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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问我中考英语如何取得高分,我说:“得阅读者得天下!”

中考英语中,跟阅读有关的试题占试卷的绝大部分,包括完形填空、阅读理解和任务型阅

读,任务型阅读是对除了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之外的所有跟阅读有关的题型的统称。

阅读考得好,中考分数就高,所以很多学生把功夫下在阅读上。正因为如此,市面上的阅读

类中考英语辅导书可谓琳琅满目,但不少学生却不知如何选购中考英语阅读辅导资料。

那么如何选购呢? 编者认为:第一,要选那些校对做得好的。因为辅导资料基本上是从网

上下载考题,而网上的考题文字录入差错率较高,那么与原试卷校对做得好的辅导资料质量就

好。第二,要选资料里的练习题尽量都是中考试题的。我并非表示模拟题和普通练习题都不

好,但中考试题是经过命题小组创作出来的,并经过试验认为可行才能用于考试的。第三,要选

中考试题是原创的。很多地方的中考试题含有阅读类改编题。何谓改编题,就是对以前各地中

考原创试题或考前已经在某资料上发表过的练习题或短文进行题目的改编。改编题对考生并

不公平,如果考生在考前读过改编题中的短文,不管题型怎么改、题目怎么改,考起来仍会得心

应手;而考生无论如何也没读过原创题中的短文。因此我建议考生尽量多读多练中考原创题。

为了解决同学们普遍存在的“如何获得阅读高分和哪本辅导资料有效果”的问题,我们编写

了《5步练成中考英语满分完形填空》《5步练成中考英语满分阅读理解》《5步练成中考英语满分

任务型阅读》(中考阅读三部曲系列),适合中等及中等以上的考生。

本系列质量上乘。首先,编者近于严苛地把所有题目从近几年各地中考原创题中精选出

来,改编题一概不选。读者从本系列中可轻易发现某年某地的考卷中哪些阅读类题目可能是改

编题,因为它们没在本系列中出现。为方便读者查找,本系列基本保留了题目的原序号。第二,

经过与原试卷的认真校对和编辑的审读,文字差错率降到了最低。第三,由名师进行答案的核

对,确保答案的准确性。第四,答案部分的解析突出对读者的启迪和帮助学习的作用。在阅读

理解类题型中,主要讲解解题思路和方法;在语法、词汇及表达类题型中,主要给出单词、短语和

句型,便于同学们记忆、掌握。而这些单词、短语和句型便是英语学习的根本所在,由于我们整

理得又多又好,因此将极大地帮助同学们学好英语。

需要强调的是,在英语考试中时间与答对率是一对矛盾。同学们往往追求把题目答对,时



      

间却不够用了;为了赶时间快速答题,答对率却又太低。怎么办? 我的观点是解答阅读类题目,

解题步骤很关键。本系列给出了解答各类阅读题型的步骤,如果同学们按照本书的方法做,假

以时日,那么不仅能解决时间与答对率这一矛盾,并在中考中胜券在握,还将为以后所有英语考

试打下坚实基础。

虽然我们编审人员尽全力提高本系列的质量,但差错仍在所难免,敬请同学们体谅。

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为本系列的出版发行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最后,祝愿所有考生在中考英语中取得高分,从而实现心中的梦想!

主编 李敬东

201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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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形填空”的出题形式

“完形填空”题型通常采用“阅读短文,从短文后各题所给的选项中选出可以填入空白处的最

佳选项”的出题方式。

(二)“完形填空”的考点解读

完形填空介于词汇和阅读理解之间,要求根据文章所提供的情景进行选择填空。其中对语

法和词汇的考查,主要涉及名词、冠词、代词、数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动词、动词短语、情

态动词、非谓语动词、时态、被动语态、疑问词、句子的种类、各种从句、it的用法、therebe句型、主

谓一致、固定短语等的用法。

(三)“完形填空”的最佳解题步骤

第一步:边读边答题。阅读短文的同时,遇到空白处即开始答题,答案往往在空白处所在句

或前句中,确定答案后就在正确选项边打钩。阅读短文时争取做到句句理解;如遇到某个句子读

不懂时,可反复读该句,尽量读懂或猜出该句意,然后往下继续;如遇到某个空白处的答案还没有

出现时,可暂时不答该题目,继续往下读和解答其他题目,等该题目答案出现时再回头补上该

答案。

第二步:检查是否有漏答。核对所打的钩是否和每题对应便知。

第三步:涂答题卡。该篇短文全部题目做完之后再涂答题卡。

不建议采用的解题步骤:

“快速阅读短文了解大意———再次阅读短文并解答题目”“快速阅读短文了解大意———再次

阅读短文并解答题目———第三次阅读短文核对答案”。

这些方法的缺点是重复阅读浪费时间。很多考生采用这些方法,完形填空题目答对很多,但

往往不能把全部考卷答完,最终得不到高分。

虽然边读边答题较难,但经过大量的训练之后考生完全可以掌握,取得高分便不在话下,还

可节省时间,有益于解答后面的其他题型。

(四)范例说明

例题 (广州 2017)

阅读下面短文,按照句子结构的语法性和上下文连贯的要求,从各题所给的A、B、C和 D项

中选出最佳选项。

“Imgoingshoppinginthevillage,”GeorgesmothersaidtoGeorgeonSaturdaymorning.
“Sobeagoodboyanddontgetintotrouble.Anddontforget 1 goodcareofGran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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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outshewent.

