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八中高 2022届高三全真模拟考试

英语 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 阅读理解(共两节，满分 40 分)
第一节 (共 15 小题；每小题 2 分，满分 30 分)
1-5 ABDDD 6-10 BDCBA 11-15 ACBBC
第二节（共 5 小题; 每小题 2 分, 满分 10 分）
16-20 DFGBE
第二部分 语言知识运用(共两节，满分 45 分)
第一节 完形填空(共 20 小题；每小题分，满分 30 分)
21-25 BBDAC 26-30 BDDAC 31-35 DBACC 36-40 ABACD

第二节（共 10 小题；每小题分，满分 15 分）
41．including 42．valuable 43．satisfied 44．to let 45．in/during
46．that 47．an 48．specifically 49．or 50．student’s

第三部分 写作（共两节，满分 35 分）
第一节 短文改错（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满分 10 分）

My family traveled by the air today. We have planned to sit together on the plane. As
had

expecting, we were happily seated closely to each other. Suddenly, we heard the flight attendant
expected close
asking a women a few rows of seats behind us to change her seat ,^/ it was more convenient for a

woman and/which
father with a baby. The lady was rather unhappily with this. So I immediately stood up and let the

unhappy
man and his baby took my seat instead. I moved to the front of the plane alone. My sister had

take
plenty ^interesting stories about the baby. I had to sleep all the way, and I still felt happy because I

of but

did something meaningful for the family.

第二节 书面表达（满分 25 分）

One Possible Version:
Together Against the Pandemic as Volunteers

Ten students in our class went to Peace Community to work as volunteers last Sunday.
With the disastrous pandemic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s life has been terribly

affected, especially the senior citizens. Hence, our main task was to help the elderly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Some of us assisted them in applying for the health QR code to show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 while the others helped them gain access to their daily necessities. Tired though we were,
we all achieved a sense of fulfillment and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activity.

As high school students, it is important to sustain our social conscience. It is high time that
all of us should build a better world and light up the future by involving ourselves in meaningful
voluntary work.



详解

阅读理解：

A
1. A 细节理解题。 由第一段 Sunrise Magic offers sunrise flights 365 days a year.可知

Sunrise Magic all year round 全年营业。

2. B 细节理解题。由 Flight cost: $180 per person (Children under 12 -$120)可知夫妇俩带

一个11 岁孩子，最少需要花费 480 美元。

3. D 细节理解题。 由最后一段最后一句可知天气情况不允许飞行的话，乘客可获得

全额退 款。

B

4.D 推理判断题。从第二段 “Peggy was sent to an animal shelter in 2018.( 2018年，

Peggy被送到了一家动物收容所。 )”以及 “She was greasy and out of condition,
untrusting, and frightened(她浑身油腻，身体不好，不信任别人，还害怕 )”可以推测

出她被之前的主人抛弃了。

5.D 细节理解题。从最后一段“Working dogs are bred to do a specific job, and without
a purpose, they can grow depressed and bored.(工作犬被培养来做特定的工作，如果没

有目标，它们会变得沮丧和无聊。)”中可以得知，让Peggy工作的原因是担心她不工

作的话会抑郁。

6.B 推理判断题。根据第三段“She soon started to bond with me…(她很快就和我建立

了感情……)”及“Peggy soon started to adjust to life(Peggy很快开始适应生活 )”可以看

出Peggy适应能力很强，根据最后一段中“but she still enjoys herding and continues to
impress her family with how quickly she learns new skills(但她仍然喜欢放牧，她学习

新技能的速度之快让她的家人印象深刻)”可知，Peggy在新技能的学习上很有天赋

7. D 主旨大意题。根据文章可知，本文讲述了一只被抛弃的狗被收养以后如何适

应新生活的故事。根据第三段 “With some tender loving care and good food, Peggy
soon started to adjust to life.(在一些温柔的关爱和美食的照顾下，Peggy很快开始适应

生活。)”可知，此处提到 tender loving care和good food两种方式，根据第四段“One of
the biggest ways Peggy’s new family helped her adjust was getting her back to work.( Pe
ggy的新家庭帮助她适应的最大方式之一就是让她重返工作岗位。)”可知，选择D。

C

8. C 细节理解题。由第二段可知 AR 指的是通过电子设备将数字信息叠加在真实

世界信息 之上，实现 “无缝”集成的技术， 目标是在屏幕上把虚拟世界套在现实世界

并进行互动。 电 子设备可以是一副智能眼镜、一台平板电脑，甚至是一部智能手机。

与“虚拟现实”不同，用 户可以在这个数字世界中触摸物体并四处移动，而不是被

限制在一个小区域。所以C 项“使 用者可以亲自探索这个数字世界”符合题意。

9. B 推理判断题。根据第三段最后一句可知上述例子都表明AR 增强了购物者店

内体验的 感觉，让生活更轻松。



10. A 推理判断题。根据最后一段 Kipman 认为“在 AR 达到巅峰之前，我们还有很

长的路要 走，回顾这十年，技术的发展阶段就像人类尚处于穴居人阶段一样。”由此

推知，Kipman 对 AR 技术的态度谨慎。

11. D 推理判断题。 由全文可知 AR 增强了使用者体验，已经应用于很多商业，并

有望扩展 到更多领域，尽管技术有待完善，但有着相对光明的前景。

D

【解析】

【导语】

这是一篇议论文。文章主要讨论了父母如何处理孩子的问题。

12．

细节理解题。由第二段中的“When children raise these questions, adults tend to respond with

explanations that try to resolve the issue, at least temporarily. (当孩子们提出这些问题时，成年

