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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下册Module 5 过关检测卷

Part 1 Listening 听

一、听录音，选出你听到的句子中含有的单词。

（ ）1. A. was B. wasn't C. is

（ ）2. A. weren't B . were C. are

（ ）3. A. tall B. short C. old

（ ）4. A. clean B. dirty C. my

（ ）5. A. fat B. thin C. there

二、听录音，连线。

三、听录音，选出与其相符的图片。

（ ）7.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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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 B.

（ ）9. A. B.

（ ）10. A. B.

（ ）11. A. B.

Part 2 Reading and Writing读和写

四、选出不同类的一项。

（ ）1. A. old B. young C. then

（ ）2. A. were B. am C. is

（ ）3. A. clean B. hen C. chick

（ ）4. A. thin B. fat C. red

（ ）5. A. hair B. cold C. hot

五、将下列图片与对应的句子匹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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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1）My parents were young then. ________

（2）Her hair was long then. ________

（3）The house wasn't new then. ________

（4）Our classroom wasn't big then. ________

（5）I was three then. ________

六、单项选择。

（ ）1. I ________ young then.

A. am B. is C. was

（ ）2. He is tall now, ________ he was short then.

A. but B. or C. so

（ ）3. —Who ________ they? —They are my friends.

A. was B. were C. are

（ ）4. She ________ very cute now, but she ________ naughty then.

A. is; is B. is; was C. was; was

（ ）5. —Were you fat then? —No, I ________.

A. was B. weren't C. wasn't

七、用画线单词的反义词填空。

1. Lucy is tall. Lily is ________.

2. Our classroom is dirty. Your classroom is ________.

3. Her hair was short then. But now it is ________.

4. This dog is fat. That dog is ________.

5. Xiaoming is young. His father is ________.

八、下面各题的单词排乱了顺序，请你重新排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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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y Who are ________

2. The small were cats then ________

3.You cute were so ________

3.my are grandparents They ________

4.hair Your was so then short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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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下册Module 5 过关检测卷参考答案

Part 1 Listening 听

一、1.【答案】A

【考点】听力

【听力原文】I was fat then.

【分析】听力原文意思是: 那时我胖。A选项意思是: 是（过去式）, B选项是: 不是(过去

式), C选项是: 是。根据所听句子, A选项相关。故答案为: A.

【点评】这是考查听力的题目。要抓住关键词 was"是"。

2.【答案】B

【考点】听力

【听力原文】My grandparents were young then.

【分析】听力原文意思是: 那时我的祖父母还年轻。A选项意思是: 不, B选项是: 是(过去

式), C选项是: 是。根据所听句子, B选项相关。故答案为: B.

【点评】这是考查听力的题目。要抓住关键词 were"是"。

3.【答案】B

【考点】听力

【听力原文】You were short then.

【分析】听力原文意思是: 你那时个子矮。A选项意思是: 高的, B选项是: 矮的, C选项是:

老的。根据所听句子, B选项相关。故答案为: B.

【点评】这是考查听力的题目。要抓住关键词 short"矮的"。

4.【答案】A

【考点】听力

【听力原文】It wasn't clean then.

【分析】听力原文意思是: 那时它不干净。A选项意思是: 干净的, B选项是: 脏的, C选项

是: 我的。根据所听句子, A选项相关。故答案为: A.

【点评】这是考查听力的题目。要抓住关键词 clean"干净的"。

5.【答案】B

【考点】听力

【听力原文】My father was very 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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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听力原文意思是: 我爸爸很瘦。A选项意思是: 胖的, B选项是: 瘦的, C选项是: 那

里。根据所听句子, B选项相关。故答案为: B.

【点评】这是考查听力的题目。 要抓住关键词 thin"瘦的"。

二、【答案】

【考点】听力

【听力原文】⒈They are my grandparents. They were young then.

⒉M：I was two then. I was very naughty.

⒊It was very fat then.

⒋W：My hair was very long then.

⒌He was short then.

【分析】（1）听力原文意思是: 他们是我的祖父母。那时他们还年轻。图片 1是祖父母

年轻时的照片，根据所听句子,C选项 young"年轻的"和它匹配。因此两者连线。

（2）听力原文意思是: M: 那时我两岁我很淘气。图片 2是年轻时淘气的照片，根据所

听句子,D选项 naughty"淘气的"和它匹配。因此两者连线。

（3）听力原文意思是: 那时它胖。图片 3是猴子胖时的照片，根据所听句子,E选项 fat"

胖的"和它匹配。因此两者连线。

（4）听力原文意思是: W: 那时我的头发很长。图片 4是长头发时的照片，根据所听句

子, A选项 long"长的"和它匹配。因此两者连线。

（5）听力原文意思是: 那时他个子矮。图片 5是矮个子时的照片，根据所听句子,B选项

short"矮的"和它匹配。因此两者连线。

故答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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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这是考查听力的题目。要掌握每句听力的关键词。

三、1.【答案】B

【考点】听力

【听力原文】They were young then.

