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大纲
一、 考试性质

成人高等教育非英语专业学士学位英语水平考试是由各省级高等
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统一考试 ，其目的是为了客观地测试非英语专业
成人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者的英语语言知识和运用能力 ，考查其
是否达到普通本科教育非英语专业英语教学的一般要求 。
二、 考试要求

成人高等教育非英语专业学士学位英语水平考试要求考生能够较
熟练地掌握英语基本语法和常用词汇 ，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综合运
用能力 。 考生在运用能力方面应分别达到以下要求 ：
（一 ）会话
能够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会话交流 ，根据对话的情景 、场合 、人物关
系 、身份和讲话人的意图及话语含义做出正确判断和用语选择 ，并能理
解常见的英语口语的习惯用法 。
（二 ）阅读
能够综合运用英语知识和基本阅读技能 ，读懂难度适中的一般性
题材（经济 、社会 、政法 、历史 、科普 、管理等）和体裁（记叙文 、议论文 、说
明文 、应用文等）的英语文章 。 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８０ 个词 。 具体要
求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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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能够掌握文章的中心思想 、主要内容和细节 ；
２．具备根据上下文把握词义的能力 ，理解上下文的逻辑关系 ；
３．能够根据所读材料进行一定的推论 ；
４．能够对文章的结构和作者的态度等做出一般的分析和判断 。
（三 ）词汇
掌握本考试大纲所规定的英语词汇 、常用词组 、常用词缀 ，并在阅
读 、写作等过程中具有相应的应用能力 ，即 ：
１．领会式掌握 ４４００ 个单词和 ５５０ 个常用词组 ；
２．复用式掌握２０００ 个左右的常用单词和搭配以及２００ 个左右的
常用词组 ；
３．掌握一定数量的常用词缀 ，并能根据构词法和语境识别常见的
派生词 。
（四 ）语法
掌握基本的英语语法知识 ，要求能在阅读 、写作等过程中正确运用
这些知识 ，达到正确理解 、获取信息及表达思想的目的 。 需要掌握的具
体内容如下 ：
１．名词 、代词的数和格的构成及其用法 ；
２．动词的基本时态 、语态的构成及其用法 ；
３．形容词 、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的构成及其用法 ；
４．常用连接词 、冠词的词义及其用法 ；
５．非谓语动词（不定式 、动名词 、分词）的构成及其用法 ；
６．虚拟语气的构成及其用法 ；
７．各类从句的构成及其用法 ；
８．基本句型的结构及其用法 ；
９．强调句型的结构及其用法 ；
１０．常用倒装句的结构及其用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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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翻译

能够在不借助词典的情况下把一般难度 、非专业性题材的英文句
子或短文译成汉语 ，译文通顺 ，用词基本正确 ，无重大语法错误 。 英译
汉的速度应达到每小时 ２５０ 词以上 。
（六 ）写作
能够用英语撰写常见应用文 ，或能够按照所给提纲 、情景或图表 ，
说明或论述一般性的话题 。 所写短文要求主题明确 ，条理清楚 ，语言比
较规范 。
三、 试卷结构

本考试试卷分试卷一和试卷二 。 试卷一为客观题 ，包括完成对话 、
阅读理解及词汇和语法 ３ 个部分 ，考试时间为 ６５ 分钟 ，满分为 ７０ 分 ；
试卷二为英译汉和短文写作 ，考试时间为 ５５ 分钟 ，满分为 ３０ 分 。 试卷
一和试卷二考试时间共计 １２０ 分钟 ，总分为 １００ 分 。 试卷各部分内容
和结构如下 ：
第一部分 完成对话
本部分共有 ３ 段不完整的对话 ，设 １０ 道题 。 第一段对话设 ４ 个空
格 ，下面有用来完成对话的 ４ 个选择项 ，要求考生根据对话内容将全部
４ 个选择项分别填入对话中的空格 ，使之完整 。 第二段和第三段对话
分别设 ３ 个空格 ，下面有用来完成对话的 ４ 个选择项 ，要求考生选择其
中的 ３ 个分别填入对话中的空格 ，使之完整 。
本部分满分为 １０ 分 ，每题 １ 分 。 考试时间为 １０ 分钟 。
第二部分 阅读理解
本部分共有 ４ 篇短文 ，总长度为 １２００ 词左右 。 每篇文章后设 ５
道题 ，共 ２０ 题 。 考生需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从为每个问题提供的 ４ 个
选择项中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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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满分为 ４０ 分 ，每题 ２ 分 。 考试时间为 ３５ 分钟 。
第三部分 词汇和语法
本部分共设 ２０ 题 ，其中 １０ 题为词汇题 ，１０ 题为语法题 。 每一题
中有一个空白 ，要求考生在理解句意的基础上在 ４ 个选择项中选择一
个最佳答案 。
本部分满分为 ２０ 分 ，每题 １ 分 。 考试时间为 ２０ 分钟 。
第四部分 英译汉
本部分可以是一篇长度为 １２０ 个左右英文单词的短文 ，要求考生
翻译全文 ；也可以是一个较长的段落 ，要求考生翻译其中带有下划线的
５ 个句子 。 要求译文意思准确 ，文字通顺 。
本部分满分为 １５ 分 ，考试时间为 ２５ 分钟 。
第五部分 短文写作
本部分可要求考生写一篇常见的应用文 ，也可用提纲 、情景或图表
做提示 ，要求考生说明或论述一个一般性话题 ，文章长度不低于 １００ 个
英文单词 。
本部分满分为 １５ 分 ，考试时间为 ３０ 分钟 。
四、 试卷题型、题量、记分及答题时间

