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ｎｉｔ １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ａｒｅ ｙｏｕ?

1．能够听、 说、 读、 写形容词的比较级形式： younger， older， taller， shorter
和 longer； 能够用句型“How tall are you？ I’ m ... metres tall. He/ She’ s ...
metres tall. ” 来对自己和他人的身高进行问答； 能够用句型“
... is taller/older
than... ” 来进行年龄和身高的比较。
2．在思考、 调查、 讨论、 交流、 合作和问答等师生互动活动中， 能够正确询
问人的年龄、 身高并进行相应的回答； 并注意人称代词宾格的用法。
3．培养在实际情境中运用目标语言交流的热情和能力， 培养良好的观察能力。

一、 看图填空ꎮ
１.

ｏｎｅ

２.

３.

ｓｎａｋｅꎬ ｏｎｅ

ｏｎｅ

ｓｎａｋｅ

ｚｅｂｒａꎬ ｏｎｅ

ｏｎｅ

ｔｒｅｅꎬ ｏｎｅ

１

ｚｅｂｒａ

ｔｒｅｅ

二、 读句子ꎬ 问答配对ꎮ
１.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ｆｅｅｌ?

Ａ. Ｂｙ ｂｉｋｅ.

３.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ａｒｅ ｙｏｕ?

Ｃ. Ｉ ａｍ １１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２. Ｈｏｗ ｏｌｄ ａｒｅ ｙｏｕ?

Ｂ. Ｉ ｆｅｅｌ ｓｏ ｇｏｏｄ.

４.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ｇｏ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Ｄ. Ｉ ａｍ １ ６２ ｍｅｔｒｅｓ.

三、 读一读ꎬ 上下对照ꎬ 看看你发现了什么ꎬ 然后完成句子ꎮ
ｔａｌｌ

ｌｏｎｇ

ｏｌｄ

ｙｏｕｎｇ

ｓｈｏｒｔ

( 高的)

( 长的)

( 年长的)

( 年轻的)

( 矮的ꎻ 短的)

( 更高的)

( 更长的)

( 更年长的)

( 更年轻的)

( 更矮的ꎻ 更短的)

ｔａｌｌｅ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ｏｌｄｅｒ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ｓｈｏｒｔｅｒ

我发现下面一栏中每个单词都在上栏与其对应
的单词后面加了“er”。
我们学过动词后面加“er”， 表示职业。 如： teach—teacher，
clean—cleaner。 在这里， 这些形容词加“er” 表示形容词的比
较级， 主要用于两者进行比较时强调“一方比另一方……”。
比较时可使用“形容词比较级 +than” 的结构。

１. Ｉ ａｍ １２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Ｈｅ ｉｓ １３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Ｉ ａｍ

Ｈｅ ｉｓ

ｔｈａｎ ｈｉｍ.

ｔｈａｎ ｍｅ.

２. Ｔｈｅ ｂｅａｒ ｉｓ １ ２ ｍｅｔｒｅｓ ｔａｌｌ. Ｔｈｅ ｇｉｒａｆｆｅ ｉｓ ３ ２ ｍｅｔｒｅｓ ｔａｌｌ.
Ｔｈｅ ｂｅａｒ ｉｓ

Ｔｈｅ ｇｉｒａｆｆｅ ｉ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ｇｉｒａｆｆ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ａｒ.

３. Ｍｙ ｓｉｓｔｅｒ Ａｎｎ ｉｓ １ １ ｍｅｔｒｅｓ ｔａｌｌ. Ｉ ａｍ １ ６ ｍｅｔｒｅｓ ｔａｌｌ.

Ｂｕｔ ｈｅｒ ｈａｉｒ ｉｓ ６０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 厘米)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ｅ ｉｓ ｏｎｌｙ ３０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Ｉ ａｍ

ｔｈａｎ ｍｙ ｓｉｓｔｅｒ Ａｎｎ ｂｕｔ ｈｅｒ ｈａｉｒ ｉｓ
２

ｔｈａｎ ｍｉｎｅ.

一、 读句子ꎬ 完成填空ꎮ
Ａ. Ｈｏｗ ｏｌｄ

Ｂ.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Ｄ. Ｈｏｗ ｈｅａｖｙ

Ｃ.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Ｅ.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Ｆ. Ｈｏｗ ｍｕｃｈ

(

)１. —

ａｒｅ ｙｏｕ?

(

)２. —

ａｒｅ ｙｏｕ?

(

)３. —

ａｒｅ ｙｏｕ?

(

)４. —

ｉｓ ｙｏｕｒ ｐｅｎｃｉｌ?

(

)５. —

ｐｅｎｃｉｌ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ｎ ｙｏｕｒ ｐｅｎｃｉｌ￣ｃａｓｅ?

(

)６. —

ａ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ａｐｐｌｅｓ?

—Ｉｍ １ ６４ ｍｅｔｒｅｓ ｔａｌｌ.
—Ｉｍ ４８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 ( 公斤) .
—Ｉｍ １４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Ｉｔｓ １８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ｌｏ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ｗｅｌｖｅ ｙｕａｎ.

这些问句都是由“How” 引导的， 它们的用法很广泛呀！

对， 你真棒！ 你要牢记这些固定搭配： how old （年龄多大），
how long （多长）， how tall （多高）， how heavy （多重）， how
many （多少） + 可数名词， how much （多少） + 不可数名词等。

二、 根据表格ꎬ 完成句子ꎮ
Ｎａｍｅ

Ａｇｅ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

１３

Ｗｕ Ｙｉｆａｎ
Ｊｏｈｎ

Ｈｅｉｇｈｔ

１２

１ ６４ ｍ

１２

１ ６１ ｍ

１ ６５ ｍ

３

１. Ｈｏｗ ｏｌｄ ｉｓ Ｊｏｈｎ?
２.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ｉｓ Ｗｕ Ｙｉｆａｎ?
３.

?

Ｈｅ ｉｓ １３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４. Ｗｕ Ｙｉｆａｎ ｉｓ

ｔｈａｎ Ｊｏｈｎꎬ ｂｕｔ ｈｅ ｉｓ

５.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ｉｓ

ｔｈ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ｔｈａｎ Ｗｕ Ｙｉｆａｎ ａｎｄ ｈｅ ｉｓ

ｔｈａｎ Ｊｏｈｎꎬ ｔｏｏ.

三、 读一读ꎬ 根据上下文提示ꎬ 将对话补充完整ꎮ
１. Ｍｉｋｅ: Ｈｏｗ

ｉｓ Ｍｉｓｓ Ｆａｎ?

Ｊｏｈｎ: Ｓｈｅ ｉｓ ３３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Ｓｈｅ ｉｓ

２.

Ｍｉｋｅ: Ｙｅｓꎬ Ｍｉｓｓ Ｚｈｅｎｇ ｉｓ ３６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Ｒｅｄ Ｒｕｌｅｒ: Ｈｏｗ

ｔｈａｎ Ｍｉｓｓ Ｚｈｅｎｇ.

ａｒｅ ｙｏｕꎬ Ｇｒｅｅｎ Ｒｕｌｅｒ?

Ｇｒｅｅｎ Ｒｕｌｅｒ: Ｉｍ １８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ｕｌｅｒ: Ｉｍ ２０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Ｙｏｕｒｅ

３. Ｒｏｙ:

ｔｈａｎ ｍ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Ａｍｙ: Ｉ ａｍ １ ６ ｍｅｔｒｅｓ ｔａｌｌ. Ｈ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ｙｏｕ?
Ｒｏｙ: Ｉｍ １ ５８

ａｎｄ Ｉｍ

Ａｍｙ: Ｙｅｓꎬ Ｉ ａｍ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ｙｏｕ.
Ｒｏｙ: Ｈｏｗ ｏｌｄ ａｒｅ ｙｏｕ?

Ａｍｙ: Ｉｍ １１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Ｒｏｙ: Ｉ ａｍ １２. Ｉ ａｍ ｏｌｄｅｒ ｔｈａｎ ｙｏｕ.

Ａｍｙ: Ｙｅｓꎬ Ｉ ａｍ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ａｎ ｙｏｕ.

