轻松多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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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必不可少的东西。娴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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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地进行语言素质的积累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三、拓宽视野,扩大文化背景知识

任何一种语言的发展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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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少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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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理历史和生活常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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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熟练的阅读技巧

大量的阅读还要以熟练的技巧为前提,以良好的习惯为保证。完形文章的阅读有一定困难,需跳过空

格,了解文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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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坚持,持之以恒,定能稳步前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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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对不同题材的理解和感悟

能力。
(2)难度适中,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逐步过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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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事,应该对文章进行精细加

工,充分发挥文章的剩余价值,提高练习和学习效益。读后自学步骤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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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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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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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对文中的好句子做英汉翻译练习,以增强自己的句式理解、分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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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科学训练,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语感增强了,做题速度更快了,题目的正确度也大有提

高。此时,你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完形填空能力真的提高了!

【完形填空题的技巧指导】

解题步骤

1.通读全文,把握大意
考生答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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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文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主要事件;说明文要把握作

者要介绍和说明的现象和情况;如果是应用文则要把注意力放在正文信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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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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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推理、分析和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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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脉络自然有序。因此,做完一篇完

形填空后,考生对文章的线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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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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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情景及上下文暗示仔细推敲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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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考生在语篇中对英语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能

力,以及阅读、思维和判断等能力。

技巧一　充分利用首句信息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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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建立正确的思维导向,避免走弯路而误入歧途。首句是了解全文的窗口,通过首句往往能确定文章的体

裁、背景、写作意图甚至中心思想。
【典例1】EnglishnamesandChinesenamesarequitedifferentinsomeways.Butit’snotdifficultfor

ustoknow.
UnlikeChinese,mostEnglishpeoplehave　1　 names.Oneistheirfamilyname,bothoftheother

namesaregivennames.Theirfamilynameis　2　thegivenname.TheyuseMr,MrsorMisswiththe
　3　 name,buttheyneveruse　4　 withthefirstname.

1.A.one　　　　　　B.two　　　　　　C.three　　　　　　D.four
2.A.before B.infrontof C.at D.behind
3.A.last B.given C.middle D.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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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it B.them C.him D.her
【分析】这篇文章的首句给读者介绍了:中英文中姓名在某些方面是有差异的。句首所提供的这样一

种信息可以使同学们更好地把握全文大意,准确理解中英文名字差异的细节信息。
第1题考查数词的用法,正确答案是 C。由下文“Oneistheirfamilyname,bothoftheothernames

aregivennames.”可知答案,此处应填数词three。
第2题考查介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D。由常识可知,英语姓名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依次为本名、中间

名和姓氏,姓氏在最后。
第3题考查形容词的用法,正确答案是 A。姓氏的说法有familyname,surname或lastname,表示称

谓的 Mr,Mrs,Miss要放在姓氏之前。
第4题考查代词的用法,正确答案是 B。英语中的本名为firstname或givenname,Mr,Mrs,Miss等

称谓不能置于本名之前。这里them指代前面提到的 Mr,Mrs,Miss。
【典例2】Oscarisablackbearandhelikesgoingshopping.
Oneday,Oscar　1　theshoppingwithhismother.Whentheygottothe　2　,Oscarwasvery

　3　.
1.A.did B.stopped C.needed D.had
2.A.school B.hospital C.factory D.supermarket
3.A.sorry B.happy C.sad D.busy
【分析】此文首句“Oscarisablackbearandhelikesgoingshopping.”暗示本文是一篇记叙文,记叙

Oscar和他妈妈去超市购物的经历。由于记叙文一般按照事情发生发展的顺序展开,并会涉及时间、地点、
人物、过程、结果等因素,把握住这一特点后对考生确定正确答案很有帮助。

第1题考查动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首句暗示“Oscar喜欢购物”,而此句正是陈述“Oscar和妈妈

一起去购物”,所以应使用动词“did”。dotheshopping也是固定短语,表示“购物”。
第2题考查名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D。前一句“Oscar和妈妈一起去购物”暗示了答案,购物自然应去