成人高等教育非英语专业学士学位英语水平考试的题型 、题量 、记
分及答题时间如下 ：
序 号
Ⅰ
Ⅱ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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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型
完成对话
阅读理解
词汇和语法

题 量
１０
２０
２０

记 分
１０
４０
２０

答题时间 （分钟 ）
１０
３５
２０

序 号
Ⅳ
Ⅴ
总计

题 型
英译汉
短文写作

题 量
１
１
５２

记 分
１５
１５
１００

续表
答题时间 （分钟 ）
２５
３０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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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样卷
犘犪狆犲狉犗狀犲 试卷一
（６５犿犻狀狌狋犲狊）

犘犪狉狋犐 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犆狅犿狆犾犲狋犻狅狀 （１０犿犻狀狌狋犲狊，１０狆狅犻狀狋狊）

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犐狀狋犺犻狊狆犪狉狋，狋犺犲狉犲犪狉犲３犱犻犪犾狅犵狌犲狊狑犻狋犺３狅狉４犫犾犪狀犽狊，
犲犪犮犺犳狅犾犾狅狑犲犱犫狔４犮犺狅犻犮犲狊犿犪狉犽犲犱犃 ，犅，犆犪狀犱犇 ．犉犻犾犾犻狀犲犪犮犺
犫犾犪狀犽狑犻狋犺狋犺犲犮犺狅犻犮犲狋犺犪狋犫犲狊狋狊狌犻狋狊狋犺犲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狌狀狋犻犾狋犺犲犱犻犪
犾狅犵狌犲犻狊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犠犻狋犺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犗狀犲，犪犾犾狋犺犲犮犺狅犻犮犲狊狑犻犾犾犺犪狏犲
狋狅犫犲狌狊犲犱．犠犻狋犺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犜狑狅犪狀犱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犜犺狉犲犲，狅狀犲犮犺狅犻犮犲
狑犻犾犾犫犲犾犲犳狋狌狀狌狊犲犱．犕犪狉犽狔狅狌狉犪狀狊狑犲狉狅狀狋犺犲犃犖犛犠犈犚犛犎犈犈犜
狑犻狋犺犪狊犻狀犵犾犲犫犪狉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犮犲狀狋狉犲狅犳狋犺犲犾犲狋狋犲狉狋犺犪狋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狊
狔狅狌狉犮犺狅犻犮犲．
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犗狀犲
犠狅犿犪狀：Ｉｈｅａｒｄｙｏｕ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ｔｏＮｅｗＹｏｒｋ．
犕犪狀：Ｙｅｓ． １
犠狅犿犪狀：Ｏｈ，ｔｈａｔｓｇｒｅａｔ！ ２
犕犪狀：Ｍｅ，ｔｏｏ．Ｌｅｔｓｋｅｅｐｉｎｔｏｕｃｈ．
犠狅犿犪狀：Ｙｅａｈ． ３
犕犪狀：Ｔｒｕｓｔｍｅ．Ｉｗｏｎｔ．Ｉｌｌｋｅｅｐｙｏｕｐｏｓｔｅｄ．
犠狅犿犪狀：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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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犪狀：Ｗｅｌｌ，Ｉｈａｖｅｙｏｕｒｅｍａｉｌａｄｄｒｅｓｓ．
犠狅犿犪狀：Ａｌｌｒｉｇｈｔ！Ｉｌｏｏｋ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ｈｅａｒｉｎｇｆｒｏｍ ｙｏｕｓｏｏｎ．Ｇｏｏｄ
ｌｕｃｋ！
Ａ．Ｙｏｕｈａｖｅｍｙ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Ｄｏｎｔｆｏｒｇｅｔｔｏｄｒｏｐ ｍｅａｌｉｎｅｗｈｅｎｙｏｕｓｅｔｔｌｅｄｏｗｎ．
Ｃ．ＢｕｔＩｍ ｇｏｉｎｇｔｏｍｉｓｓｙｏｕ．
Ｄ．Ｉｖｅｇｏｔａｎｏｆｆｅｒｉｎｕｐｓｔａｔ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犜狑狅
犈狉犻犮犪：Ｉｖｅｓｅｎｔｏｕｔｔｈｅ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ｎｎｅｒｐａｒｔｙ．
犕犪狀狌犲犾：Ｔｈａｔｓｇｏｏｄ． ５
犈狉犻犮犪：Ｗｅｖｅｇｏｔｔｏｐｌａｎｔｈｅｍｅｎｕ．
犕犪狀狌犲犾：Ｏｈ，ｔｈａｔｓｒｉｇｈｔ． ６
犈狉犻犮犪：ＩｔｈｉｎｋＩｍ ｇｏｉｎｇ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ａｌａｄｗｅｈａｄａｔＰｏｍｐａ
ｌａｓｔｔｉｍｅ．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ａｓｋｅｄｔｈｅｃｈｅｆ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ｃｉｐｅ？
犕犪狀狌犲犾：Ｙｅａｈ，ｂｕｔｄｉｄｙｏｕｆｏｒｇｅｔｔｈａｔＬｉｎｄａｄｏｅｓｎｔｅａｔｃｈｉｃｋｅｎ？
犈狉犻犮犪：Ｌｉｎｄａ？Ｏｈ，ｍｙ Ｇｏｓｈ！ ７ Ｓｈｅｌｌｂｅ ｍａｄａｔｍｅ．Ｉｔｊｕｓｔ
ｓｌｉｐｐｅｄｍｙ ｍｉｎｄ．
犕犪狀狌犲犾：Ｗｅｌｌ，ｉｔｓｎｏｔｔｏｏｌａｔｅｙｅｔ．Ｉｌｌｍａｋｅａｐｈｏｎｅｃａｌｌ．Ｄｏｎｔ
ｗｏｒｒｙ．
Ａ．Ｄｏｙｏｕｈａｖｅ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ｉｎｍｉｎｄ？
Ｂ．Ｎｏｗｗｈａｔ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ｄｏ？
Ｃ．Ｉｔｈｉｎｋｙｏｕｒｅ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ｒｅ！
Ｄ．Ｉｆｏｒｇｏｔｔｏｉｎｖｉｔｅｈｅｒ！
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犜犺狉犲犲
犕犪狉狔：Ｊｅｎｎｙ，ＩｋｎｏｗｙｏｕｌｉｋｅＪａｃｋａｌｏｔ，ｂｕ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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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犲狀狀狔：Ｗｅｌｌ，Ｉｄｏｎｔｋｎｏｗ，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ｓｊｕｓ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ｈｉｍ．
Ｄｏｎｔ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ｓｏ？
犕犪狉狔：Ｒｅａｌｌｙ？ ９
犑犲狀狀狔： Ｗｅｌｌ，ｈｅｓ ｇｅｎｔ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Ｅ．Ｉ
ｔｈｉｎｋＨＥｓｍｙ Ｍｒ．Ｒｉｇｈｔ！
犕犪狉狔：ＭＡＴＵＲＥｉｓａｇｏｏｄｗｏｒｄ，ｂｕｔ １０ Ｈｅｓａｌｍｏｓｔｔｗｉｃｅａｓ
ｏｌｄａｓｙｏｕａｒｅ！
犑犲狀狀狔：Ｗｅｌｌ，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ｗｅｌｏｖｅ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ｇｅｉｓｎｏｔａｎｉｓｓｕｅ．
Ａ．ｄｏｎｔ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ｈｅｓａｌｉｔｔｌｅｏｌｄｆｏｒｙｏｕ？
Ｂ．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ｌｉｋｅａｂｏｕｔｈｉｍ？
Ｃ．Ｗｈａｔｓ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Ｄ．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

