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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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考英语试卷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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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认真与原试卷做过比对的辅导资料质量

就好。第二,要选练习题尽量都是中考试题的。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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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的题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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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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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列图书适合中等及中等以上的考生。

本系列图书质量上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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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读者查找,本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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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部分的解析重在考点点拨,可帮助考生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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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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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学为了把题目答对,在某

一小题浪费了太多时间,时间不够用;有的同学为了赶时间快速答题,答对率却又太低。怎么

办? 编者认为解答阅读类题目,解题步骤很关键。本系列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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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以时日,不仅能解决时间与答对率这一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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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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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型阅读”的出题形式

“任务型阅读”是英语考试中除了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两大题型之外的所有阅读类题型的总

称,一般分为三大类,即理解类、填词类和表达类。

理解类:采用“阅读短文,还原句子”“配对阅读或信息匹配”等出题方式。

填词类:采用“阅读短文,用单词填空”“阅读短文,从方框中选词填空”“阅读短文,根据单词

首字母填空”等出题方式。

表达类:采用“阅读短文,回答问题”“阅读短文,完成句子”“阅读短文,完成表格”“阅读短文,

完成任务”等出题方式。

(二)“任务型阅读”的考点解读

理解类任务型阅读主要考查阅读理解能力;填词类任务型阅读主要考查语法和词汇的运用

能力;表达类任务型阅读主要考查书面表达能力。

(三)“理解类和填词类任务型阅读”的最佳解题步骤

第一步:边读边答题。阅读短文的同时,遇到空白处或匹配处即开始答题,确定答案后就在

空白处或匹配处写出正确答案。阅读短文时要做到理解短文大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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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到某个空白处或匹配处的答案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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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每题是否都已解答。

第三步:填写答案。该篇短文全部题目做完之后再将答案填写在试卷或答题纸上。

(四)“表达类任务型阅读”的最佳解题步骤

第一步:通读短文。阅读短文时要做到理解短文大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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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阅读题目并答题。按照题目顺序答题,根据记忆在短文中迅速找到题目答案所在位

置,画出答案;不建议从头再读短文。

第三步:书写答案。该篇短文全部题目做完之后,再将所画出的答案书写在试卷或答题

纸上。

不建议采用的解题步骤:
“先读题目,后读短文”,缺点是先入为主,容易答错题目;“重复阅读短文”,缺点是浪费时间。

边读边答题或许较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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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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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范例说明

例 1 (北京 2017)
阅读短文,根据短文内容,从短文后的五个选项中选出能填入空白处的最佳选项。每个选项

只能用一次。

FromtheOtherSide
LaraandTaraaretwins. 56 ,buttheyareverydifferentineverythingelse.For

example,hotfoodisLarasfavorite,andTarahasasweetchoice.

However,thisisnttheproblemwiththetwingirls.Theyalwaysarguedthattheopposite

onewaswrong. 57 ,whileTarainsistedthatmorningswerefreshanditwasdifficulttostay
uptillmidnight.

 58 .Toputanendtotheirfights,theirparentsdecidedto

createasmalldrama.Theywantedthegirlstounderstandthatthey
werebothcorrectfromtheirownpointofview.Theirparents

coveredthegirlseyeswithblackribbons,andbroughtthemtothe

diningroom. 59 .Larawasaskedtostandononesideofthe

boardandTaraontheother.Theycouldntseetheothersideofit.

Whentheribbonsweretakenaway,theyweresurprisedtoseeahugeboardbetweenthem.

Now,theirfatheraskedLara,“Whatsthecoloroftheboard?”Shereplied,“Itsblack!”

 60 .Shereplied,“Itswhite!”Thetwogirlsbegantoargueagain.WhileLarawasconfident

itwasblack,Tarawassureitwaswhite.Then,theywereaskedtoexchange(交换)theirplaces.
Theycouldntbelievetheireyes.Tara,whoinsisteditwasawhiteboard,sawablackone.
Similarly,Lara,whoarguedtheboardwasblack,wasshockedtoseeawhiteone.They
understoodthateachofthemwasrightinherownview.

MostofusarelikeLaraandTara.Wearerightmosttimes,butinsistthatothersare
wrong!

