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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下册Module 1 达标测试卷

听力部分

一、听录音，选出你所听到的单词。

1.（ ）A. shy B. by C. my

2.（ ）A. teacher B. mother C. answer

3.（ ）A. call B. cool C. girl

4.（ ）A. big B. bad C. bag

5.（ ）A. little B. bit C. nice

二、听录音，连线。

三、听录音，判断下列句子与你所听内容是（T）否（F）相符。

6.This is my friend. ________

7.This is my aunt. She's very nice. ________

8.This is Maomao. She's a clever pupil. ________

9.My little sister is cute. ________

10.My friend is very cool. ________

四、听录音，选出你听到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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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The elephant is very naughty. B. The elephant is very cute.

12.（ ）A. The man is my uncle. B. The woman is my aunt.

13.（ ）A. The little boy is cute. B. The big girl is shy.

14.（ ）A. It is a clever elephant. B. It is a naughty bird.

15.（ ）A. My teacher is nice and clever. B. My teacher is clever and cool.

笔试部分

五、将下列气球中的字母组成单词，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1） ________ （2） ________ （3） ________

（4） ________ （5） ________

六、选出每组单词中不同类的一项。

1.（ ）A. she B. he C. my

2.（ ）A. teacher B. father C. aunt

3.（ ）A. naughty B. bird C. nice

4.（ ）A. answer B. little C. big

5.（ ）A. this B. that C. they

七、选择合适的选项，补全句子。

A. B. C. D.

（1）Mingming is a________ pupil.

（2）Can you ________ the call now?

（3）This ________ my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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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y ________ my friends.

八、单项选择。

1.（ ）Tingting is ________ good pupil.

A. an B. a C. /

2.（ ）She is ________ shy.

A. a bit B. bit C. a bits

3.（ ）This is Amy. ________ very cute.

A. She B. She's C. He's

4.（ ）—________ you answer the call?

—No, I can't.

A. Do B. Can C. Are

5.（ ）This is my ________. He's very clever.

A. sister B. aunt C. uncle

6.（ ）—The elephant is clever.

—And very naughty ________.

A. two B. to C. too

7.（ ）She ________ a little cat.

A. have B. has C. are

8.（ ）Ms Wang is ________.

A. a nice B. nice teacher C. a nice teacher

九、手拉手，找朋友。(从右栏中选出与图片相对应的句子)

A. It's a naughty bird. B. She is a cute girl. C. The boy is very clever.

D. It's a cute elephant. E. The teacher is very nice.

（1） （2） （3） （4） （5）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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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仿照例句，补全句子。 例：This is my teacher. She is very tall.

1. This is ________ ________. She is very ________.

2. This ________ my ________. He is________ ________.

3. This is________ ________. She is ________ ________.

4. This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He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十一、阅读短文，判断句子正（T）误（F）。

Hello. I'm Tingting. Look at my family photo. 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 This is my father.

He's a doctor. And he is very clever. This is my mother. She's a nice teacher. She teaches English. The

pupils like her very much. This is my little brother. He's two. He's very cute and naughty. This is me. I'm

a clever pupil.

（1）There are three people in my family. （ ）

（2）My father is a worker.（ ）

（3）My mother is an English teacher. （ ）

（4）My little brother is cool. （ ）

（5）I'm a clever pupi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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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下册Module 1 达标测试卷参考答案

听力部分

一、1.【答案】A

【听力原文】shy

【分析】听力原文：害羞的。选项 A害羞的；选项 B靠；选项 C我的，故选 A。

2.【答案】C

【听力原文】answer

【分析】听力原文：回答。选项 A老师；选项 B妈妈；选项 C回答，故选 C。

3.【答案】B

【听力原文】cool

【分析】听力原文：酷的。选项 A打电话；选项 B酷的；选项 C女孩，故选 B。

4.【答案】A

【听力原文】big

【分析】听力原文：大的。选项 A大的；选项 B坏的；选项 C书包，故选 A。

5.【答案】A

【听力原文】little

【分析】听力原文：小的。选项 A小的；选项 B一点；选项 C好的，故选 A。

二、

【听力原文】⒈This is Ms. Smart. She's a nice teacher.