犘犪狉狋犐犐 犚犲犪犱犻狀犵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狅狀 （３５犿犻狀狌狋犲狊，４０狆狅犻狀狋狊）

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犜犺犲狉犲犪狉犲４ 狆犪狊狊犪犵犲狊犻狀狋犺犻狊 狆犪狉狋．犈犪犮犺 狆犪狊狊犪犵犲犻狊
犳狅犾犾狅狑犲犱犫狔５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狅狉狌狀犳犻狀犻狊犺犲犱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狊．犉狅狉犲犪犮犺狅犳狋犺犲犿
狋犺犲狉犲犪狉犲４犮犺狅犻犮犲狊犿犪狉犽犲犱犃 ，犅，犆犪狀犱犇 ．犆犺狅狅狊犲狋犺犲犫犲狊狋狅狀犲
犪狀犱犿犪狉犽狔狅狌狉犪狀狊狑犲狉狅狀狋犺犲犃犖犛犠犈犚犛犎犈犈犜 狑犻狋犺犪狊犻狀犵犾犲
犫犪狉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犮犲狀狋狉犲狅犳狋犺犲犾犲狋狋犲狉狋犺犪狋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狊狔狅狌狉犮犺狅犻犮犲．

犘犪狊狊犪犵犲犗狀犲
Ｂｏｏｋｃｌｕｂｓａｒｅａｇｒｅａｔｗａｙｔｏｍｅｅｔｎｅｗｆｒｉｅｎｄｓｏｒｋｅｅｐｉｎｔｏｕｃｈ
ｗｉｔｈｏｌｄｏｎｅｓ，ｗｈｉｌ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ｕｐｏｎｏｕｒ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ｉｎ
ｌ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Ｉｆｙｏ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ａｂｏｏｋｃｌｕｂ，ｙｏｕ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ｏ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ｒｅｃｒｕｉｔｉｎｇ，ｔｈｉｎｋ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ａｂｏｕｔｈｏｗ 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ｙ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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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ｔ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ｓ．
Ｃ．Ｉｔｗａｓａ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ｓ．
Ｄ．Ｉｔｗａｓｃｏｐｉｅｄｂ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２０．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ｉｄｅａ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ＴｈｅＭａｙａｎ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ｗａｓ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Ｂ．ＴｈｅＭａｙａｗｅｒ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ＴｈｅＭａｙａｗｅｒ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ｐｅｏｐｌｅ．
Ｄ．ＴｈｅＭａｙａｎｃ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ｂｕｉ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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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犪狊狊犪犵犲犜犺狉犲犲
Ａ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ｗａｓｇｅｔｔｉｎｇｒｅａｄｙｔｏ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ｆｒｏｍ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ｍｏｎｔｈｓｈｅｈａｄａｄｍｉｒｅｄ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ｓｐｏｒｔｓｃａｒｉｎａｄｅａｌｅｒｓ
ｓｈｏｗｒｏｏｍ，ａｎｄｋｎｏｗｉｎｇ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ｃｏｕｌｄｗｅｌｌａｆｆｏｒｄｉｔ，ｈｅｔｏｌｄｈｉｍ
ｔｈａｔｗａｓａｌｌｈｅｗａｎｔｅｄ．
Ａｓ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Ｄａ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ｗａｉｔｅｄｆｏｒｓｉｇｎｓ
ｔｈａｔ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ｈａｄ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ｔｈｅｃａｒ．Ｆｉｎａｌｌｙ，ｏｎ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ｏｆｈ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ｃａｌｌｅｄｈｉｍｉｎｔｏｈｉ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ｔｕｄｙ．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
ｔｏｌｄｈｉｍｈｏｗｐｒｏｕｄｈｅｗａｓｔｏｈａｖｅｓｕｃｈａｆｉｎｅｓｏｎ，ａｎｄｔｏｌｄｈｉｍｈｏｗ
ｍｕｃｈｈｅｌｏｖｅｄｈｉｍ．Ｈｅｈａｎｄｅｄｈｉｓｓｏｎ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ｙ ｗｒａｐｐｅｄ ｇｉｆｔ
ｂｏｘ．Ｃｕｒｉｏｕｓ，ｂｕｔｓｏｍｅｗｈａｔ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ｔｈｅ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ｏｐｅｎｅｄ
ｔｈｅｂｏｘ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ａｌｏｖｅｌｙ，ｌｅａｔｈｅｒｂｏｕｎｄＢ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ｓｎａｍｅｉｎｇｏｌｄ．Ａｎｇｒｉｌｙ，ｈｅｒａｉｓｅｄｈｉｓｖｏｉｃｅｔｏ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ａｎｄ
ｓａｉｄ，“ＷｉｔｈａｌｌｙｏｕｒｍｏｎｅｙｙｏｕｇｉｖｅｍｅａＢｉｂｌｅ？”Ｈｅｔｈｅｎｓｔｏｒｍｅｄ
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ｌｅ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Ｂｉｂｌｅ．
Ｍａｎｙｙｅａｒｓｐａｓ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 ｗａｓｖｅｒｙ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ｅｈａｄ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ｈｏｍｅａｎｄａ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ｆａｍｉｌｙ，ｂｕｔ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ｗａｓｖｅｒｙｏｌｄ，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ｅｒｈａｐｓｈｅｓｈｏｕｌｄｇｏｔｏ