Grandma 2 inthechairbythewindowwhensheopenedonelittleeyeandsaid,“Now

youheard 3 yourmothersaid,George.”
“Yes,Grandma,”Georgesaid.

Georgewasboredtotears.Hedidnthaveabrotherorasister.Hisfatherwasafarmer,

and 4 farmtheylivedonwasmilesawayfromanywhere, 5 therewereneverany
childrentoplaywith.Hewastiredofstaringat 6 pigs,hens,cowsandsheep.Hewas

especiallytiredofhavingtoliveinthehousewithhisgrandma.Lookingafterherallbyhimself

washardly 7 waytospendaSaturdaymorning.
“Goandmakemeacupofteaforastart, 8 sugarandmilk,”Grandmasaid.

Mostgrandmothersarelovely,kind,helpfuloldladies,butnotthisone.Georgesgrandma
wasawoman 9 wasalwayscomplainingaboutsomethingorother.Shespentallday 10 

onherchairbythewindow.George 11 thatGrandmausedtobeagentlelady,butasshe

grewolder,shewasnotabletolookafterherselfandevenworse,shewaseasytogetangry.
“We 12 benicetotheold,George,”Hismotheralwaystoldhim.

Thinkingofthis,George 13 intothekitchenandmadeGrandmaacupofteawitha

teabag.Heputonespoonofsugarand 14 milkinit.Hestirredtheteawellandcarriedit
intothelivingroom  15 .

1.A.take   B.taking   C.totake   D.takes

2.A.sleep B.sleeps C.issleeping D.wassleeping
3.A.that B.what C.where D.which

4.A.a B.an C.the D./

5.A.but B.if C.or D.so
6.A.hundred B.hundreds C.hundredth D.hundredsof

7.A.exciting B.themostexciting
C.moreexciting D.muchmoreexciting

8.A.in B.with C.of D.for

9.A.who B.which C.where D.when
10.A.sitting B.sits C.sit D.sat

11.A.tell B.told C.wastold D.hastold

12.A.should B.would C.might D.can
13.A.goes B.went C.willgo D.hasgone

14.A.many B.any C.few D.some
15.A.care B.careful C.carefully D.careless

解析:
1.考查非谓语动词。forgettodosth.记住要做某事,是固定搭配,答案为C。

2.考查时态。“主句为过去进行时,when从句为过去时”是常用结构,答案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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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查宾语从句。said是及物动词,需要连接词作其宾语。that只起连接作用,不能作其宾语;

where和which讲不通,what可作said的宾语,意思是“所说的话”,答案为B。

4.考查冠词。farm被定语从句“theylivedon”修饰,便是确定的,前面要加定冠词,答案为C。

5.考查连词。“therewereneveranychildrentoplaywith”是“farmtheylivedonwasmiles

awayfromanywhere”的结果,用“so(因此)”,答案为D。

6.考查数词。hundred修饰名词前面要加数字,hundreds不能修饰名词,hundredth表示“第几

百”意思不通,hundredsof表示“数百的”,答案为D。

7.考查形容词的最高级。“Lookingafterherallbyhimselfwashardly 7 waytospenda

Saturdaymorning”的意思是“由自己照顾奶奶几乎是星期六上午最不令人兴奋的事”,可见要

选形容词最高级,答案为B。

8.考查介词。在茶中“加”白糖和牛奶的“加”,要用with表示,答案为B。

9.考查定语从句。四个选项中能连接人物的只有who,答案为A。

10.考查非谓语动词。“spendsometimedoingsth.花时间做某事”,固定搭配,答案为A。

11.考查被动语态。tell后接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排除A、B、D选项,“Georgewastold”意思是

“有人告诉George”,答案为C。

12.考查情态动词。根据词义,should应该,would会,might可能,can能,句意为“我们应该善待

老人”,答案为A。

13.考查时态。根据一致性原则,and连接的两个动词时态要一致,and后面用的 made是过去

时,前面也要用过去时,答案为B。

14.考查代词。milk是不可数名词,前面不能用修饰可数名词的 many和few,any用于否定句,

some(一些)是正确的,答案为D。

15.考查副词。根据句子结构可知,要选状语,四个选项中能作状语的是副词,答案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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