ｙｏｕ?
ｔｈａｎ ｙｏｕ.

一、 你会翻译它们吗? 并试着与其相应的缩略形式连线ꎮ
１.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ｒｅ (

)

Ａ. ｋｍ

３. ｄｅｃｉｍｅｔｒｅ (

)

Ｃ. ｍ

２.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 (
４. ｍｅｔｒｅ (

５. ｋｉｌｏｍｅｔｒｅ (

)

)

Ｂ. ｄｍ
Ｄ. ｃｍ

)

Ｅ. ｍｍ

二、 你会做这些数学题吗?
１. １ ｍｅｔｒｅ ＝ (

２. １０００ ｍｅｔｒｅｓ ＝ (

)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 ｋｉｌｏｍｅｔｒｅ
４

ａｒｅ ｙｏｕꎬ Ｒｅｄ Ｒｕｌｅｒ?

)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ｒｅｓ ＝ ２０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３. (

４. １０ ｄｅｃｉｍｅｔｒｅｓ ＝ (

)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 (

) ｍｅｔｒｅｓ

我发现“kilometre” 在有的书上还写成“kilometer”，
是打印出错了吗？
不是的。 “kilometre” 是英式英语写法， “kilometer” 是
美式英语写法， 一般情况下， 二者是可以通用的。

三、 用所给词的正确形式填空ꎮ
１. Ｍｙ ｈａｉｒ ｉｓ

２.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ｉｓ
３. —Ｈｏｗ

( ｌｏｎｇ) ｔｈａｎ ｙｏｕｒｓ.

(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ｕｎ.

ｉｓ ｙｏｕ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Ｈｅ ｉｓ １ ８０ ｍｅｔｒｅｓ.
—Ｈｏｗ

ｉｓ ｈｅ?

—Ｈｅ ｉｓ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Ｈｏｗ! Ｈｅ ｉｓ ｓｏ ｔａｌｌ.

—Ｙｅｓ. Ｓｏ ｈｉｓ ｔｒｏｕｓ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ｈａｎ 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

四、 请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作答ꎮ

１. —Ｈｏｗ ｏｌｄ ｉｓ ｙｏｕｒ ｍｏｔｈｅｒ?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ｉｓ
２.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ｉｓ ｙｏｕｒ ｂｅｄ? —Ｍｙ ｂｅｄ ｉｓ

.

３.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ｉｓ ｙｏｕｒ ｄｅｓｋ? —Ｍｙ ｄｅｓｋ ｉｓ

４.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ｉｓ ｙｏｕ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ｂｏｏｋ? —Ｉｔｓ

一、 听问句ꎬ 选择正确的答语ꎮ

.
.

.

(

)１. Ａ. Ｉ ａｍ １ ６ ｍｅｔｒｅｓ ｔａｌｌ.

Ｂ. Ｉ ａｍ ４５ ｋｇ.

(

)２. Ａ. Ｈｅ ｉｓ ａ ｗｏｒｋｅｒ.

Ｂ. Ｂｙ ｂｕｓ.

(

)３. Ａ. Ｓｈｅ ｉｓ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Ｂ. Ｓｈｅ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ｈａｉｒ.

(

)４. Ａ. Ｉ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ｏｎｅ.

Ｂ. Ｙｅｓꎬ Ｉ ｌｉｋｅ.

(

)５. Ａ. Ｉ ａｍ.

Ｂ. Ｍｙ ｆａｔｈｅｒ.

Ｃ. Ｉ ａｍ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 Ｈｅ ｉｓ １ ７５ ｍｅｔｒｅｓ.
Ｃ. Ｓｈｅ ｉｓ ｔｈｉｎ.
Ｃ. Ｎｏꎬ ｄｏｎｔ.

Ｃ. Ｍｙ ｂｒｏｔｈｅｒ.
５

二、 你能写出下列词相对应的中文或英文吗?
ｔａｌｌ

更高的

ｏｌｄ

更老的

ｙｏｕｎｇ

更长的

ｓｈｏｒｔ

更矮的

ｌｏｎｇ

更年轻的

三、 选择填空ꎮ
(

(

)１. —Ｈｏｗ

ｉｓ ｙｏｕｒ ｂｅｓｔ ｆｒｉｅｎｄ?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Ａ. ｏｌｄ

Ｃ. ｈｅａｖｙ

Ｂ. Ｉｍ １ ４７ ｍｅｔｒｅｓ.

Ｃ. Ｓｈｅ ｉｓ １ ５０ ｍｅｔｒｅｓ.

Ｂ. ａｒｅ

Ｃ. ｉｔ

)２.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ｉｓ Ｃｈｅｎ Ｊｉｅ?
—

Ａ. Ｓｈｅ ｉｓ １２.

(

)３. Ｈｏｗ ｂｉｇ

(

)４. —

Ａ. ｉｓ

ｙｏｕｒ ｆｅｅｔ?

—８０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Ａ. 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

(

Ｂ. ｔａｌｌ

Ｃ. Ｈｏｗ ｏｌｄ ａｒｅ ｙｏｕ?

Ｂ.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ａｒｅ ｙｏｕｒ ｌｅｇｓ?

)５. —Ｗｈｉｃｈ ｍｏｎｋｅｙ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

Ａ. Ｉ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ｏｎｅ.
(

Ｂ. Ｉｔｓ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Ｃ. Ｉｔｓ ｎｉｃｅ.

)６. Ｉｍ ｔｗｅｌ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Ｍｙ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Ｈｅ ｉｓ ｍｙ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Ａ. ｏｌｄｅｒ

Ｂ.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Ｃ.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Ａ. ｆｒｏｍ

Ｂ. ａｔ

Ｃ. ｏｆ

(

)７. Ｌｉｎｅ ｕｐ ( 排队)

(

)８. —Ｗｈａｔｓ ｙｏｕ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ｌｉｋｅ?

(

—Ｓｈｅ ｉｓ

Ａ. ｙｏｕｎｇꎻ ｔｈｉｎ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ｎｄ

.

Ｂ. ｙｏｕｎｇｅｒꎻ ｔｈｉｎｅｒ

)９. 当你想知道汤姆有多高时ꎬ 你应该问他:
Ａ.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ａｒｅ ｙｏｕ?

Ｃ. ｙｏｕｎｇꎻ ｔｈｉｎｅｒ

Ｂ.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ａｒｅ ｙｏｕ?

Ｃ. Ｈｏｗ ｌａｒｇ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６

(

)１０. 当你想表达 “ 你的床有多长?” 时ꎬ 你应该说:
Ａ.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ｉｓ ｙｏｕｒ ｂｅｄ?

Ｃ. Ｈｏｗ ｌａｒｇｅ ｉｓ ｙｏｕｒ ｂｅｄ?

Ｂ. Ｈｏｗ ｈｅａｖｙ ｉｓ ｙｏｕｒ ｂｅｄ?

四、 阅读短文ꎬ 判断正误ꎬ 正确的在括号内写 “ Ｔ” ꎬ 错误的写 “ Ｆ” ꎮ
Ａｎｎ: Ｗｈｉｃｈ ｒａｂｂｉｔ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ꎬ Ａｍｙ?

Ａｍｙ: Ｉ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ｏｎｅ. Ｉｔｓ ｃｌｅａｎ ａｎｄ ｌｏｖｅｌｙ!
Ａｎｎ: Ｗｈｉｃｈ ｒａｂｂｉｔ ｉｓ ｂｉｇｇｅｒ?
Ａｍｙ: Ｉ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 ｇｒａｙ ｏｎｅ.

Ａｎｎ: Ｙ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ｙ ｏｎｅ ｉｓ ｂｉｇｇｅｒ. Ｉｔｓ 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ａｉｌ ａｒ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ｏｎｅ. Ｉ ｌｉｋｅ
ｉｔ.

Ａｍｙ: Ｔｈｅ ｇｒａｙ ｏｎｅ ｉｓ ｏｌｄ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ｏｎｅ.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ｒａｂｂｉｔ ｉｓ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Ｌｏｏｋꎬ ｉｔｓ
(
(
(
(
(

ｔａｉｌ ｉｓ ｓｈｏｒｔ. Ｈｏｗ ｌｏｖｅｌｙ!