【分析】听力原文意思是: 那时他们年轻。A图片是老年的照片。B选项是年轻时的照片。

根据所听句子，B选项合适。故答案为: B.

【点评】这是考查听力的题目。关键单词是 young"年轻的"。

2.【答案】B

【考点】听力

【听力原文】Her hair was short then.

【分析】听力原文意思是: 那时她头发短。A图片是长头发的照片。B选项是短头发的照

片。根据所听句子，B选项合适。故答案为: B.

【点评】这是考查听力的题目。关键单词是 short"短的"。

3.【答案】B

【考点】听力

【听力原文】She wasn't tall then.

【分析】听力原文意思是: 那时她个子不高。A图片是高个子的照片。B选项是矮个子的

照片。根据所听句子，B选项合适。故答案为: B.

【点评】这是考查听力的题目。关键短语是 wasn't tall"不高"。

4.【答案】A

【考点】听力

【听力原文】The desk was dirty.

【分析】听力原文意思是: 桌子是脏的。A图片中桌子脏在擦桌子。B选项中桌子干净，

在扫地。根据所听句子，A选项合适。故答案为: A.

【点评】这是考查听力的题目。关键单词是 dirty"脏的"。

5.【答案】B

【考点】听力

【听力原文】He wasn't naugh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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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听力原文意思是: 他不淘气。A图片是淘气孩子的照片。B选项是听话孩子的照

片。根据所听句子，B选项合适。故答案为: B.

【点评】这是考查听力的题目。关键短语是 wasn't naughty"不淘气"。

Part 2 Reading and Writing读和写

四、1.【答案】C

【考点】形容词，副词

【分析】old"老的"和 young"年轻的"都是形容词，表示年龄状况。而 then"那时"是副词表示

时间。故答案为: C.

【点评】这是考查词汇的题目。要掌握常用的形容词。

2.【答案】A

【考点】动词

【分析】am和 is都用于一般现在时, 而 were是过去式, 用于过去时。故答案为: A.

【点评】这是考查词汇的题目。要掌握 be动词的过去式。

3.【答案】A

【考点】名词，形容词

【分析】hen"母鸡"和 chick"小鸡"都是名词表示动物，而 clean"打扫"是动词。故答案为: A.

【点评】这是考查词汇的题目。要掌握单词的词性。

4.【答案】C

【考点】形容词

【分析】thin"瘦的"和 fat"胖的"都是表示体态的形容词，而 red"红色的"表示颜色。故答案

为: C.

【点评】这是考查词汇的题目。要掌握学过的表示体态的形容词。

5 .【答案】A

【考点】名词，形容词

【分析】cold"寒冷的"和 hot"炎热的"都是表示天气的形容词，而 hair"头发"是表示人体部位

的名词。故答案为: A.

【点评】这是考查词汇的题目。要掌握学过的表示天气的单词。

五、【答案】（1）B （2）A （3）E （4）C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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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图片匹配

【分析】（1）句意: 我父母那时候还年轻。图片 B是父母年轻时的照片。两者匹配。故答

案为: B.

（2）句意: 那时她的头发很长。图片 A是长头发女孩的照片。两者匹配。故答案为: A.

（3）句意: 那时房子还不新。图片 E是老房子的照片。两者匹配。故答案为: E.

（4）句意: 那时我们的教室还不大。图片 C是旧教室的照片。两者匹配。故答案为: C.

（5）句意: 那时我三岁。图片 D是小时候的照片。两者匹配。故答案为: D.

【点评】这是考查图句匹配的题目。首先仔细观察图片了解图片内容，然后根据题目叙述

进行匹配。

六、1.【答案】C

【考点】动词，一般过去时

【分析】句意: 那时我......年轻。根据时间 then"那时"可知句子时态用一般过去时，谓语动

词用过去式, am和 is都不是过去式，只有 was是过去式，故答案为: C.