ｓｅｅｈｉｍ．Ｈｅｈａｄｎｏｔｓｅｅｎｈｉｍｓｉｎｃｅｔｈａ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ｄａｙ．Ｂｅｆｏｒｅｈｅ
ｃ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ｔｈ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ｔｅｌｅｇｒａｍｔｅｌｌｉｎｇｈｉｍ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ｈａｄｐａｓｓｅｄａｗａｙ，ａｎｄｗｉｌｌｅｄａｌｌｏｆｈｉ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ｏｈｉｓｓｏｎ．
Ｈｅ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ｃｏｍｅｈｏｍｅ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ａｎｄｔａｋｅｃａｒｅｏｆｔｈｉｎｇｓ．
Ｗｈｅｎｈｅａｒｒｉｖｅｄａｔ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ｓｈｏｕｓｅ，ｓｕｄｄｅｎｓａｄ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ｇｒｅｔ
ｆｉｌｌｅｄｈｉｓｈｅａｒｔ．Ｈｅｂｅｇａｎｔｏ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ｄｓａｗｔｈｅｓｔｉｌｌｎｅｗＢｉｂｌｅ，ｊｕｓｔａｓｈｅｈａｄｌｅｆｔｉｔｙｅａｒｓａｇｏ．
Ｗｉｔｈｔｅａｒｓ，ｈｅｏｐｅｎｅｄｔｈｅＢｉｂｌｅａｎｄｂｅｇａｎｔｏｔｕｒｎｔｈｅｐａｇｅｓ．Ａｓｈｅ
ｗａ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ｃａｒｋｅｙｄｒｏｐｐ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Ｂｉｂｌｅ．Ｏ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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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ｇｗａｓｔｈｅｄａｔｅｏｆｈｉｓ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ｄｓ“ＰＡＩＤＩＮＦＵＬＬ．”
”．
２１．Ｔｈｅｂｅｓｔｔｉｔｌｅｆｏｒｔｈｉｓｐａｓｓａｇｅｃｏｕｌｄｂｅ “
Ａ．Ａ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Ｆ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Ｓｏｎ
Ｂ．ＡＬｏｖｉｎｇＦａｔｈｅｒ
Ｃ．ＴｈｅＨｏｌｙＢｉｂｌｅ
Ｄ．Ａ ＭｉｓｓｅｄＧｉｆｔ
２２．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Ｄａｙ，ｗｈａｔｄｉｄ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ｇｉｖｅｈｉｓｓｏｎａｓａ
ｇｉｆｔ？
Ａ．ＡＢｉｂｌｅａｎｄａｓｐｏｒｔｓｃａｒ．
Ｂ．Ａ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ｈｏｕｓｅ．
Ｃ．Ａｌｏｔｏｆｍｏｎｅｙ．
Ｄ．Ｓｏｍｅｇｏｌｄ．
．
２３．Ｂｅｆｏｒｅ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ｓｄｅａｔｈ，ｔｈｅ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
Ａ．ｌｅａｒｎｅｄａｌｏｔｆｒｏｍ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
Ｂ．ｇｏｔｗｈａｔｈｅｈａｄｌｏｎｇｅｄｆｏｒ
Ｃ．ｆａｉｌｅｄ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
Ｄ．ｋｅｐｔｃｏｎｔａｃｔｗｉｔｈ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
２４．Ｗｈｉｃｈ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ｉｓｔｒｕｅ？
Ａ．Ｔｈｅ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ｍａｄｅｆｏｒｔｕｎｅｓｂｙ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ｆｔ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Ｂ．Ｔｈｅ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ｗａｓｐｒｏｕｄｏｆｈｉｓｆａｔｈｅｒ．
Ｃ．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ｉｓｓｏｎｄｉｄｎｔｄｅ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ｓｐｏｒｔｓｃａｒ．
Ｄ．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ｃｏｕｌｄｎｔａｆｆｏｒｄ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ｇｉｆｔ．
．
２５．Ｉｔｃａｎｂ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ｔｈａｔｐｅｏｐｌｅ
Ａ．ｓｈｏｕｌｄｖｉｓｉｔ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ｍｏｒｅｏｆｔｅｎ
Ｂ．ｓｈｏｕｌｄｃｈｅｒｉｓｈｗｈａｔｔｈｅｙａｌｒｅａｄｙｈａｖｅ
Ｃ．ｓｈｏｕｌｄｎｔｄｅｓｉ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ｙｄｅｓｅｒ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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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ｇｒａｔｅｆｕｌｆｏｒ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ｔｈｅｙａｒｅｇｉｖｅｎ
犘犪狊狊犪犵犲犉狅狌狉
Ｉｔｉ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ｂｅ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ｏｏｄ
ｗｅｅａｔｉｓｎｏｔ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ｈａｒｍｉｎｇｕｓ．Ｗｅｓｅｅｍｔｏｇｅｔｏｎｅｆｏｏｄｓｃａｒｅａｆｔ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ｈａｖ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ＧＭ，转基因 ）ｆｏｏｄ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ｓｏｍｅｅｘｐｅｒｔｓｔｅｌｌｕ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ｆｏｏｄｓ
ｗｉｌｌｄｏｕｓｎｏｈａｒｍ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ｍｉｓｊｕｓｔ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ｏｔｈｅｒｅｘｐｅｒｔｓ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ＧＭ ｆｏｏｄｉ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ｖｅｒｙ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Ａｔｔｈｅｖｅｒｙｂｅｓｔ，ｔｈｅｊｕｒｙｉｓｓｔｉｌｌｏｕｔｏｎｔｈｅ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ｍ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ｓｈｏｗｔｈ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ｒｌａｂｅｌｓ，ｂｕｔｎｏｗｓｏｍｅｏｆ