)１.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ｒａｂｂｉｔ ｉｓ ｂｉｇ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ｙ ｏｎｅ.
)２.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ｒａｂｂｉｔ ｉｓ ｙｏｕｎｇｅｒ.

)３. Ａｍｙ ｌｉｋｅｓ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ｒａｂｂｉ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ｓ ｃｌｅａｎ ａｎｄ ｌｏｖｅｌｙ.
)４.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ｒａｂｂｉｔｓ ｔａｉｌ ｉｓ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ｙ ｏｎｅｓ.
)５. Ａｎｎ ｌｉｋ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ｙ ｒａｂｂｉ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ｓ ｃｌｅａｎ.

五、 参照例子ꎬ 描述你的朋友ꎬ 尝试使用比较级ꎮ

Ｉ ｈａｖｅ ａ ｆｒｉｅｎｄ. Ｈｉｓ ｎａｍｅ ｉｓ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Ｈｅｓ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ｍｅ. Ｈｅｓ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Ｈｅ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ｍｅ. Ｗｅ ａｒｅ ｇｏｏ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Ｉ ｈａｖｅ ａ ｆｒｉｅｎｄ. Ｈｉｓ ｎａｍｅ ｉｓ

. Ｈｅｓ

ｔｈａｎ ｍｅ. Ｈｅｓ

Ｉ ｈａｖｅ ａ ｆｒｉｅｎｄ. 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ｉｓ

. Ｓｈｅｓ

ｔｈａｎ ｍｅ. Ｓｈｅｓ

ｔｈａｎ ｍｅ. Ｈｅｓ

ｔｈａｎ ｍｅ. Ｗｅ ａｒｅ ｇｏｏ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ｔｈａｎ ｍｅ. Ｓｈｅｓ

ｔｈａｎ ｍｅ. Ｗｅ ａｒｅ ｇｏｏ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７

1．能够听、 说、 读、 写形容词的比较级形式： thinner， heavier， bigger， smaller
和 stronger； 能 听 、 说 、 读 、 写 相 关 句 型 “How heavy are you？ I’ m ...
“
What size are your shoes？ I wear size 38.” 等， 并能在实际情境中熟练运用。
2．能够灵活地运用形容词比较级来对身高、 体重、 尺寸等进行比较， 并可以运
用相关句型进行熟练问答。

一、 看一看ꎬ 填一填ꎮ
１. Ｈｏｗ ｈｅａｖｙ ｉｓ ｔｈｉｓ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Ｉｔ ｉｓ

.

２. Ｈｏｗ ｈｅａｖｙ 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ｉｇ?
Ｉｔ ｉｓ

.

３. Ｗｈａｔ ｓｉｚｅ ａｒｅ ｙｏｕｒ ｓｈｏｅｓ?
.

４. Ｗｈａｔ ｓｉｚｅ ｉｓ ｔｈｉｓ ｓｈｉｒｔ?
Ｉｔ ｉｓ

８

.

二、 你会说这些短语吗?
那些鞋

３８ 码

看一看

橱窗里的那些衣服

４８ 公斤

三、 根据图意从括号里选择合适的词ꎬ 并用其适当形式填空ꎮ
１.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ｄｏｇ ｉｓ

( ｆａｔ / ｔｈｉｎ)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ｄｏｇ.

２. Ｔｈｉｓ ｒｅｄ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ｉｓ

３. Ｍｙ ｂａｇ ｉｓ

４. Ｊｏｈｎ ｉｓ

５. Ｉ ａｍ

(ｂｉｇ /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ｏｎｅ.

( ｈｅａｖｙ /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ａｎ ｙｏｕｒｓ.

( ｔａｌｌ /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ｈａｎ Ｍｉｋｅ.

( ｓｈｏｒｔ / ｔａｌｌ) ｔｈａｎ Ｌｕｃｙ.

一、 你能写出这些单词的比较级吗?
ｔａｌ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ｏｌｄ—
９

ｙｏｕｎｇ—

ｓｈｏｒｔ—
ｂｉｇ—

ｈｅａｖｙ—

ｔｈ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ｌｏｎｇ—

二、 选择词语ꎬ 并用其适当形式填空ꎮ
ｙｏｕｎｇ
１. Ｔｈｅ ｍｏｎｋｅｙｓ ｔａｉｌ ｉｓ

ｌｏｎｇ

ｔａｌｌ

ｈｅａｖｙ

ｏｌｄ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ｒａｂｂｉｔｓ ｔａｉｌ.

２. Ｄｉｃｋ ｉｓ １１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Ｎｉｎａ ｉｓ １２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Ｄｉｃｋ ｉｓ
３. —Ｈｏｗ

—Ｉｍ １ ４２ ｍｅｔｒｅｓ

ａｒｅ ｙｏｕ?

ｍｅ.

. Ａｍｙ ｉｓ １ ４４ ｍｅｔｒｅｓ

４. Ｉｍ ４０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 Ｙｏｕｒｅ ４２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 Ｉｍ ｎｏｔ
５. —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

ｔｈｉｎ
ｔｈａｎ Ｎｉｎａ.
. Ａｍｙ ｉ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ｎ ｙｏｕ.

—Ｉｍ ４５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 Ｐｅｔｅｒ ｉｓ ４０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 Ｂｏｔｈ ｏｆ ｕｓ ａｒｅ １ ６２ ｍｅｔｒｅｓ. Ｐｅｔｅｒ ｉｓ
ｔｈａｎ ｍｅ.

三、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作答ꎮ
１. Ｗｈａｔ ｓｉｚｅ ａｒｅ ｙｏｕｒ ｓｈｏｅｓ?
２. Ｉｎ ｙｏｕｒ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ｗｈｏｓｅ ｓｈｏｅｓ ａｒｅ ｂｉｇ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ｙｏｕｒｓ?

１０

３. Ｈｏｗ ｈｅａｖｙ ａｒｅ ｙｏｕ?
４. Ｉｓ ｙｏｕｒ ｂｅｓｔ ｆｒｉｅｎｄ ｈｅａｖｉｅｒ ｔｈａｎ ｙｏｕ?
５.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ａｒｅ ｙｏｕ? Ｄｏ ｙｏｕ ｔ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ｙｏｕｒ ｂｅｓｔ ｆｒｉｅｎｄ?

一、 将相匹配的内容连起来ꎮ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ｒｅ
ｋｉｌｏｍｅｔｒｅ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
ｔｏｎ

ｇｒａｍ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
ｍｅｔｒｅ

Ａ

ｔ / ｔｎ

Ｈｏｗ ｈｅａｖｙ ａｒｅ ｙｏｕ?

ｋｇ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ａｒｅ ｙｏｕｒ ｌｅｇｓ?

ｇ / ｇｍ
ｋｍ
ｍ

ｃｍ

Ｂ

Ｗｈａｔ ｓｉｚｅ ａｒｅ ｙｏｕｒ ｓｈｏｅｓ?
Ｈｏｗ ｏｌｄ ａｒｅ ｙｏｕ?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ａｒｅ ｙｏｕ?

Ｉｍ ４７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
Ｓｉｚｅ ３７.

Ｉｍ １ ６５ ｍｅｔｒｅｓ.

Ｍｙ ｌｅｇｓ ａｒｅ ７６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Ｉｍ １３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ｍｍ

二、 阅读下列内容并判断正误ꎬ 正确的在括号内写 “ Ｔ” ꎬ 错误的写 “ Ｆ” ꎮ
１. Ａ: Ｌｏｏｋꎬ Ｉ ｈａｖｅ ｔｗｏ ｂａ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ｅ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Ｂ: Ｉ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ｏｎｅ. Ｉｔｓ ｂｉｇ. Ｉｔ ｉｓ ｂｉｇ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ｐｉｎｋ ｏｎｅ.
Ａ: Ｉ ｄｏｎ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ｐｉｎｋ ｏｎｅꎬ ｅｉｔｈｅｒ. Ｉｔ ｉｓ ｔｏｏ ｓｍａｌｌ.
(

２.