⒉This is Xiaoyang. He's very clever.

⒊This is Maomao. She's a bit shy.

⒋Parrot is a naughty bird.

⒌This is my big brother. He's cool.

【分析】（1）句意：这是Ms. Smart。她是个和善的老师。与 B匹配，意思是：和善的。

故选 B。

（2）句意：这是小杨。他很聪明。与 A匹配，意思是：聪明的。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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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句意：这是毛毛。她有点害羞。与 D匹配，意思是：见到你也很高兴。故选 D。

（4）句意：鹦鹉是淘气的鸟。与 E匹配，意思是：淘气的。故选 E。

（5）句意：这是我大哥哥。他很酷。与 C匹配，意思是：我 6岁。故选 C。

三、6.【答案】F

【听力原文】They are my friends.

【分析】听力原文句意是：他们是我的朋友。所给句子的意思是：这是我的朋友。两句单

复数不同，故答案为 F。

7.【答案】F

【听力原文】This is my mother. She's very nice.

【分析】听力原文句意是：这是我妈妈。她很和善。所给句子的意思是：这是我姑姑。她

很和善。两句不同，故答案为 F。

8.【答案】F

【听力原文】This is Maomao. She's a bit shy.

【分析】原文句意是：让这是毛毛。她有点害羞。所给句子的意思是：让这是毛毛。她是

个聪明的学生。两句不符，故答案为 F。

9.【答案】T

【听力原文】This is my little sister. She's cute.

【分析】听力原文：这是我小妹妹。她很可爱。所给句子意思是：我的小妹妹很可爱。二

者匹配，故答案为 T。

10.【答案】T

【听力原文】My friend is very cool.

【分析】听力原文：我的朋友很酷。与所给句子的意思相同，故答案为 T。

四、11.【答案】A

【听力原文】The elephant is very naughty.

【分析】听力原文句意是：这只大象很淘气。选项 A这只大象很淘气。选项 B这只大象很

可爱。故选 A。

12.【答案】B

【听力原文】The woman is my aunt.

【分析】听力原文句意是：这个妇女是我婶婶。选项 A这个男人是我叔叔。选项 B这个妇

女是我婶婶。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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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答案】B

【听力原文】The big girl is shy.

【分析】听力原文句意是：这个大女孩很害羞。选项 A这个小男孩很可爱。选项 B这个大

女孩很害羞。故选 B。

14.【答案】A

【听力原文】It is a clever elephant.

【分析】听力原文句意是：它是一只聪明的大象。选项 A它是一只聪明的大象。选项 B它

是一只淘气的鸟。故选 A。

15.【答案】A

【听力原文】My teacher is nice and clever.

【分析】听力原文句意是：我的老师又善良又聪明。选项 A我的老师又善良又聪明。选项

B我的老师又聪明又酷。故选 A。

笔试部分

五、（1）nice （2）bad （3）cool （4）big （5）little

【分析】（1）由所给的字母提示可知考查“和善的”的英文 nice。故答案为 nice。

（2）由所给的字母提示可知考查“坏的”的英文 bad。故答案为 bad。

（3）由所给的字母提示可知考查“酷的”的英文 cool。故答案为 cool。

（4）由所给的字母提示可知考查“大的”的英文 big。故答案为 big。

（5）由所给的字母提示可知考查“小的”的英文 little。故答案为 little。

六、1.【答案】C

【分析】选项 A她；选项 B他，选项 C我的，A/B都是人称代词，C是物主代词，故选 C。

2.【答案】A

【分析】选项 A老师；选项 B父亲，选项 C姑姑，B/C都是称谓名词，A是职业名称，故

选 A。

3.【答案】B

【分析】选项 A淘气的；选项 B鸟，选项 C和善的，A/C都是形容词，B是名词，故选 B。

4.【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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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选项 A回答/接听；选项 B小的，选项 C大的，B/C都是形容词，A是动词，故选 A。