A.Theylooklikeeachother

B.Foryears,theirargumentscontinued

C.TheirmotheraskedTarathesamequestion

D.Intheroom,abigboardwasplacedinthemiddle

E.Larathoughtitwasterribletogetupearlyinthemorning

解析:这是理解类任务型阅读题目。建议边读边做题。
56.空白处后面的but是提示词,表示其前后内容意思相反,答案为A。

57.空白处后面的while(而)是提示词,表示其前后内容意思相反,答案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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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前一段描述“Theyalwaysargued”,本段开头用“Foryears,theirargumentscontinued”承上启

下,答案为B。

59.空白处前面是“broughtthemtothediningroom”,而“Intheroom,abigboardwasplacedin

themiddle”正好衔接上,答案为D。

60.空白处前面父亲问了Lara一个问题,空白处后面则是母亲问Tara同样的问题,答案为C。

技巧:答完60题后,其后面的短文阅读内容可不必看了,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例 2 (兰州 2017)
阅读下面的短文,用方框中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

    
填空,使文意通顺,结构正确。(每个单词限

用一次)

                                                                             closer who without happen farmer greatly comfort as make our 

Thedevelopmentoftechnologieshas 71 changedthelifestylesofthepeoplealloverthe

world.Radio,TV,computers,faxandsatellitesbringdifferentcountriesandpeople 72 to

eachother.Wecanseenearlyeverything 73 thousandsofmilesawayandcommunicatewith

peopleindifferentlands 74 leavinghome.Wedonothavetodoshoppingeveryday.Once

aweekwebuy 75 householdmaterialsincludingmeat,vegetables,etc,andstorethemin

refrigerators.Withthehelpoftinyscissorsdoctorscanexaminethechild 76 isstillinthe

womb(子宫)ofhismother. 77 usenewertechnologybothforagriculturalactivitiesaswell

asfortheir 78 .Theneedsofoiltechnology,such 79 longpipelines(管线),electric

power,goodroads,airports,bringpeoplefromdifferentlandstotheGulf(海湾)countriesto

 80 aliving.

解析:这是填词类任务型阅读题目。建议边读边做题。

71.从“has 71 changed”可看出要填副词,选greatly,意思是“极大地改变了”。

72.“bringdifferentcountriesandpeople 72 toeachother”意思是“把不同的国家和人们彼

此拉得更近了”,含有比较级,选closer。

73.“everything 73 thousandsofmilesaway”意思是“数千英里外正在发生的一切”,填

happening。

74.“选without, 74 leavinghome”意思是“不用离开家”。

75.“webuy 75 householdmaterials”意思是“我们购买我们的家庭日常材料”,选our。

76.“thechild 76 isstillinthewomb(子宫)ofhismother”表明要填定语从句连接词,

选who。

77.从“agriculturalactivities”可知,要填Farmers。注意:use提示要用复数名词。

78.从“fortheir 78 ”可知,要填名词,选comfort。

79.从“such 79 longpipelines”可知,选as,构成“suchas(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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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to 80 aliving”意思是“谋生”,选make。

例 3 (青岛 2017)
阅读表达 阅读下面短文,按要求完成各项任务。

Everywhereintheworldtherearedifferentwaysofbehaving.Whenwemeetsomeone,

everythingwesayanddoexpressesourculturalbackground.Soifyouwanttogetonwith

someonefromanotherculture,ithelpstounderstandsomethingaboutthesedifferences.

Evenhowwestanddependsonourculture.Englishpeopletalktoeachotheratanaverage
(平均的)distanceof130cm,whileItalianschatatanaveragedistanceof80cm.SoItalianscan

thinkthatEnglishpeopleareunfriendlybecausetheystandtoofaraway!AndEnglishpeoplecan

thinkthatItaliansaretooclose.

Touchingisalsocultural.TheFrenchtouchmuchmorethanAmericans.AFrenchcouple

maytouch100timesinhalfanhourwhileanAmericancouplemayonlytouchtwice! And

FrenchteenagerstoucheachothermuchmorethanAmericanteens.

任务一 请将画线句子“Whenwemeetsomeone,everythingwesayanddoexpressesour

culturalbackground.”翻译成汉语。

  
任务二 请根据短文内容回答问题。

1.Inwhichcountryshouldyouarriveontimeforameal?

  

2.WhatdoFrenchpeopledowhentheyeatout?

  
任务三 请根据短文内容,完成下面的句子。

Accordingtothepassage,Italiansstand  1 thanEnglishpeople.American

teenstouch 2 thanFrenchteenagers.

解析:这是表达类任务型阅读题目。先读短文,后做题。
任务一 当我们遇到某人时,我们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背景。

任务二 1.Canada.(根据加拿大国旗下的内容。)

2.Wheneatingout,keepbothhandsonorabovethetable.(法国国旗下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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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1.closer(根据“Englishpeopletalktoeachotheratanaveragedistanceof130cm,

whileItalianschatatanaveragedistanceof80cm.”。)

2.less(根据“AndFrenchteenagerstoucheachothermuchmorethanAmerican

t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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