(

) (１)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ｂａｇ ｉｓ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ｐｉｎｋ ｏｎｅ.
) (２) Ｂｏｔｈ ｏｆ Ａ ａｎｄ Ｂ ｄｏｎ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ｐｉｎｋ ｂａｇ.

Ａｍｙ ａｎｄ Ｌｉｕ Ｙｕｎ ｌｉｋｅ ｄｏｇｓ. Ａｍｙ ｈａｓ ａ ｃｈｉｈｕａｈｕａ ( 吉娃娃) . Ｉｔｓ １ ｙｅａｒ ｏｌｄ.

Ｉｔｓ ２２ ｃｍ ｔａｌｌ. Ｉｔｓ ａｂｏｕｔ ２ ｋｇ. Ｉｔ ｈａｓ ａ ｖｅｒｙ ｓｈｏｒｔ ｔａｉｌ. Ｉｔｓ ３ ｃｍ ｌｏｎｇ. Ｉｔｓ ｌｅｇｓ ａｒｅ ５
ｃｍ ｌｏｎｇ. Ｌｉｕ Ｙｕｎ ｈａｓ ａ ｐｏｍｅｒａｎｉａｎ ( 博美犬) . Ｉｔｓ １ ｙｅａｒ ｏｌｄ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ｈｕａｈｕａ.

Ｉｔｓ ２５ ｃｍ ｔａｌｌ. Ｉｔｓ ａｂｏｕｔ ２ ５ ｋｇ. Ｉｔｓ ｔａｉｌ ｉｓ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ｈｉｈｕａｈｕａｓ. Ｉｔｓ ｌｅｇｓ ａｒｅ

３ ｃｍ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ｈｉｈｕａｈｕａｓ.
(
(

) (１) Ｌｉｎ Ｙｕｎｓ ｐｏｍｅｒａｎｉａｎ ｉｓ １ ｙｅａｒ ｏｌｄ.

) (２) Ａｍｙｓ ｃｈｉｈｕａｈｕａ ｉｓ ０ ５ ｋｇ ｈｅａｖｉｅｒ ｔｈａｎ Ｌｉｕ Ｙｕｎｓ ｐｏｍｅｒａｎ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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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 Ａｍｙｓ ｄｏｇｓ ｔａｉｌ ｉｓ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Ｌｉｕ Ｙｕｎｓ ｄｏｇｓ.

三、 关心自己的父母ꎬ 调查一下他们的身高、 年龄吧! 再用所学知识比一比ꎮ
Ｗｈｏ ｉｓ ｔａｌｌｅｒ? Ｗｈｏ ｉｓ ｏｌｄｅｒ? Ｗｈｏ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Ｎａｍｅ

Ａｇｅ

ｆａｔｈｅｒ

Ｈｅ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ｏｌｄｅｒ ｔｈａｎ

.

ｉｓ ｔ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一、 听音ꎬ 将句子补充完整ꎮ
１. 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

２. Ｉ ａｍ

ｔｈａｎ ｍｙ ｓｉｓｔｅｒ.

３. Ｙｏｕ ａｒｅ

ａｎｄ

４. Ｍｙ ｂａｇ ｉｓ

ｔｈａｎ ｙｏｕｒｓ.

５. Ｈｏｗ

ｔｈａｎ ｍｅ.

ｉｓ ｙｏｕｒ ｈａｉｒ?

二、 选择填空ꎮ
(

)１. Ｈｏｗ

(

)２. Ｍｙ ｈａｎｄｓ ａｒｅ

(

)３. Ｍｙ ｐｅｎｃｉｌ ｉｓ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

)４. Ａ ｍｏｕｓｅ ｉｓ

(

)５.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ｉｓ

Ａ. ｈｅａｖｙ

ａｒｅ ｙｏｕ?

Ｂ. ｈｅａｖｉｅｒ

Ｃ. ｈｅａｖｙｅｒ

Ａ. ｂｉｇ

Ｂ. ｂｉｇｅｒ

Ｃ. ｂｉｇｇｅｒ

Ａ. ｙｏｕｒ

Ｂ. ｙｏｕｒｓ

Ａ. ｈｅａｖｉｅｒ

Ｂ.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ｙｏｕｒｓ.
.

ｔｈａｎ ａｎ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ｔａｉｌ?

Ｃ. ｙｏｕ
Ｃ.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Ｉ ｏｎｌｙ ｋｎｏｗ ｉｔｓ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ｋｅｙｓ.
Ａ. ｉｔ

Ｂ. ｉｔｓ

Ｃ. ｉｔｓ

１２

.

三、 根据图片内容ꎬ 补全对话ꎮ
姓名: 姚明
出生日期: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
身高: ２２６ ｃｍ

体重: １４０ ６ ｋｇ
星座: 处女座

Ａ: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 ｐｌａｙｅｒꎬ Ｙａｏ Ｍｉｎｇ. Ｈｏｗ ｏｌｄ ｉｓ ｈｅ?
Ｂ: １.

Ａ: Ｗｈｅｎ ｉｓ ｈｉｓ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Ｂ: ２.

Ａ: Ｉｓ ｈｅ ｖｅｒｙ ｖｅｒｙ ｔａｌｌ?
Ｂ: ３.

Ａ: Ｈｏｗ ｔａｌｌ ｉｓ ｈｅ?
Ｂ: Ｈｅ ｉｓ ４.

ｍｅｔｒｅｓ ｔａｌｌ.

Ａ: Ｈｏｗ ｈｅａｖｙ ｉｓ ｈｅ?
Ｂ: ５.

四、 根据表格内容填空ꎮ
Ｎａｍｅ

Ａｇｅ

Ａｎｎ

１０

Ｔｏｍ

Ａｍｙ

１. Ｔｏｍ ｉｓ

２. Ａｍｙｓ ｆｅｅｔ ａｒｅ

４. Ａｎｎ ｉｓ ２ ｙｅａｒｓ

Ｗｅｉｇｈｔ

Ｓｉｚｅ ｏｆ ｓｈｏｅｓ

１ ４２ ｍ

３９ ｋｇ

３６

１２

１ ４８ ｍ

１２

１ ５０ ｍ

ｙｅａｒｓ

３. Ａｍｙ ｉｓ ８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ｓ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ｈａｎ Ａｎｎ.

３７ ｋｇ
４０ ｋｇ

３７
３８

ｔｈａｎ Ａｎｎｓ.

ｔｈａｎ Ａｎｎ.

ｔｈａｎ Ａｍｙ.

５. Ｔｏｍ ｉｓ ３７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ｎ ｉｓ ３９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ｓ. Ｓｏ Ｔｏｍ ｉｓ ｎｏｔ

五、 阅读理解ꎮ

ｔｈａｎ Ａｎｎ.

Ｍａｒｙꎬ Ｊａ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ｙ ａｒｅ ｇｏｏ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Ｍａｒｙ ｉｓ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Ｍａｙꎬ ａｎｄ Ｍａｙ ｉｓ ｈｅａｖｉ￣

ｅｒ ｔｈａｎ Ｊａｎｅ. Ｊａｎｅ ｉｓ ｔｈｉｎｎｅｒ ｔｈａｎ Ｍａｒｙ. Ｍａｒｙ ｉｓ ７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Ｊａｎｅ ｉｓ １２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ａｎｄ

Ｍａｙ ｉｓ ９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Ｔｈｅｙ ｓｔｕｄｙ ａｔ Ｑｉｎｇｌａ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ａｒｙ ｌｉｋｅ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Ｊａｎｅ ｌｉｋｅｓ
ｍａｔｈｓ ａｎｄ Ｍａｙ ｌｉｋｅｓ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ｙ ａｌｌ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ｒｄ.

１. 根据短文内容ꎬ 判断正误ꎬ 正确的在括号内写 “ Ｔ” ꎬ 错误的写 “ Ｆ” ꎮ
(

) (１)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 文章) .
１３

(

) (２) Ｍａｒｙ ｉｓ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Ｍａｙ.

(

) (４) Ｊａ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ｓｔ ( 年纪最小的) .