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ａｒｅｓａｙ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ＧＭｆｏｏ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杀虫剂 ）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ａｒｅａｌｓｏａｃａｕｓｅ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ｅｗ ｙｅａｒｓ，ａｇｒｅａｔ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ｈａｖｅ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
ｂｕｙ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ｉｓｉｓ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ｉｓｇｒｏｗｎ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ｙｄｏｓｏｉｎａｎ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ｓｔｏｐ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ｂｏｄ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Ｔｈｕ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ｃｆｏｏｄａｎｄｔｈｉｓｉｓ
ｎｏｔａ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ｆａｓｈｉｏｎ．Ｂｕｔｓｏｍｅｅｘｐｅｒｔｓ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ｇｒｏｗｎｆｏｏｄｉｓｎｏ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ｆｏｏ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ｐｏｉｓｏｎｌｅｖｅｌ
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ｉｓｎｏｔｓｏｈｉｇｈａｓｔｏｂｅｈａｒｍｆｕｌ．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ｐｕｓｈ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ｆｏｏｄｍａｙｎｏｔｂ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ｂｕｔａｒｅ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ｆｏｏｄｌｏｂｂｙ，
ｔｈｅｃｈｉｅｆｃｏｎｃｅｒｎｏｆ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ｆｏ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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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添加剂）ｉｓｓｔｉｌｌ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Ｔｈｅｓｅａｒｅｏｆｔｅｎａｄｄｅｄｔｏｆｏｏｄｔｏ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ｃｏｌｏｕｒｏｒｔｈｅｆｌａｖｏｕ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ｍａｙ
ｂｅ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 （过敏 ），ｏｒｅｖｅｎ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ｅｈａｖｅｔｏｅａｔｔｏｌｉ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ｓ：ｗｈａｔｉｓｓａｆｅｔｏｅａｔ？
２６．Ｗｈａｔｉｓｐｅｏｐｌｅｓｍａｉｎ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ｂｏｕｔＧＭｆｏｏｄｓ？
Ａ．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ｅｎｏｔｌａｂｅｌ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Ｔｈｅｙ ｍｉｇｈｔｐｏｓｅｈａｚａｒｄｓｗｅｄｏｎｔｋｎｏｗｙｅｔ．
Ｃ．Ｔｈｅｙ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ｌａｖｏｕｒａ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ｏｄｓ．
Ｄ．Ｔｈｅｓｏｗ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 ｗｉｌｌｄａｍａｇｅ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７．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ｍｅａｎｂｙ “ｔｈｅｊｕｒｙｉｓｓｔｉｌｌｏｕｔｏｎ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Ｐａｒａ．２）？
Ａ．Ｔｈｅｍａｔｔｅｒｉｓｓｔｉｌ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Ｂ．Ｔｈｅｍａｔｔｅｒｎｅｅｄｓａｊｕｒｙｔｏｊｕｄｇｅ．
Ｃ．Ｔｈｅｊｕｒｙｔｏｊｕｄｇｅｉｓｎｏ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Ｄ．Ｔｈｅｍａｔｔｅｒｉｓｎｏ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２８．Ｉｎ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５，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ｔｒｉｅｓｔｏｔｅｌｌｒｅａｄｅｒｓｔｈａｔ
．
Ａ．ｅｘｐｅｒｔｓａｇｒｅｅｔｈａｔｏｒｇａｎｉｃｆｏｏｄｉｓｎｏ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ｆｏｏｄ
Ｂ．ｐｒｏｆｉｔｍａｋｉｎｇ ｍａｙｂｅ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ｄｒｉｖｅ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ｍｏ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ｏｏｄ
Ｃ．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ｃｆｏｏｄｗｉｌｌｎｏｔｌａｓｔｌｏｎｇ
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ｆｏｏｄｍａｙａｌｓｏｃｏｎｔａｉｎ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２９．Ｉｔｃａｎｂ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ｌａｓｔｂｕｔｏｎｅ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ｔｈａｔｆｏｏ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
·１６ ·