【点评】这是考查过去时的题目。注意过去时的句子结构。

2.【答案】A

【考点】连词

【分析】句意: 他现在个子高, ......那时他个子矮。根据前后句意可知前后句子的意思有转

折，用 but"但是", or"或者"表示选项, so"因此"表示意思顺承，都不合适。故答案为: A.

【点评】这是考查连词的题目。要掌握常用连词词义的不同。

3.【答案】C

【考点】动词，一般现在时

【分析】句意: —他们......谁? —他们是我的朋友。句子的答语是一般现在时, 问句也用一

般现在时, 句子的主语是 they, 因此用 are. was和 were是过去式, 用于过去时, 不合适。故

答案为: C.

【点评】这是考查时态的题目。要能够根据上下文判断句子的时态。

4.【答案】B

【考点】动词，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

【分析】句意: 现在她......很可爱，可是那时她......淘气。第一句根据时间 now可知时态是

一般现在时, 句子主语是 she, 谓语动词用 is, 第二句根据时间 then可知时态是一般过去时,

句子主语是 she,谓语动词用 is的过去式 was. 根据所给选项，答案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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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这是考查句子时态的题目。要掌握和各时态搭配的时间状语。

5.【答案】C

【考点】疑问句

【分析】句意: — 那时你胖吗? — 不, 我...... 这是 were 构成的过去式的一般疑问句, 问句

主语是第二人称 you"你", 回答时变成第一人称 I"我", 谓语动词变成和 I搭配的 was, 根据

句意这里是否定回答, was用 wasn't. 故答案为: C.

【点评】这是考查疑问句回答的题目。要掌握答语主语的变化。

七、1.【答案】short

【考点】形容词

【分析】句意: Lucy个子高。Lily个子......。根据句意可知这里用 tall"高的"的对应词 short"

矮的"。故答案为: short.

【点评】这是考查词汇的题目。要掌握 tall的对应词。

2.【答案】clean

【考点】形容词

【分析】句意: 我们教室脏。你们的教室......。根据句意可知这里用 dirty"脏的"的对应词

clean"干净的",故答案为: clean.

【点评】这是考查词汇的题目,要掌握 dirty的对应词。

3.【答案】long

【考点】形容词

【分析】句意:那时她的头发短。可知现在它.....。根据句意可知这里用 short"短的"的对应

词 long"长的"。故答案为: long.

【点评】这是考查词汇的题目。要掌握 short的对应词。

4.【答案】thin

【考点】形容词

【分析】句意: 这只狗胖。那只狗......。根据句意可知这里用 fat"胖的"的对应词 thin"瘦的"。

故答案为: thin.

【点评】这是考查词汇的题目。要掌握 fat的对应词。

5.【答案】old

【考点】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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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句意:小明年轻。他的爸爸......。根据句意可知这里用 young"年轻的"的对应词 old"

老的"。故答案为: old.

【点评】这是考查词汇的题目。要掌握 young的对应词。

八、1.【答案】Who are they?

【分析】they他们, Who谁, are是。根据所给单词, 组成疑问句, Who放在句首, 后面

跟一般疑问句, 组成句子: 他们是谁? Who are they? 故答案为: Who are they?

【点评】这是考查连词成句的题目。要掌握疑问句的结构。

2.【答案】The cats were small then.

【分析】The 定冠词, small小的, were是, cats猫, then那时。根据所给单词, the cats

组成短语"猫", 组成句子: 那时猫还小。The cats were small then. 故答案为: The cats were

small then.

【点评】这是考查连词成句的题目。要掌握主系表简单句的构成。

3.【答案】You were so cute.

【分析】You 你, cute可爱的, were是, so 如此。根据所给单词这是一般过去时的句

子, so修饰 cute. 组成句子: 你如此可爱。 You were so cute.

【点评】这是考查连词成句的题目。注意副词用法。

4.【答案】They are my grandparents.

【分析】my 我的, are是, grandparents 祖父母, They他们。根据所给单词, my

grandparents组成短语"我的祖父母"。组成句子: 他们是我的祖父母。They are my

grandparents. 故答案为: They are my grandparents.

【点评】这是考查连词成句的题目。应该熟练掌握每课的重点句型。

5.【答案】Your hair was so short then.

【分析】hair 头发, Your你的, was 是, so 如此, then 那时, short 短。根据所给单词

这是一般过去时的句子, your hair组成短语"你的头发", so修饰 short组成短语"如此短"。组

成句子: 那时你的头发如此短。Your hair was so short then. 故答案为: Your hair was so short

then.

【点评】这是考查连词成句的题目。 熟练掌握学过的重点句型，有助于解答这类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