(

) (３) Ｊａｎｅ ｌｉｋｅ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

) (５)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ｌｌ ｇｏｏ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２. 根据短文内容回答问题ꎮ

(１) Ｄｏｅｓ Ｍａｒｙ ｌｉｋ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Ｊａｎｅ ｌｉｋｅ?
(３)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ｇｏｏ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六、 写作ꎮ
根据图片和文字信息ꎬ 比较两位小朋友的身高、 体重、 年龄、 胖瘦ꎮ 要求:
１. 正确使用形容词的比较级ꎻ ２. 可适当发挥ꎬ 写成一篇通顺的小短文ꎻ ３. 不少
于五句话ꎮ
Ｎａｍｅ

Ｊｏｈｎ

Ｎａｍｅ

Ｊｉｍ

Ｈｅｉｇｈｔ

１ ５５ ｍ

Ｈｅｉｇｈｔ

１ ４８ ｍ

Ａｇｅ

Ｗｅｉｇｈｔ

１２

Ａｇｅ

４６ ｋｇ

Ｗｅｉｇｈｔ

１４

１３

４０ ｋｇ

Ｕｎｉｔ ２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1．能够听、 说、 读、 写以下动词短语: stayed at home， washed clothes， cleaned
the room， watched TV， watched some children’s show， drank tea； 并初步了
解一般动词过去式的变化规则及其发音规则。
2．能够听、 说、 认读句子“How was your weekend? It was good.”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I stayed at home with your grandma.” 并能够对其中的动
词短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替换， 能够对某人过去所做的事情进行问答。
3．能够对某人过去所做的事情进行简单的叙述， 如： Zhang Peng watched some
children’s show last weekend.
4．养成合理安排自己生活与学习的好习惯。

一、 在横线上填出合适的介词ꎮ
１. Ｉ ｓｔａｙｅｄ

２.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ｉｓｔｅｎ

ｈｏｍｅ

ｍｙ ｇｒａｎｄｍａ.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３. Ｉ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ｓｈｏｗｓ
４. Ｄｏ ｙｏｕ ｏｆｔｅｎ ｐｌａｙ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５. Ｙｏｕ ｍｕｓｔ ｓｔｏｐ

ａ ｒ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ＴＶ.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ｙｏｕ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ｗｅｅｋｅｎｄ?

二、 读一读ꎬ 比较一下上下两栏中的动词短语有什么不同之处ꎮ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Ｖ ｗａｓｈｅｄ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ｃｌｅａ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ｓｔａｙｅｄ ａｔ ｈｏｍｅ ｄｒａｎｋ ｔｅａ

ｔｈｉｓ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ｗａｔｃｈ ＴＶ

ｗａｓｈ ｃｌｏｔｈｅｓ

１５

ｃｌｅａ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ｓｔａ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ｄｒｉｎｋ ｔｅａ

这些词组有规律： 除了“drink”， 下栏中动词词尾都
在原形后加了“
ed”。
你观察得真仔细！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 要用动词的过去式来表
达。 动词过去式的变化可以分为两种： 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
规则动词的过去式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一般情况下 ， 直接在动词 词尾加“ed”， 如 ： want—wanted，
work—worked， clean—cleaned 等；
2.以不发音的“e” 结尾的动词在其词尾加“d”， 如： like—liked，
live—lived， use—used， dance—danced 等；
3.以一个元音字母加一个辅音字母结尾的重读闭音节动词， 先双
写结尾的辅音字母， 再加“ed”， 如： stop—stopped；
4.以辅音字母 +“y” 结尾的动词， 先把“y” 变成“i”， 再加
ed”， 如： study—studied， carry—carried 等。
“
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式变化规律性不强， 如： go—went， begin—
began， write—wrote， get—got， can—could 等， 需多加记忆。

三、 读句子ꎬ 问答配对ꎮ
１. 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

Ａ. Ｉ ａｍ ｆｉｎｅ.

３. Ｈｏｗ ｗａｓ ｙｏｕｒ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Ｃ. Ｙｅｓꎬ Ｉ ｄｉｄ.

２. Ｈｏｗ ｗａｓ ｙｏｕｒ ｆａｔｈｅｒ?

Ｂ. Ｈｅ ｆｅｌｔ ｇｏｏｄ ｎｏｗ.

４.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Ｄ. Ｉｔ ｗａｓ ｇｏｏｄ.

５.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ｅｌｓｅ?

Ｅ. Ｉ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Ｖ.

一、 下面给出的英语词组正确吗? 若有误ꎬ 请将正确的词组写在横线上ꎮ
１. 看电视

ｗａｔｃｈ ｔｖ

３. 洗衣服

ｗａｓｈ ｈａｎｄｓ

２. 待在家里
４. 喝茶

ｍａｋｅ ｔｅａ

５. 打扫房间
６. 在下午
７. 儿童剧

ｓｔａｙ ｉｎ ｈｏｍｅ

８. 做其他事

ｗａｓｈ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ｉｎ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ｈｏｗ

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１６

９. 上周末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

１０. 和奶奶待在家

ｓｔａ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ｇｒａｎｄｍａ

二、 根据图片内容ꎬ 判断句子正误ꎬ 正确的在括号内写 “ Ｔ” ꎬ 错误的写 “ Ｆ” ꎮ

(

)１. Ｉ ｓｔａｙｅｄ ａｔ ｈｏｍｅ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

)２.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ｃｌｅａ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ｏｍ.

(

)３. Ｍｙ ｆａｔｈｅｒ ｄｒａｎｋ ｔｅａ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ｎｎｅｒ.

(

) ４.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ｒ ｇｒａｎｄｐａ ｄｏ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Ｈｅ ｗａｓｈｅｄ ｈｉｓ ｃｌｏｔｈｅｓ.

(

)５. —Ｄｉｄ ｈｅ ｗａｔｃｈ ＴＶ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 ｔｅａ?
—Ｙｅｓꎬ ｈｅ ｄｉｄ.

三、 请你根据实际情况回答下列问题ꎮ
１.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ｄｏ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ｅｋｅｎｄ?
２.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１７

３. Ｄｉｄ ｙｏｕ ｈｅｌｐ ｙｏｕｒ ｍｏｔｈｅｒ ｃｌｅａ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４. Ｄｉｄ ｙｏｕ ｗａｓｈ ｙｏｕｒ ｓｏｃｋｓ ｂｙ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这几个问题你能回答吗？ 它
们可是本课的重点句型呀！

没问题， 我都答对了！

一、 根据句意和已给出的首字母ꎬ 补全单词ꎮ
１. Ｈｅ ｗ
２. Ｉ ｃ

３. Ｄｉｄ ｙｏｕ ｓ

ｓｏｍ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ｓｈｏｗ ｏｎ ＴＶ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ｍｙ ｒｏｏｍ ｗｉｔｈ ｍｙ ｇｒａｎｄｍａ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４. Ｌｕｃｙ ｄｉｄｎｔ ｄ

ａｔ ｈｏｍｅ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ｍｉｌｋ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５. Ｌａｓｔ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ꎬ Ｃａｎｄｙ ｄｉｄｎｔ ｗ
６.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

ａ

ＴＶ ｗｉｔｈ ｈｅｒ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ｅｌｓｅ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二、 请根据图片内容将文字补充完整ꎮ
１.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ｅ ｔｏｄａｙ?
—Ｉｔ ｉｓ

—Ｗｈａｔ ｄａｙ ｉｓ ｔｏｄａｙ?

—Ｏｈꎬ Ｉ ｓｅｅ.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Ｔｏｄａｙ ｉｓ

.

.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２. — Ｄｉｄ Ａｍｙ ｃｌｅａｎ ｈｅｒ ｒｏｏｍ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１８

.

３.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Ｍｉｋｅ ｄｏ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

４. —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

ｙｏｕｒ ｆａｔｈｅｒ ｄｏ ｌａｓｔ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Ｈｅ ｄｒａｎｋ ｔｅａ ａｔ ｈｏｍｅ.

三、 小记者的采访稿不小心被风给搞乱了ꎬ 你能帮他整理好吗?
Ｇｏｏ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Ｇｌａｄ ｔｏ ｍｅｅｔ ｙｏｕ!
(

) 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

(

)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ｌｉｋｅ ｔｏｄａｙ?