Ａ．ｍａｙｂｅｈａｒｍｆｕｌｔ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Ｂ．ａｒｅ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ｆｏ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ｒｅｌｅｓｓ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ｔｈａｎ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Ｄ．ｄｏｎｏ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ｆｌａｖｏｕｒ
３０．Ｗｈｉｃｈ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ｂｅｓｔ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ｖｉｅｗａｂｏｕｔｔｈｅ
ｆｏｏｄｗｅｅａｔ？
Ａ．Ｕｎｃｌｅａｒ．
Ｂ．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犘犪狉狋犐犐犐 犞狅犮犪犫狌犾犪狉狔犪狀犱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２０犿犻狀狌狋犲狊，２０狆狅犻狀狋狊）

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犜犺犲狉犲犪狉犲２０犻狀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狊犲狀狋犲狀犮犲狊犻狀狋犺犻狊狊犲犮狋犻狅狀．犉狅狉
犲犪犮犺狊犲狀狋犲狀犮犲狋犺犲狉犲犪狉犲４犮犺狅犻犮犲狊犿犪狉犽犲犱犃 ，犅，犆犪狀犱犇 ．犆犺狅狅狊犲
狋犺犲狅狀犲狋犺犪狋犫犲狊狋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狊狋犺犲狊犲狀狋犲狀犮犲．犕犪狉犽狔狅狌狉犪狀狊狑犲狉狅狀狋犺犲
犃犖犛犠犈犚犛犎犈犈犜狑犻狋犺犪狊犻狀犵犾犲犫犪狉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犮犲狀狋狉犲狅犳狋犺犲犾犲狋
狋犲狉狋犺犪狋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狊狔狅狌狉犮犺狅犻犮犲．