“超市(supermarket)”。
第3题考查形容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B。由首句可知“主人喜欢购物”,到了超市主人自然应该“高

兴,”因而使用形容词“happy”符合情景。

技巧二　巧用上下文信息答题

完形填空必须通篇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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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答案的题目所占比例呈越来越多的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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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首尾。
【典例1】It’susuallysunny,butitoften　1　suddenly.Sopeopleoftentakeapairofsunglassesand

araincoatatthesametime.
1.A.blows B.shines C.rains D.snows
【分析】本段文字主要介绍某地的天气变化多端。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副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

空格之后的一个句子就是解题信息,既然“人们经常同时带着太阳镜和雨衣”,自然可以推断“天气通常晴

朗,但经常突然下雨”,因而选rains符合情景。
【典例2】TodayisSunday.Idon’tgotoschool.
...
NowIfeelveryhappy.Tomorrowis　10　.Icangotoschoolandseemyfriends.
10.A.Monday B.Tuesday C.Wednesday D.Saturday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用法,正确答案是 A。解题信息在全文的首句,既然“今天是星期

天”,自然可知“明天就是星期一”,因而答案为 A。

技巧三　利用语法知识、词语搭配、固定句型答题

完形填空以语境考查为主,但不可避免的是,也有部分题目考查语法知识、固定搭配和固定句型,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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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定要利用平时所学的知识,考虑单词(词组)的固定搭配,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并利用句子结构、句式

特点等知识全面衡量所有选项,排除干扰确定最佳答案。
【典例1】Whatdoyouthink　9　thesitcom? Maybe(或许)youlikeit,maybeyoudon’tmindit...
9.A.of B.for C.out D.in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介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A。根据后面的信息可知,空格所在句子是在问

“你觉得情景剧怎么样?”,而“Whatdoyouthinkof...?”是一个固定句型,意思是“你觉得……怎样?”,自
然答案只能选 A。

【典例2】...butwewererelaxedwhenwewerelyingonthebeach.We　10　somephotosthere.
WhatabusyweekendIhad!

10.A.got B.brought C.bought D.took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动词的用法,正确答案是 D。本段文字介绍了周末在海边放松的情景,根

据常理看空格处应为“拍照、照相”之意,而表示“照相”时应使用固定短语takephotos,答案显而易见。

技巧四　根据文化背景常识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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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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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外文化之间有一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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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其中的文

化差异,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典例1】“Youareso　2　,dear,”shesays,“Let’sgotoChinaforaniceholiday.Itcanbe　3　

foryourhealth.”

2.A.happy B.busy C.free D.excited
3.A.good B.bad C.ill D.interesting
【分析】此处两个题都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用,但都涉及生活常识。根据常识可知,人非常忙碌

时最好休假,所以第2题正确答案是B。再根据生活常识可知:人们休假的目的是为了放松,当然对身体健

康有好处,故应选 A“good”符合句意。
【典例2】Soonthehouse　2　freshaswedecorated(装饰)thetree,andthedayhadafestival　3

　.Theturkeydinnerwasgood,too.Iwasbeginningtoenjoythis　4　 Christmasday!

ThenMomcameoutwiththe 　5　 surprise— aflamingChristmaspudding! “MerryChristmas,

Mother,”Momsaid.
2.A.smelled B.tasted C.sounded D.looked
3.A.music B.air C.sound D.color
4.A.busy B.boring C.difficult D.unusual
5.A.nice B.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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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读者熟悉西方圣诞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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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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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起来)。
第3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名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B。此处指呈现出节日气氛,因而使用air(气氛)。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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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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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圣诞大

餐的最后一道菜,因而使用final。

技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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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题目应从语篇层次去考虑,只有把握了文章

7

第一章　高分攻略



的脉络,才能进行综合推理判断,最终得出最佳答案。
文章的逻辑关系包括并列、原因、结果、让步、转折、时间顺序、目的、条件、选择等,依靠不同的连词来表

达,如and,but,so,however,firstofall,then,finally,forexample,or等,它们在文章中起着“篇章纽带”的
作用,可以作为做完形填空题的路标。