(
(
(
(
(
(

(

) Ｉｔ ｉｓ ａ ｆｉｎｅ ｄａｙ ｔｏｄａｙ.

) Ｉ ａｍ ｆｉｎｅ.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 Ｇｌａｄ ｔｏ ｍｅｅｔ ｙｏｕꎬ ｔｏｏ!

)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ｄｏ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ｅｋｅｎｄ?

) Ｉ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Ｖꎬ ｗａｓｈｅｄ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ｏｍ.

)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ｅｋｅｎｄꎬ Ｉ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ｗａｓｈ ｃｌｏｔｈｅｓꎬ ｃｌｅａ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ｍꎬ ｐｌａｙ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ꎬ
ｗａｔｃｈ ＴＶꎬ ｐｌａ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ｓꎬ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ｍｕｓｉｃꎬ ｒｅａｄ ｂｏｏｋｓꎬ ｄｏ ｍｙ ｈｏｍ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ｔ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 Ｙｏｕ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ａｖｅ ａ ｂｕｓｙ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四、 根据短文内容ꎬ 在表格中的正确选项后打 “ ” ꎮ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Ｉ ｄｉｄ ａ ｌｏ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ꎬ Ｉ ｄｉｄ ｓｏｍｅ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Ｉ ｃｏｏｋｅｄ ｔｈｅ ｌｕｎｃｈ. Ａｆｔｅｒ ｌｕｎｃｈꎬ Ｉ ｄｉｄ ｍｙ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Ａｔ ａｂｏｕｔ ４:００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

ｎｏｏｎꎬ Ｉ ｗｅｎｔ ｔｏ ｐｌａｙ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 ｗｉｔｈ ｍｙ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ｐｐｅｒꎬ Ｉ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Ｖ ｗｉｔｈ ｍｙ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ｔ ９:００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ꎬ Ｉ ｗｅｎｔ ｔｏ ｂｅｄ.
１９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ｌｕｎｃｈ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ｐｐｅｒ

Ｄｏ ｔｈｉｎｇｓ



ｄｉｄ ｓｏｍｅ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ｏｋｅｄ ｔｈｅ ｌｕｎｃｈ

ｄｉｄ ｍｙ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ａｓｅｂａｌｌ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Ｖ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ｋ

一、 下列句子与你听到的是否一致ꎬ 一致的在括号内写 “ Ｔ” ꎬ 不一致的写 “ Ｆ” ꎮ
(

)１. Ｉ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ｓｈｏｗ ｏｎ ＴＶ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

)３. Ｉ ｓｔａｙｅｄ ａｔ ｈｏｍｅ ｔｈｉｓ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Ｌｅｔｓ ｍａｋｅ ａ ｃａｋ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

)２. Ｉ ｄｒａｎｋ ｔｅａ ｗｉｔｈ ｍｙ ｎｅｗ ｆｒｉｅｎｄｓ.

(

)４. Ｄｉｄ ｙｏｕ ｈｅｌｐ ｙｏｕｒ ｍｕｍ ｃｌｅａｎ ｈｅｒ ｒｏｏｍ?

(

)５.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Ｉ ｗａ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ｒ ｆｏｒ ｍｙ ｆａｔｈｅｒ.

二、 看图回答问题ꎮ

１. —Ｄｉｄ Ｗａｎｇ Ｔａｏ ｗａｔｃｈ ＴＶ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ｅｖｅｎｉｎｇ?
—

. Ｈｅ

.

２. —Ｄｉｄ Ｊａｃｋ ｖｉｓｉｔ ｈｉｓ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

３.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ｔｈｉ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ｏｙ ｄｏ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Ｈｅ

２０

.

４. —Ｈｏｗ

Ａｍｙｓ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Ｓｈｅ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ｂｕｓｙ.
—

?

—Ｓｈｅ ｃｌｅａｎｅｄ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ａｌｌ ｄａｙ.

５. —Ｗ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ｙｏｕ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Ｈｅ

ａｔ ｈｏｍｅ.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ｈｅ ｄｏ?
—Ｈｅ

.

三、 选择填空ꎮ
(

(

(

)１. —Ｄｉｄ ｙｏｕ ｃｌｅａｎ ｙｏｕｒ ｒｏｏｍ?
—Ｙｅｓꎬ Ｉ

.

Ａ. ｄｉｄ

Ｂ. ｄｏ

Ｃ. ｄｏｅｓ

)２.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Ｌｉｓａ ｄｏ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Ｓｈｅ

Ａ. ｌｉｓｔｅｎｓ

ｔｏ ｍｕｓｉｃ.

Ｂ. ｌｉｓｔｅｎ

Ｃ. ｌｉｓｔｅｎｅｄ

Ｂ. ｌｏｏｋｅｄ

Ｃ. ｗａｔｃｈｅｄ

)３.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Ｉ

Ａ. ｓａｗ

ＴＶ.

(

)４. Ｈ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ａｎｄ

(

)５. Ｄｉｄ Ｊｏｈｎ

(

)６. Ｔｈｅｙ

(

)７. Ｄｉｄ ｙｏｕ ｐｌａｙ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

)８. Ｔｏｍ

(

)９. Ｌｉｓａ ｕｓｕａｌｌｙ

.

Ａ. ｊｕｍｐｅｄꎻ ｓｗｉｍｅｄ

Ｂ. ｊｕｍｐꎻ ｓｗａｍ

Ａ. ｐｌａｙ

Ｂ. ｐｌａｙｅｄ

Ｃ. ｐｌａｉｅｄ

Ｂ. ｒｅａｄｅｄ

Ｃ. ｌｏｏｋ

Ｂ. ａｎｄ

Ｃ. ｔｏ

Ａ. ｒｅａｄ
Ａ. 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ｄ

Ａ. ｄｏｅｓ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ｂｏｏｋｓ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Ｔｏｍ?

ｂｕｓｙ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Ｃ. ｊｕｍｐｅｄꎻ ｓｗａｍ

Ｂ. ｗａｓ

Ｃ. ｗｅｒｅ

Ｂ. ｄｏ

Ｃ. ｄｉｄ

ｈｅｒ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

２１

(

)１０. Ｄｉｄ ｙｏｕ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Ａ. ｇｏ

Ｂ. ｇｏｅｓ

四、 阅读短文ꎬ 在表格中相应活动下打 “ ” ꎮ

Ｃ. ｗｅｎｔ

Ｚｏｏｍ ｗａｓ ｂｕｓｙ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Ｈｅ ｗａｓｈｅｄ ｈｉｓ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ｎ ｈｅ

ｗｅｎｔ ｔｏ ａ ｐａｒｋ.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ꎬ ｈｅ ｄｉｄ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ｄｒａｎｋ ｓｏｍｅ ｔｅａ. Ｏｎ Ｓｕｎ￣
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ꎬ ｈｅ ｃｌｅａｎｅｄ ｈｉｓ ｒｏｏｍ. Ｔｈｅｎ ｈｅ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ｈｉｓ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ｕｎ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ｎｏｏｎꎬ ｈ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Ｖ.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ｉｍｅ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Ｓｕｎ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ｕｎ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Ｖ
ｗａｓｈｅｄ ｈｉｓ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ｃｌｅａｎｅｄ ｈｉｓ ｒｏｏｍ
ｄｒａｎｋ ｓｏｍｅ ｔｅａ

五、 回想一下你上周末的活动ꎬ 将短文补充完整吧!
Ｍｙ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Ｉ ｗａｓ ｂｕｓｙ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ꎬ Ｉ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ꎬ Ｉ
Ｉ

ｂｕｓｙ ｄａｙ!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ꎬ Ｉ

ａｎｄ

.