３１．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ｂｕｉｌｔｉｎ
ｕｓｅｄｔｏｂｅｐａｒｔｏｆａｒａｉｎｙｆｏｒｅｓｔ．
Ａ．ｗｈｅｒｅ
Ｂ．ｗｈｉｃｈ
Ｃ．ｗｈａｔ
Ｄ．ｗｈｅｔｈｅｒ
３２．Ｔｈ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ｒｔ
ｈｅｒａｓａｓｉｎｇｅｒｏｆ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ｆｏｕｎｄｅｄ
Ｂ．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Ｃ．ｃｒｅａｔｅｄ
Ｄ．ｅｒｅｃｔｅｄ
３３．Ｔｈｅ ｇｉｒｌｈｕｒｒｉｅｄｂａｃｋｈｏｍｅ，
ｆｉｎｄｔｈｅｄｏｏｒａｌｒｅａｄｙ
ｌｏｃｋ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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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ｙｅｔｔｏ
Ｂ．ｏｎｌｙｔｏ
Ｃ．ｃｌｏｓｅｔｏ
Ｄ．ｎｅｘｔｔｏ
ｍｅｏｆｗｈａｔｈａｄ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３４．Ｔｈｅｆｕｎｎｙｌｏｏｋｏｎｈｉｓｆａｃｅ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ｄａｙ．
Ａ．ｒｅｍｉｎｄｅｄ
Ｂ．ｔａｕｇｈｔ
Ｃ．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ｅｄ
Ｄ．ｔｏｌｄ
３５．Ｉｍａｆｒａｉｄｔｈａｔ
ｈａｓｒｅａｄｔｈｉｓｂｏｏｋ ｗｉｌｌｎｏｔｒｅａｄｉｔａ
ｓｅｃｏｎｄｔｉｍｅ．
Ａ．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ｗｈｏ
Ｂ．ｗｈｏｅｖｅｒ
Ｃ．ｗｈｏ
Ｄ．ｔｈｏｓｅｗｈｏ
３６．Ｐａｒ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ｙ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ｗｉｓｈｔｏｓｅｅｔｈｅｉｒｃｈｉｌｄ
ｔｈｅｉｒ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ａｃｅｕｐｔｏ
Ｂ．ｓｔａｎｄｕｐｔｏ
Ｃ．ａｄｄｕｐｔｏ
Ｄ．ｌｉｖｅｕｐｔｏ
３７．ＴｈｅＰａｌａｃｅＭｕｓｅｕｍ，ａｌｓｏ
ｔｈｅ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Ｃｉｔｙ，ｌｉｅｓ
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ｉａｎａｎｍｅｎＳｑｕａｒｅ．
Ａ．ｋｎｏｗｎｆｏｒ
Ｂ．ｋｎｏｗｎｔｏ
Ｃ．ｋｎｏｗｎｂｙ
Ｄ．ｋｎｏｗｎａｓ
３８．Ｓｈｅｉｓｑｕｉｔ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
ｏｆ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ｏｆ
ｔｈｉｓｎｅｗ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ｏｕｔｌｉｎｅ
Ｂ．ｏｕｔｌｏｏｋ
Ｃ．ｏｕｔｌｅｔ
Ｄ．ｏｕｔｐｕｔ
３９．Ｔｈｉｓｙｏｕｎｇｍａｎ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ｔｈｅｏｆｆｅｒ，
ｔｏｍａｋｅａｎｅｗｓｔａｒｔ
ｉｎｈｉｓｌｉｆｅ．
Ａ．ｈｏｐｉｎｇ
Ｂ．ｈｏｐｅｄ
Ｃ．ｈｏｐｅｓ
Ｄ．ｔｏｈｏｐｅ
４０．Ａｈｉｇｈ
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ｃａｎｂｅａｓｅｒｉｏｕｓｈ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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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ｌｅｖｅｌ
Ｄ．ｅｘｔｅｎｔ
４１．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ｈｅｍｅｔａｇｉｒｌｗｈｏｗａ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ｇｅ
．
Ａ．ｌｉｋｅｈｉｓ
Ｂ．ａｓｈｅ
Ｃ．ｌｉｋｅｈｉｍ
Ｄ．ａｓｈｉｍ
４２．Ｉｆ
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ｍａｎｙ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ｃａｎｂｅ
ｃｕｒｅｄ．
Ａ．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Ｃ．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ｈｅｒｓｅｌｆ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４３．Ｓｈｅｄｏｅｓｎｔｌｏｏｋｗｅｌｌｔｏｄａｙ．Ｓｈｅ
Ａ．ｍｕｓｔｏｖｅｒｗｏｒｋ
Ｂ．ｍｉｇｈｔｏｖｅｒｗｏｒｋ
Ｃ．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ｏｖｅｒｗｏｒｋｅｄ
Ｄ．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ｏｖｅｒｗｏｒｋｅｄ
，ｔｈｅｏｌｄｌａｄｙｏｎｃｅ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４４．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ｉｌｌｎｅｓｓ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Ｂ．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４５．Ｔｈｅｓｅｉｓｓｕｅ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ｄｅａｌｔｗｉｔｈ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ａｒｅ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ｓａｍｅｎａｔｕｒｅ．
Ａ．ｉｎ
Ｂ．ｏｆ
Ｃ．ｂｙ
Ｄ．ｆｒｏｍ
４６．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ｓｗｒｏ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ｔｗｏｎｔ
．
Ａ．ｃｌｏｓｅｄｏｗｎ
Ｂ．ｓｅｔｔｌｅｄｏｗｎ
Ｃ．ｃｕｔｄｏｗｎ
Ｄ．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４７．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ａｓｋｅ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ｏｍ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ｂｕｔ
ｏｆｔｈｅｍ ｗａｓ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ａｎｓｗｅｒ．
Ａ．ｎｏｎｅ
Ｂ．ｎｏｂｏ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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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ｅｉｔｈｅｒ
Ｄ．ａｌｌ
４８．Ｔｈｅ
ｏｆｔｈｉｓ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ｂｒｉｄｇｅｃｌａｉｍｅｄｄｏｚｅｎｓｏｆｌｉｖｅｓｉｎ
ａｎｉｎｓｔａｎｔ．
Ａ．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Ｂ．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Ｃ．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４９．
ｔｏｍｙ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ｒｗａｓｎｔｍａｄａｔｍｅａｂｏｕｔ
ｍｙ ｍｉｓｔａｋｅ．
Ａ．Ｖｅｒｙ
Ｂ．Ｆａｒ
Ｃ．Ｍｕｃｈ
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５０．Ｍａｒｋｎｅｅｄｓｔｏｔｒａｖｅｌ
ｗｉｔｈｈｉｓｖａｒｉｅ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Ｂ．ｉｎｔｅｎｓｅｌｙ
Ｃ．ｂｒｏａｄｌｙ
Ｄ．ｗｉｄｅｌｙ

犘犪狆犲狉犜狑狅 试卷二
（５５犿犻狀狌狋犲狊）

犘犪狉狋犐犞 犜狉犪狀狊犾犪狋犻狅狀 （２５犿犻狀狌狋犲狊，１５狆狅犻狀狋狊）

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犜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狋犺犲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狆犪狊狊犪犵犲犻狀狋狅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狆狌狋狔狅狌狉
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犃犖犛犠犈犚犛犎犈犈犜．