【典例1】Mybrotherlikespopmusicverymuch,buthecan’tsing　6　.
6.A.badly B.easily C.well D.excitedly
【分析】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副词的使用,正确答案是 C。根据前面的转折词but之前的句意“我弟弟

很喜欢流行音乐”可以推断,喜欢但唱得不好,因而此题答案是 C(well)。
【典例2】Theteacherthinksthatnooneistooyoungortoo　5　tolearnalanguage.
5.A.old B.small C.clever D.weak
【分析】此句出自一篇议论文,论述的是人人都可以学习一门语言。此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形容词的使

用,正确答案是 A。解题的信息就是句中表示逻辑关系的连词or(或者),由前面的tooyoung自然可以看

出答案是old,tooold与前面的tooyoung相对应。

·校园幽默·

ThePluralFormof“Child”

Teacher:Whatisthepluralofman,Tom?

Tom:Men.
Teacher:Good.Andthepluralofachild?

Tom:Twins.

“孩子”的复数形式

老师:汤姆,“男人”这个词的复数是什么?
汤姆:男人们。
老师:答得好。那“孩子”的复数形式呢?
汤姆:双胞胎。

WhatisMotherland?
“Jack,whatismotherland?Pleasetellme.”
“Motherlandismymother.”
“Verygood.John,canyoutellmewhatmotherlandis?”
“Sir,motherlandisJack’smother.”

祖国是什么?
“杰克,请告诉我,祖国是什么?”
“祖国是我的母亲。”
“很好。约翰,你能告诉我祖国是什么吗?”
“先生,祖国是杰克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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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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语言技能目标中对“读”的目标要求:

1.能正确朗读课文;

2.能理解简短的书面指令,并根据要求进行学习活动;

3.能读懂简单故事和短文并抓住大意;

4.能初步使用简单的工具书;

5.除教材外,课外阅读量达到4万词以上。

题型特征

1.七年级阅读理解所选文章通常难度不大,一般与七年级教材难易程度相当,或略高于教材中的

短文。

2.文章体裁主要包括记叙文、简单的说明文、各种形式的应用文(书信、电子邮件、招聘启事、招领启事、
海报等),较少涉及议论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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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文章新颖、富有时代感、贴近现实生活、贴近学生生活。

4.七年级阅读理解所选的短文长度一般在100—250词左右。

5.针对阅读理解所设计的题目一般以单项选择型为主,但也包括其他题型:如根据短文内容判断正

误、回答问题、填写表格所缺信息等。

题型解密

初中阶段阅读理解题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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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通读全文后可以直接找出答题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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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涉及

的内容很广,如时间、地点、人物、数字、原因、结果等。常见的提问方式有:
(1)Howmany...?
(2)Whatcolor...?
(3)Who...?
(4)Whendothey...?
(5)Whereis/are...?
(6)Howmuchis...?
(8)Whatdotheydointheevening?
(9)WhichofthefollowingisTrue/Right/Wrong?
(10)Fromthepassage,weknow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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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意思或其近义词或短语的引申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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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词生意等意义的准确理解,这就要求学生通过阅读文章,推测出该词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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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确切含义。常见的设问方式有:
(1)Theword...inthepassagemeans .
(2)Theword“...”isclosestinmeaningto .
(3)Theunderlinedword“...”means .
(4)WhatistheChinesemeaningoftheword“...”?
(5)Theunderlinedpartinthesecondparagraphmeans .
(6)Theunderlinedword“it/they/them”means .
(7)Theunderlinedsentenceme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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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hestorywecanguess .
(2)Thewriterwritesthistextto .
(3)Thewritersuggeststhat .
(4)Wecanlearnfromthispassagethat .
(5)Wecaninfer(推断)fromthepassagethat .
(6)Itcanbeseenfromthepassagethat .
(7)Whatcanweknowfromthepassage?
(8)Fromthepassageweknowthat .