. Ｏｎ Ｓｕｎ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ꎬ

.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ꎬ Ｉ

. Ｗｈａｔ ａ

Ｔｉｐｓ ( 提 示) : ｄｉｄ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ꎻ ｌｉｓｔｅｎｅｄ ｔｏ ｍｕｓｉｃꎻ ｐｌａｙｅｄ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ꎻ ｗｅｎｔ ｈｉｋｉｎｇꎻ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Ｖꎻ ｗａｓｈｅｄ ｃｌｏｔｈｅｓꎻ ｃｌｉｍｂｅ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ꎻ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ꎻ ｒｅａｄ ｂｏｏｋｓ

六、 写作ꎮ

下面这幅图描述的是小男孩 Ｔｏｍ 和他的家人在上周日晚饭后的活动场景ꎮ 请

你仔细观察ꎬ 将图中每个人物的具体活动描述出来ꎬ 并组成一段完整的话ꎮ 要求:
时态正确ꎬ 语法规范ꎬ 用词得当ꎬ 不少于 ６０ 词ꎮ
２２

２３

1．能够听、 说、 读、 写以下动词短语： talked about a film， saw a film， read a
book， had a cold； 能够进一步掌握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式形式； 能掌握句子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 及一般疑问句“Did you see a film？” 与
其相应的回答。
2．通过调查、 小组问答等学习方式， 能够询问、 回应和简单描述过去做过的事；
能积极运用所学语言进行表达与交流， 加强合作， 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一、 你知道这些词或短语的意思吗? 连一连ꎬ 记一记ꎮ
１.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Ａ. 上周末

３.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ｄａｙ

Ｃ. 昨天

２.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Ｂ. 昨晚

４.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Ｄ. 前天

５. ｔｈｅ ｄａ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Ｅ. 上周一

这些词或短语表示的都是过去的
时间， 记住它们有什么用呢？
一个句子用什么时态， 区分一般现在时、 一般过去时与一
般将来时， 全看这些时间词了， 它们会帮助你的， 所以你
要记准确了。

二、 你能说出它们的中文意思吗?
１.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

２. ｂｕｙ ａ ｎｅｗ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３.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ｎｅｗ ｆｉｌｍｓ
２４

４.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ｂｏｏｋ
５. ａｌｌ ｗｅｅｋｅｎｄ

６. ｒｅａｄ ａ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７. ｓｔａ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８. ｈａｖｅ ａ ｃｏｌｄ

三、 请写出以下动词的过去式ꎮ
ｔａｌｋ—

ｒｅａｄ—

ｈａｖｅ—

ｄｏ—

ｄｒｉｎｋ—

ｃｌｅａｎ—

ｓｔａｙ—

ｓｌｅｅｐ—

ｗａｓｈ—

ｇｏ—

ｗａｔｃｈ—

ｗｏｒｋ—

关于动词过去式的不规则变
化我还是有点搞不懂呢。
这就需要你去用心记忆了。 只要多读、 多写、 多练， 很快
就可以运用自如了！ 我们先一起来学习以下这些常用不规
则动词的过去式吧：
see—saw

are—were

go—went

sleep—slept

swim—swam

fly—flew

say—said

have—had

come—came

eat—ate

nead—read

buy—bought

一、 看图ꎬ 将对话补充完整ꎮ

１.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Ｉ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

２.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Ｉ

—Ｗａｓ ｉ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Ｙｅｓꎬ ｉｔ ｗａｓ. Ａｎｄ ｗ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２５

３. —

—Ｎｏꎬ Ｉ

ｙｏｕ ｗａｓｈ ｙｏｕｒ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

—Ｏｈꎬ Ｉ ａｍ ｓｏｒｒｙ. Ｉｍ ｈａｐｐｙ ｙｏｕ ｆｅｅｌ ｂｅｔｔｅｒ ｎｏｗ.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二、 小记者采访了几位小朋友ꎬ 分别询问了他们昨天的活动ꎮ 请根据他整理出来的表
格内容ꎬ 回答下面的问题ꎮ ( 注意动词的正确使用)
Ｎａ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活动)

Ｊｏｈｎ

ｓｅｅ ａ ｆｉｌｍ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ｂｅｓｔ ｆｒｉｅｎｄ

Ａｍｙ

ｈａｖｅ ａ ｃｏｌｄꎬ ｓｌｅｅｐ ｆｏｒ ｏｎｅ ｄａｙ

Ｃｈｅｎ Ｊｉｅ
Ｍｉｋｅ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ꎬ ｓｔａｙ ａｔ ｈｅｒ ｒｏｏｍ

ｗａｓｈ ｈｉｓ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ｈｉｓ ｈｏｕｓｅ

１.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Ｊｏｈｎ ｄｏ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２. Ｄｉｄ Ａｍｙ ｈａｖｅ ａ ｃｏｌｄ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Ｄｉｄ ｓｈｅ ｄｏ ｈｅｒ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３.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Ｍｉｋｅ ｄｏ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４.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Ｃｈｅｎ Ｊｉｅ ｄｏ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三、 读对话ꎬ 完成表格ꎮ
Ｊｏｈｎ: Ｈｏｗ ｗａｓ ｙｏｕｒ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Ｍｉｋｅ: Ｉｔ ｗａｓ ａ ｂｕｓｙ ｏｎｅ.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Ｍｉｋｅ: Ｉ ｗａｓｈｅｄ ｍｙ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ｇ. Ｔｈｅｎ Ｉ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ｋ.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Ｍｉｋｅ: Ｉ ｄｉｄ ｍｙ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ｎ Ｉ ｗｅｎｔ ｆｉｓｈｉｎｇ.
２６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ｏｎ Ｓｕｎ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Ｍｉｋｅ: Ｉ ｃｌｅａｎｅｄ ｍｙ ｒｏｏｍ. Ｔｈｅｎ Ｉ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ｙ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ｏｎ Ｓｕｎ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Ｍｉｋｅ: Ｉ ｐｌａｙｅｄ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Ｔｈｅｎ Ｉ ｗａｔｃｈｅｄ ＴＶ.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ａ ｂｕｓｙ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Ｎｏｗ Ｉ ｎｅｅｄ 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ｗａｓｈｅｄ ｈ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ｇ

Ｍｉｋｅｓ ｂｕｓｙ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Ｓｕｎ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ｗｅｎｔ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Ｓｕｎ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ｐｌａｙｅｄ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四、 请你根据实际情况回答下列问题ꎮ
１.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ｄｏ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ｅｋｅｎｄ?
２.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３. Ｄｉｄ ｙｏｕ ｈｅｌｐ ｙｏｕｒ ｍｕｍ ｃｌｅａｎ ｙｏｕｒ ｈｏｕｓｅ?
４. Ｄｉｄ ｙｏｕ ｐｌａｙ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

一、 请你仔细阅读 Ｄａｎｎｙ 写给 Ｍｉｋｅ 的这封信ꎬ 每一行均有一处错误ꎬ 请你找出并在括
号内改正ꎮ
Ｄｅａｒ Ｍｉｋｅꎬ

Ｉ ｈａｄ ａ ｈａｐｐｙ ｓｕｎｄａｙ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ꎬ Ｉ

１. (

)

ｆａｃｅ. Ａｔ １０:３０ꎬ Ｉ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ｋ ｗｉｔｈ ｍｙ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 Ｗｅ

３. (

)

ｇｏｔ ｕｐ ｖｅｒｙ ｌａｔｅ. Ｔｈｅｎ Ｉ ｂｒｕｓｈｅｄ ｍｙ ｔｏｏｔｈ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ｅｄ ｍｙ
ｃｌｉｍｂ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ｅ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ｔｒｉｅｄ ｂｕｔ
ｈａｐｐｙ. Ｗｅ ｂｏｔｈ ｅａｔ ｔｗｏ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ｓ ｆｏｒ ｌｕｎｃｈ.
２７

２. (
４. (
５. (

)
)
)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ｓｏ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ｕｎｃｈꎬ Ｉ ｗｅｎｔ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

６. (

)

ｎｉｎｇꎬ ｍ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ｓａｗ ｆｉｌ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ｎｅｍａ.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８. (

)

ｗｉｔｈ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Ｗｅ ｂｏｕｇｈｔ ａ ｌｏｔ ｂｏｏｋ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ａ ｂｕｓｙ ｄａｙ. Ｗｈａｔ ａｂｏｕｔ
ｙｏｕ Ｓｕｎｄａｙ?
Ｙｏｕｒｓꎬ

７. (
９. (

１０. (

)
)
)

Ｄａｎｎｙ

二、 阅读短文ꎬ 完形填空ꎮ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１.