Ｉｎｍａｎ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ｒｅｍｏｖｅｄｔｈｅｉ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ｒｏｍ 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ａｒ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ｍ ａｔ
ｈｏｍｅ．Ｓｕｃｈ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ｄｏａｌｌｔｈｅｉｒｎｏｒｍａｌｌｅｓｓｏｎｓａｔｈｏｍｅ，ｏｆｔｅｎ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ａｐａｒｅｎ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ｉｎｇ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ｉｓｉｓ
ｌｅｇａｌｏｒｎｏｔ．Ｉｎｍｏ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ｔｉｓ，ｓｏｌｏｎｇａ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ｃａｎｐｒｏｖｅ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ｒｅ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ｌｔｏｔｈａｔ
·２０ ·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ｓｔ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ｎｅｘ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ｐａｒ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ｃｅｔｏｔｅａｃｈ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ｃｈｉｌｄ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ｗｅｅｋ，ｄａｙｉｎａｎｄｄａｙ
ｏｕｔ，ｆｏｒｈｏｕｒｓｏｎｅ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ｗｈａｔｗｉｌｌ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ａｎｄｈｏｗ．

犘犪狉狋犞 犠狉犻狋犻狀犵 （３０犿犻狀狌狋犲狊，１５狆狅犻狀狋狊）

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犢狅狌犪狉犲狋狅狑狉犻狋犲犻狀狀狅犾犲狊狊狋犺犪狀１００狑狅狉犱狊狅狀狋犺犲狋狅狆犻犮
“犠犺犪狋狑狅狌犾犱 狔狅狌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犪狀犻犱犲犪犾狑狅狉犽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犢狅狌
犮狅狌犾犱犫犪狊犲狔狅狌狉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狅狌狋犾犻狀犲犵犻狏犲狀犫犲犾狅狑 ．
工作环境包括很多方面 ：空间 、空气 、温度 、光线 、噪声 、设施 、伙

伴 ……
我想要的理想的工作环境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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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卷参考答案
犘犪狉狋犐 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犆狅犿狆犾犲狋犻狅狀 （１０犿犻狀狌狋犲狊，１０狆狅犻狀狋狊）
１．Ｄ
２．Ｃ ３．Ｂ ４．Ａ
５．Ｂ
６．Ａ ７．Ｄ ８．Ｂ ９．Ｃ
１０．Ａ
犘犪狉狋犐犐
１１．Ｃ
１６．Ｂ
２１．Ｄ
２６．Ｂ

犚犲犪犱犻狀犵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狅狀 （３５犿犻狀狌狋犲狊，４０狆狅犻狀狋狊）
１２．Ｃ １３．Ｄ １４．Ａ １５．Ｄ
１７．Ｃ １８．Ｂ １９．Ｂ ２０．Ｃ
２２．Ａ ２３．Ｃ ２４．Ａ ２５．Ｄ
２７．Ａ ２８．Ｂ ２９．Ａ ３０．Ｄ

犘犪狉狋犐犐犐
３１．Ｃ
３６．Ｄ
４１．Ｄ
４６．Ｄ

犞狅犮犪犫狌犾犪狉狔犪狀犱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１０犿犻狀狌狋犲狊，１０狆狅犻狀狋狊）
３２．Ｂ ３３．Ｂ ３４．Ａ ３５．Ｂ
３７．Ｄ ３８．Ｂ ３９．Ａ ４０．Ｃ
４２．Ａ ４３．Ｄ ４４．Ｂ ４５．Ｂ
４７．Ａ ４８．Ｄ ４９．Ｃ ５０．Ａ

犘犪狉狋犐犞 犜狉犪狀狊犾犪狋犻狅狀 （２５犿犻狀狌狋犲狊，１５狆狅犻狀狋狊）
参考译文
在很多西方国家 ，已有相当多的家长把孩子从学校带回家自己教 。
这些孩子通常是在一位家长的指导之下在家里学习所有的标准课程 。
让孩子在家上学首先要考虑的是这样做是否合法 。 在多数国家这是合
法的 ，只要家长能证明孩子受到了足够的教育 ，且与国家教育体制提供
·２２ ·

的教育质量相当 。 其次要考虑的是家长是否有时间 ，有自制力 ，有学
识 ，有耐心 ，可以周复一周 、日复一日地一连几个小时教自己的孩子 。
然后的问题才是教什么 、怎么教 。

犘犪狉狋犞 犠狉犻狋犻狀犵 （３０犿犻狀狌狋犲狊，１５狆狅犻狀狋狊）
参考作文
ＷｈａｔＩＷｏｕｌ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ｎＩｄｅａｌＷｏｒ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ｆ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ｔｏｗｏｒｋｉｎａｎｏｆｆｉｃｅｔｈａｔｃｏｍｅｓ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ｐｉｅｃ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ｔｍｙｄｅｓｋ，Ｉｃａｎｂｒｅａｔｈｅｔｈｅ
ｆｒｅｓｈａｉｒｉｎ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ｊｏｙｔｈｅｗａｒｍ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ｉｓ ｎｏ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ｎｏｉｓｅａｎｄ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ｂｒｅａｋ，Ｉｃａｎｓｔｅｐｄｏｗｎｔｈｅ
ｓｔａｉｒｓａｎｄｔａｋｅａｗａｌｋｉｎ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Ｉ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ｔｏｗａｌｋｗｉｔｈ ｍｙ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ｍＩｃａｎｔｕｒｎｔｏｗｈｅｎｆａｃ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ａｔｗｏｒｋ．
Ｎｅｅｄｌｅｓｓｔｏｓａ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ｎａｎｉｄｅａｌｗｏｒ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ｕｓａｌｏｔｂｏｔｈ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Ｏｎｌｙｉｆｗｅｗｏｒｋｉｎ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ｃａｎｗｅｅｎｊｏｙａｎｉｃｅｃａｒｅ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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