4.主旨大意题
主旨大意题所提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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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thepassagemainlyabout?
(2)Thepassagemainlytalksabout .
(3)Whatisthemainideaofthispassage?
(4)Themainideaofthepassageis .
(5)What’sthetopicofthetext?
(6)What/Whichisthebesttitleforthispassage?
(7)Thepurposeofthispassageisto .
(8)Whatcanweknowfromthemenu?
(9)Thearticleiswrittentoexplain .

【阅读理解题的备考策略】

阅读理解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技能,并非学生常认为的那种“上课时认真阅读”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一

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既需要同学们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循序渐进、科学训练,也需要利用多种方法、采取多种

措施;既需要在课堂上进行专项或限时阅读训练,也需要在课下拓展适量的阅读,做到课上与课下紧密配

合。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应注意以下几点。

1.积极扩大词汇量
词汇是语言最基本的元素,在很大程度上,词汇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阅读理解的效果。词汇量不达标、

词汇学习的质量不高是当前学生阅读训练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平时一定要注意词汇积累,还要

学会一些基本的构词法知识、学会根据上下文理解陌生词义、熟词生义等。也要通过阅读训练来不断整理、
归纳和总结常用单词、短语,定时回顾复习,提高词汇学习质量。另外,还应留意一些与阅读理解密切联系

的功能词,如:代词、介词、表示各种逻辑关系的连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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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好基本的语法知识
阅读理解不直接考语法,但如果没有一定的语法知识,看不懂句子的主、谓、宾,弄不清句子结构,也就

无法准确理解句意。而牢固的语法知识可以促进阅读顺利进行,提高阅读的速度和效率。因此,在平时学

习单词、句型和做题的过程中,同学们应及时梳理、弄清各种已学过的基本语法知识,并通过各种练习巩固

掌握这些基础语法知识。当然,大量地进行阅读实践同样有助于巩固已学的语法知识,因此,阅读和语法的

学习应同步进行。

3.拓展英语文化背景知识
同学们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对一篇短文的内容比较熟悉,读起来就比较容易。相反,如果是一个

比较生疏的话题,理解起来难度就会大一些。可见,背景知识的缺失也影响阅读理解的速度和准确性。其

实,克服这一障碍的最好方法就是广泛阅读。建议同学们平时多阅读一些涉及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材料,
不断拓宽知识面,增加对英语国家的历史、人文状况、政治现实、科学知识、风土人情的了解。

4.“精”、“泛”结合,保证一定的阅读量
“精读”,就是要求逐字逐句的咀嚼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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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句子结构、词语用法等要熟读甚至能够背诵。同时,也要求从整体上把握所读文章,看看作者

是如何组织材料、布局谋篇的。平时学习程中,需要选择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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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坚持泛读一些文章。可以每天挤出一定的时间来读上1—2篇文章。通过这种阅读,一方面可以

扩大知识面,提高理解力;另一方面,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文化背景知识和英语语感都会有较大增加。当

然,必须选好泛读材料,难度应略高于教材,内容活泼兴趣。

5.改变不良的阅读习惯
不少同学在阅读中存在阅读速度慢,准确理解信息的能力差的问题,这有可能与阅读习惯不好有关。

应及时矫正自己的不良阅读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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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良阅读习惯都会影响阅读速度的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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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大“目光跨度”,以“意群”
为阅读单位,养成意群阅读的习惯,因为阅读理解的基本单位是“意群”,而不是单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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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结局等。

6.学会使用多种方法处理信息
如果语篇加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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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理解题的技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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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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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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技巧

技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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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答案。
【典例1】WhatdayisJohn’sseventhbirthday?

A.Saturday B.Friday C.Tuesday D.Sunday
【解析】此题考查对事实细节的理解,试题要求确定“约翰的第七个生日在哪一天”。题干中关键词是

whatday,John’s,seventhbirthday,我们带着这些关键词进行阅读,不难在文中“OnSundayevening,itis
John’sseventhbirthday.”这一句中找到解题所需要的信息,很明显“Sundayevening”与题干中的“What
day”所表达的意义一致,因而正确答案是 D。

【典例2】WhydoesJohn’smotherlethimeatchocolatessometimes?