5.【答案】C

【分析】选项 A这个；选项 B那个，选项 C他们，A/B都是指示代词，C是人称代词，故

选 C。

七、（1）A （2）D （3）B （4）C

【分析】A.clever聪明的 B.is 是（用与第三人称单数）， C.are 是（用语复数） D.回

答/接听

（1）句意：明明是和聪明的学生。clever聪明的，故选 A。

（2）句意：你现在能接听电话吗？answer the call接电话。故选 D。

（3）句意：这是我父亲。this是第三人称单数，因此系动词用 is，故选 B。

（4）句意：他们是我的朋友。主语是 they（他们）be动词用 are，故选 C。

八、1.【答案】B

【分析】句意：婷婷是个好学生。A.一个（用在元音音素开头的单词前）；B. 一个（用在

辅音音素开头的单词前）；C.不填 。因为句子中 good是辅音音素开头的单数名词，故选

B。

2.【答案】A

【分析】句意：她有点害羞。a bit一点，常修饰形容词，故选 A。

3.【答案】B

【分析】句意：这是 Amy。她很可爱。A.她；B.她是；C. 他是，Amy是女性名词，句子

缺少主谓成分，故选 B。

4.【答案】B

【分析】句意：—你能接听电话吗？—不，我不能。根据答语中的 can得知，问句也情态

动词 can开头，故选 B。

5.【答案】C

【分析】句意：这是我的_____。他很聪明。A. 姐姐；B.姑姑；C.叔叔。根据 he，他，选

项 C符合题意，故选 C。

6.【答案】C

【分析】句意：—这只大象很聪明。—并且它也很淘气。to后接动词原形，two是二，此

处不合适，在句末表达“也”用 too，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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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答案】B

【分析】句意：他有一只小猫。A. 有（动词原形）；B. 有（第三人称单数形式）C.是（复

数）。主语 she是第三人称单数，因此谓语动词也要用第三人称单数形式，该句子表达“拥

有”，故选 B。

8.【答案】C

【分析】句意：王女士是一个和善的老师。A.错误表达，B.缺少冠词，C.一个和善的老师。

故选 C。

九、（1）E （2）A （3）B （4）C （5）D

【分析】（1）图片 1一位老师，E意思是：这个老师很和善。因此匹配，故选 E。

（2）图片 2一只鸟，A意思是：它是一只淘气的鸟。因此匹配，故选 A。

（3）图片 3一个女孩，B意思是：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因此匹配，故选 B。

（4）图片 4一个男孩，C意思是：这个男孩很聪明。因此匹配，故选 C。

（5）图片 4一只大象，D意思是：它是一只可爱的大象。因此匹配，故选 D。

十、1.【答案】my；mother；nice

【分析】mother妈妈，nice和善的；写成句子的句意是：这是我妈妈。她很和善。故答案

为 my,mother,nice。

2.【答案】is；father；very；cool

【分析】father爸爸，cool酷的；写成句子的句意是：这是我爸爸。他很酷。故答案为

is,father,very,cool。

3.【答案】my；sister；very；shy

【分析】sister妹妹，shy害羞的；写成句子的句意是：这是我妹妹。她很害羞。故答案

为,my,sister,very,shy。

4.【答案】is；my；brother；is；very；naughty

【分析】brother哥哥/弟弟，naughty淘气的；写成句子的句意是：这是我弟弟，他很淘气。

故答案为 is,my,brother,is,very,naughty。

十一、（1）F （2）F （3）T （4）F （5）T

【分析】该文章主要是玲玲介绍自己的家庭照。

（1）细节理解，根据 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得知她家四口人，故答案为：错误。

（2）细节理解，根据 This is my father. He's a doctor. 得知她爸爸是医生，故答案为：错误。

（3）细节理解，根据 This is my mother. She's a nice teacher. She teaches English.得知她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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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语老师，故答案为：正确。

（4）细节理解，根据 He's very cute and naughty. 得知她小弟弟可爱淘气，故答案为：错

误。

（5）细节理解，根据 I'm a clever pupil.得知她是个聪明的学生，故答案为：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