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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下册Module 1 过关检测卷

Part 1 Listening 听

一、听录音，选出你所听到的单词。

1.（ ）A. nice B. shy C. this

2.（ ）A. they B. that C. these

3.（ ）A. shy B. nice C. rice

4.（ ）A. aunt B. uncle C. friend

5.（ ）A. cute B. book C. bad

二、听录音，将下列图片与对应的内容连接起来。

A. is very cool. B. is very naughty. C. is very cute.

D. is very nice. E. is very clever.

（1） （2） （3） （4） （5）

（ ） （ ） （ ） （ ） （ ）

三、听录音，按听到的顺序排序。

________She's a bit shy.

________This is Li Hong.

________She's tall and clever.

________This is my little sister.

________Parrot is not a bad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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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Reading and Writing读和写

四、读句子，从中找出与例词画线部分读音相同的单词。

1.She is a nice teacher. ride________

2.Mike is my brother. bit________

3.My father is very cool. school________

4.He's not a bad bird. bag________

5.Xiaoyong is clever. desk________

五、单项选择。

1.（ ）This is my little brother. ________ very 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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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ingling is ________ shy.

A. bit B. a bit C. a bit of

3.（ ）They are my ________.

A. friends B. sister C. teacher

4.（ ）This ________ my uncle.

A. am B. is C. are

5.（ ）She is ________ aunt.

A. I B. me C. my

六、将树上的苹果按类别摘到相应的位置。(只填序号)

（1）家庭称呼：________

（2）形容词：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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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下列图片选择正确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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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________ （5） ________

八、小火车的车厢顺序被打乱了，重新排列一下吧。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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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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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下册Module 1 过关检测卷参考答案

Part 1 Listening 听

一、1.【答案】B

【听力原文】shy

【分析】听力原文：害羞的。选项 A和善的；选项 B害羞的；选项 C这个，故选 B。

2.【答案】A

【听力原文】they

【分析】听力原文：他们。选项 A他们；选项 B那个；选项 C这些，故选 A。

3.【答案】B

【听力原文】nice

【分析】听力原文：和善的。选项 A害羞的；选项 B和善的；选项 C米饭，故选 B。

4.【答案】A

【听力原文】aunt

【分析】听力原文：姑姑。选项 A姑姑；选项 B叔叔；选项 C朋友，故选 A。

5.【答案】A

【听力原文】cute

【分析】听力原文：可爱的。选项 A可爱的；选项 B书；选项 C坏的，故选 A。

二、（1）D （2）A （3）E （4）B （5）C

【听力原文】⒈This is my teacher. She's very nice.

⒉This is my uncle. He's very cool.

⒊This is my little brother. He's very clever.

⒋Parrot is very naughty. But he isn't a bad bird.

⒌This is my little sister. She's very cute.

【分析】A. is very cool.很酷 B. is very naughty.很淘气 C. is very cute.很可爱

D. is very nice.很和善 E. is very clever.很聪明

（1）听力原文句意：这是我的老师。她很和善。与 D匹配，故选 D。

（2）听力原文句意：这是我叔叔，他很酷。与 A匹配，故选 A。

（3）听力原文句意：这是我小弟弟。他很聪明，与 E匹配，故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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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听力原文句意：鹦鹉很淘气，但是它不是一直坏鸟。与 B匹配，故选 B。

（5）听力原文句意：这是我小妹妹。她很可爱。与 C匹配，故选 C。

三、4；1；5；3；2

【听力原文】⒈This is Li Hong.

⒉Parrot is not a bad bird.

⒊This is my little sister.

⒋She's a bit shy.

⒌She's tall and clever.

【分析】（1）听力原文句意：这是李红。故 2排序为 1.

（2）听力原文句意：鹦鹉不是一只坏鸟。故 5排序为 2.

（3）听力原文句意：这是我小妹妹。故 4排序为 3.

（4）听力原文句意：她有点害羞。它很小。故 1排序为 4。

（5）听力原文句意：这她又高又聪明。故 3排序为 5。

Part 2 Reading and Writing读和写

四、1.【答案】nice

【分析】所给单词划线部分发音/ai/ 。该句子中 nice中 i发相同音；故答案为 nice。

2.【答案】is

【分析】所给单词划线部分发音/i/ 。该句子中 is中 is发相同音；故答案为 is。

3.【答案】cool

【分析】所给单词划线部分发音/u:/ 。该句子中 cool中 oo发相同音;故答案为 cool。

4.【答案】bad

【分析】所给单词划线部分发音/æ/ 。该句子中 bad中 a发相同音；故答案为 bad。

5.【答案】clever

【分析】所给单词划线部分发音/e/ 。该句子中 clever中第一个 e发相同音；故答案为 clever。

五、1.【答案】C

【分析】句意：这是我小弟弟，它很可爱。A. 他；B. 她是；C.他是。句子缺少主谓成分，

brother是男性，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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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案】B

【分析】句意：玲玲有点害羞。A. 一点，少量；B. 一点（后跟形容词）；C.一点（后跟

名词）。shy“害羞的”形容词，故选 B。

3.【答案】A

【分析】句意：他们是我的朋友。根据句子中的主谓判断，该空需要名词复数，故选 A。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名词的复数，平时掌握其变化规则。

4.【答案】B

【分析】句意：这是我叔叔。因为主语 this是第三人称单数名词，因此 be动词需要 is，故

选 B。

【点评】考查系动词 be的用法，注意人称与数的一致性。

5.【答案】C

【分析】句意：她是我的姑姑。A.我（主格）B. 我（宾格）C.我的（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名词 aunt前需要形容词物主代词修饰，故选 C。

六、（1）A C E G I （2）B D F H J

【分析】A.mother妈妈，B.clever C.aunt姑姑，D.naughty淘气的，E.brother哥哥/弟弟，F.cute

可爱的，G.father爸爸，H.cool酷的，I.sister妹妹///姐姐，J.shy害羞的

根据单词意思看出（1）家庭称呼有：A C E G I。

（2）形容词有：B D F H J。

七、（1）E （2）A （3）B （4）C （5）D

【分析】（1）图意：一位老师。与选项 E“这位老师和善。”匹配，故选 E。

（2）图意：自行车上一只鸟。与选项 A“它是一只淘气的鸟。”匹配，故选 A。

（3）图意：一个大眼睛女孩。与选项 B“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匹配，故选 B。

（4）图意：一个男孩。与选项 C“这个男孩很聪明。”匹配，故选 C。

（5）图意：一只大象。与选项 D“它是一只可爱的大象。”匹配，故选 D。

八、1.【答案】He is a clever boy

【分析】 a一个， is是， boy男孩， He他，clever聪明的 。根据所给单词及标点符号

判断，该句子是肯定句。句意是：他是个聪明的男孩。故答案为 He is a clever boy

2.【答案】This is my little sister

【分析】little小的， sister 妹妹，This这个，my我的， is是 。根据所给单词及标点符

号判断，该句子是肯定句。句意是：这是我小妹妹。故答案为 This is my little s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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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案】This is my big brother

【分析】big 大的， this这个，is是， my我的， brother哥哥。根据所给单词及标点符

号判断，该句子是肯定句。句意是：这是我大哥哥。故答案为 This is my big brother.

4.【答案】Can you answer the call now

【分析】 you你， answer接听， call电话，can能， now现在。根据所给标点符号及所

给单词判断，该句子是一般疑问句。句意是：现在你你能接听吗？故答案为 Can you answer

the call 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