A.BecauseJohnwantstoeatthem.
B.BecauseJohn’sfatherbuyssomechocolatesforhim.
C.Becausesheishappy.
D.BecauseshewantstomakeJohn’sgrandpahappy.
【解析】题干中的关键词是 why,John’smother,lethimeatchocolates,带着这些关键词很容易在文中

找到相关信息句“Thenhismotherletshimeatthem,becauseshewantstomaketheoldmanhappy.”,因
而答案显而易见。

技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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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把握文章的大意时运用略读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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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首尾段、特殊语言现象、含有题干关键词的句子。对于所有题目已定位的剩余部分(不含考题的句段)要
快读,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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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泥于对个别与阅读理解题无关的词语、句
子或段落。

【典例1】Whatdoesthepassagemainlytellus?

A.FamiliesinAmerica B.YoungpeopleinAmerica
C.OldpeopleinAmerica D.TheAmerican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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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此题考查对文章大意的把握。可以使用略读的方法,快速浏览下列几句“Mostpeoplein
Americaliveinsmallgroups.35% ofhomeshavetwopeople...Morethanaquarterofhomes...The
familiesinAmericaaresmall.”,就可判断正确答案是 A项,B只涉及文章的某一方面内容,不全面,因而排

除;C、D两项文中根本没有提到,因而排除。
【典例2】Whatisnotpartofthejob?

A.Cookingforthechild. B.Workingatthechild’shouse.
C.Readingbookstothechild. D.Takingcareofthechild.
【解析】此题考查对事实细节的理解。题干问“招聘工作不包括的一项”,可以利用“查读”的方法根据

关键词notpartofthejob在招聘广告中寻找答案,由广告中“Forthejob,youwill:
﹡Lookafterourson.﹡ Readtohim.﹡Playwithhim.﹡ Youwillworkinourhouse.”这些信息可

知:招聘广告中的工作不包括给孩子做饭这一项,因而正确答案是 A。

技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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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词短语等,如:if,when,how,because,though,but,however,it,and,so,forexample等。
它们在上下文中具有条件、时间、方式、原因、让步、转折、指代、递进、对比、结果、列举等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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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houtsbecausehewantstomake hearhim.
A.hisgrandpa B.hisgrandma C.hismother D.God
【解析】此题考查细节信息理解,答案出自文章最后一段:Hismothersays,“Godcan’thearyou.

Don’tshout(喊).”“Iknow,”saysthecleverboywithasmile(微笑).“Butmygrandfatherisinthenext
room,andhecan!”阅读该段文章时应特别注意文中画线的特殊语言现象,从而更好地把握文意。前面的

信息“我知道上帝无法听见我”,但转折意义连词but之后部分则告诉读者,“我爷爷在隔壁,他可以听得

见”,所以正确答案是 A。

技巧四　注意正确项和干扰项的特征,回到文中确定答案

正确选项的特点有:①正话反说;②同义词替换;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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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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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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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hichofthefollowingsentencesisTRUE?

A.ChenFeiisamiddleschoolstudentinAmerica.
B.Susanhasnohomeworkeveryday.
C.Susanhaslunchatschool.
D.Susanplaysgameswithhermotherafterschool.
【解析】此题正确答案是 C,C项信息与文中“Shedoesn’tgohomeforlunchbuthasitatschool.”这一

句一致。A项与文中“MynameisChenFei.Ilive(居住)inBeijing.”这一句信息不符;B项偷换了概念,
文中原句是“Sheoftenhaslittlehomework.”,littlehomework不等于nohomework;D 项偷换了信息,由
文中“Sometimessheplaysgameswithherfriendsafterschool.”这一句可知,和 Susan玩游戏的是她的

friends而不是她的 mother。
【典例2】Susanis girlofthirteenyearsoldinamiddleschool.
A.anAmerican B.aChinese C.aCanadian D.aJapanese
【解析】此题正确答案是 A 项,从第一段中的“SusanGreenismypenpal.Sheisthirteenyearsold.

SheisinGradeSeveninamiddleschoolintheUSA.”这一信息可以看出答案。干扰项C和 D就属于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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