ｂｉｇ ｐａｒｔｙ. Ｌｉｕ Ｙｉｎｇ ４.
. Ｔｏｍ ６.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Ｄａｙ. Ｉ ２.

ｖｅｒｙ ｈａｐｐｙ. Ｗｅ ３.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ｏｎｇ ｆｏｒ ｕｓ. Ｌｉ Ｔａｏ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 ５.

ｔｈｅ ｐｉａｎｏ. Ｍｉｓｓ Ｌｉｕ 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ｕｓ ａｎｄ ｓｈｅ ８.

“ Ｈａｐｐ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Ｄａｙ!” ｔｏ ｕ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ꎬ ｗｅ ９.
(
(
(
(
(
(
(
(
(
(

ｖｅｒｙ ｈａｐｐｙ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１. Ａ. ｉｓ

Ｂ. ｗａｓ

Ｃ. ａｒｅ

)３. Ａ. ｈａｄ

Ｂ. ｈａｖｅ

Ｃ. ｈａｓ

)２. Ａ. ａｍ

)４. Ａ. ｓｉｎｇ

)５. Ａ. ｄａｎｃｅｄ
)６. Ａ. ｐｌａｙｅｄ
)７. Ａ. ｄｒａｗ
)８. Ａ. ｓａｙｓ

)９. Ａ. ｇｏｅｓ
)１０. Ａ. ｉｓ

Ｂ. ｗｅｒｅ

ｈｉｋ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１０.

Ｃ. ｗａｓ

Ｂ. ｓａｎｇ

Ｃ.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Ｂ. ｗａｓ

Ｃ. ａｒｅ

Ｂ. ｐｌａｙ

Ｃ. ｐｌａｙｓ

Ｂ. ｄｒｅｗ

Ｃ.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Ｂ. ｓａｉｄ

Ｃ. ｓａｙ

Ｂ. ｇｏ

Ｃ. ｗｅｎｔ

Ｂ. ｗａｓ

Ｃ. ｗｅｒｅ

一、 听句子ꎬ 选出你所听到的短语ꎮ
(

)１. Ａ. ｃｏｏｋｅｄ ｍｅａｌｓ

Ｂ. ｗａ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Ｃ. ｓｗｅｐｔ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ｒ

(

)３. Ａ. ｄｉｄ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

Ｂ. ｗａｓｈｅｄ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Ｃ. ｃｌｅ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ｋｓ

(

)２. Ａ. ｒｅａｄ ａ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Ｂ. ｒｅａｄ ａ ｂｏｏｋ

２８

ａ

Ｃ. ｌｉｓｔｅｎｅｄ ｔｏ ｍｕｓｉｃ

(

)４. Ａ. ｗｒｏｔｅ ａ ｌｅｔｔｅｒ

(

)５. Ａ. ｄｉｄ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

Ｂ. ｗｒｏｔｅ ａｎ ｅ￣ｃａｒｄ
Ｂ. ｄｉｄ ｓｐｏｒｔｓ

Ｃ. ｗｒｏｔｅ ａｎ ｅ￣ｍａｉｌ
Ｃ. ｄｏ ｓｐｏｒｔｓ

二、 用所给词的适当形式填空ꎮ
１. Ｉ ｏｆｔｅｎ

( ｄｏ) ｍｙ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Ｂｕｔ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ｅｖｅｎｉｎｇꎬ Ｉ

２. Ｌｉ Ｍｉｎｇ

( ｇｏ) ｈｉｋｉｎｇ ｌａｓｔ Ｓｕｎｄａｙ.

Ｄｉｄ ｈｅ

( ｇｏ) ｈｉｋｉｎｇ ｌａｓｔ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３. Ｓｈ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 ｒｅａｄ) ｂｏｏｋｓ ａｔ ｎｉｇｈｔ.

Ｂｕｔ ｓｈｅ

( ｓｅｅ) ａ ｆｉｌｍ ｗｉｔｈ Ｍｉｋｅ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４. —Ｗｈａｔ

—Ｉ ｏｆｔｅｎ

５. Ｉｔ

( ｗａｔｃｈ) ＴＶ.

ｙｏｕ ｏｆｔｅｎ

( ｄｏ)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 ｄｏ) ｍｙ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ｎ Ｉ

( ｉｓ) ａ ｗｉｎｄｙ ｄａｙ ｌａｓｔ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Ｉ

ｈｏｍｅ. Ｉ ｄｉｄｎｔ

( ｇｏ) ｆｉｓｈｉｎｇ.

( ｇｏ) ｆｉｓｈｉｎｇ.

( ｄｏ) ｍｙ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ａｔ

三、 用一般过去时改写下列句子ꎮ
１. Ｉ ｓｔａ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ｄ ａ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 Ｉ ｇｏ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ｙ ｂｕｓ.
３. Ｈｅ ｄｏｅｓ ｈｉｓ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ｓ ｈｉｓ ｒｏｏｍ.
４. Ｉ ａｍ ｖｅｒｙ ｂｕｓｙ ｔｏｄａｙ.
５. Ｗｅ ｇｏ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ｍｐ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四、 读问句ꎬ 选择正确的答语ꎮ
(

)１.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ｏ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Ａ. Ｎｏꎬ ｉｔｓ ｔｏｏ ｈｉｇｈ.

(

)３.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ｒｉｎｋ ｔｅａ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ｒ ｆｒｉｅｎｄ?

Ｃ. Ｎｏꎬ ｗｅ ｄｒａｎｋ ｓｏｍｅ

(

)２. Ｄｉｄ ｙｏｕ ｃｌｉｍｂ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２９

Ｂ. Ｉ ｗｅｎｔ ｈｉｋｉｎｇꎬ ｔｏｏ.
ｏｒａｎｇｅ ｊｕｉｃｅ.

(

)４. Ｉ ｗｅｎｔ ｈｉｋｉｎｇ ｌａｓｔ Ｓｕｎｄａｙ. Ｈ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ｙｏｕ?

(

)５.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ｄｏ?

Ｄ. Ｉ ｗｅｎｔ ｔｏ ａ ｐａｒｋ.

Ｅ. Ｉ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ｇｏ ｔｏ ａ ｐａｒｋ.

五、 阅读短文ꎬ 判断正误ꎬ 正确的在括号内写 “ Ｔ” ꎬ 错误的写 “ Ｆ” ꎮ

Ｔｏｄａｙ ｉｓ Ｓｕｎｄａｙ.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Ｉ ｍｅｔ ｍ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ｒｉｅｎｄ Ａｌｉｃｅ. Ｓｈｅ ｗａｓ ａ ｔ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ｉｎ ｇｉｒｌ. Ｗｅ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Ｙｉｎｇｚｅ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Ｐａ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ｋｙ ｗａｓ ｂ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ｉｒ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ｆｒｅｓ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ｔ ｌｕｎｃｈꎬ Ｉ ｔｏｏｋ ｈｅｒ ｔｏ ｅａｔ ｎｏｏｄ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ｄｅｌｉ￣
ｃ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ｈｅ ｌｉｋｅｄ ｉｔ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ꎬ ｗｅ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ｍａｒｋｅｔ.
Ｉ ｂｏｕｇｈｔ ａ ｌｏｖｅｌｙ ｔｏｙ ｄｏｌｌ ｆｏｒ ｈｅｒ. Ｓｈｅ ｆｅｌｔ ｖｅｒｙ ｈａｐｐｙ.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ａ ｔｒｉｅｄ ｂｕｔ ｈａｐｐｙ ｄａｙ.
(

)１. Ａｌｉｃｅ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Ｓ.

(

)３.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２.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ｗａｓ Ｆｒｉｄａｙ ａｎｄ Ｉ ｐｌａｙ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ｌｉｃｅ.

(

)４. Ａｌｉｃｅ ｄｉｄｎｔ ｅａｔ ａｎｙ ｎｏｏｄｌｅｓ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

)５.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ａ ｖｅｒｙ ｈａｐｐｙ ｄａｙ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六、 写作ꎮ
回想一下你妈妈上周末的活动情况ꎬ 并试着用一段完整的话将其描述出来ꎮ
要求: 条理清晰ꎬ 时态正确ꎬ 用词得当ꎬ 不少于 ６０ 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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