人往往会给出试图解决问题的解释，至少是暂时的)”和“But simple explanations may not be

what the child wants. (但简单的解释可能不是孩子想要的)”可知，当孩子们提问时，成年人可

能会给孩子们简单的解释。故选 C项。

13．

细节理解题。由第三段中的“Most kids start wondering about big questions almost as soon as

they learn to speak, and they continue to think about them throughout childhood. (大多数孩子几

乎一学会说话就开始思考重大问题，他们在整个童年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根据第三段“ But as

they get older, kids ask questions less and less.”（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问的问题越来越

少）可知，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提问了。故选 B项。

14．

词句猜测题。由第二段中的“When children raise these questions, adults tend to respond with

explanations that try to resolve the issue, at least temporarily. (当孩子们提出这些问题时，成年

人往往会给出试图解决问题的解释，至少是暂时的)”和最后一段中的“Talking with kids about

what they are thinking without always feeling compelled to offer answers can help them explore

their own concerns and ideas. (与孩子们谈论他们在想什么，而不是总是 compelled给出答案，

可以帮助他们探索自己的担忧和想法)”可知，孩子们提问，家长们往往是不得不（被迫）给

出解释答案，但作者建议与其被迫给出答案，还不如与孩子谈谈他们心中所想，compelled

在此处意为“迫使（Forced）”。故选 B项。

15．



主旨大意题。由倒是第二段中的“While children do need adult help and guidance, parents don’t

always have to be in position of the experts providing the answers. Thinking with children about

their bigger questions can make way for a more mutual kind of interactions. (虽然孩子们确实需

要成人的帮助和指导，但家长们并不一定要站在专家的立场上提供答案。与孩子们一起思考

他们更大的问题，可以为更相互的互动让路)”和最后一段中的“Talking with kids about what

they are thinking without always feeling compelled to offer answers can help them explore their

own concerns and ideas. (与孩子们谈论他们在想什么，而不是总是被迫给出答案，可以帮助

他们探索自己的担忧和想法)”可知，全文针对孩子提问一事，作者给出了建议：与其被迫给

出答案，还不如与孩子谈谈他们心中所想，文章主要讨论了父母如何处理孩子的问题。故选

C项。

七选五

【导语】这是一篇说明文。文章主要介绍了遭遇运动损伤后，正确的救治方法。

16.D 根据后文“So here are a few steps which can help you and bring you valuable
tips to overcome any future sports injury. （给你一些宝贵的建议来克服将来有可能出现的

运动损伤）”可知，前句应该是“运动受伤了千万不要气馁”故选 D。
17.F 根据后文“ if it doesn't go away after a while, or it even gets worse...accept

medical advice without objection. ”对疼痛级别的描述来判断伤势的轻重可知，疼痛能帮

助你确定受伤的严重性，故选 F。
18.G 根据本段标题“Understand What Caused the Injury”可知本段主题应是“找到

受伤的原因”。故 G选项“分析情况并确定受伤的原因至关重要”符合语境，故选 G。
19.B
本题设空为段落主题句。根据后文“Take the medical advice ... with your doctor.”以

及“In one word, do everything you're told in order to speed up your recovery”可知，受

伤后需要遵循医嘱进行康复治疗。故选 B。
20.E 根据全文“Make sure you eat healthy, avoiding foods and drinks with excessive

amounts of sugar, alcohol, and white flour. （注意健康饮食，避免食用过含糖、含酒精过

高的食物饮料）”可知，要减少垃圾食品的摄入。故选 E。

完形填空

【导语】这是一篇记叙文。文章主要讲述了健身教练 Nickey Seger筹集资金来帮助小女孩

Nellie完成学业的故事。

【21题详解】

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这就是 Nickey Seger的回答。A. comment评论；B. answer回答；



C. reward奖励；D. offer提供。本段第一句提出问题，这里是对该问题的回答。故选 B。

22题详解】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这就是这位健身教练决定跑这么远的距离，目的是为一位朋友的

女儿筹集资金，让她完成学业。A. change改变；B. complete完成；C. improve改善；D. preview

复习。后文提到 Nickey主动为 Nellie提供学费，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Nickey自

己收入减少，无法再承担 Nellie的学费。所以，这里指她决定跑马拉松为 Nellie筹集学费，

让她完成学业。故选 B。

【23题详解】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她发起了一个 BackaBuddy活动来收集捐款，人们做出了积极的

回应。A. continue继续；B. share分享；C. return返回；D. collect收集。根据第一段中“decided

to run to raise money”可知，这里指她发起 BackaBuddy运动来募集捐款。故选 D。

【24题详解】

考查副词词义辨析。句意：她很快筹到了所需的所有钱，这些钱将用于支付她年轻朋友内利

就读的瑞姆西格蒙台梭利学校的学费。A. Quickly快速地；B. Randomly随机地；C. Purposely

故意地；D. Privately私人地。根据“people responded positively”信息可知，人们对此反应

积极，因此，这里指她很快就募集到了资金。故选 A。

【25题详解】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她很快筹到了所需的所有钱，这些钱将用于支付她年轻朋友内利

就读的瑞姆西格蒙台梭利学校的学费。A. borrowed借来；B. earned赚得；C. needed需要；

D. posted张贴。第一段谈到 Nickey要为 Nellie募集学费，因此，这里指她很快募集到了她

所需要的学费。故选 C。

【26题详解】

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她很快筹到了所需的所有钱，这些钱将用于支付她年轻朋友内利

就读的瑞姆西格蒙台梭利学校的学费。A. sponsors赞助；B. attends出席，上学；C. recommends

建议；D. mentions提及。文章上下文均在谈 Nellie还在 Ruimsig Montessori学校上学。故选

B。

【27题详解】

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虽然他们没有血缘关系，Nellie因为多年前许下的承诺而把她的

学业归功于Nickey。A. experience经历；B. employment雇佣；C. appreciation感激；D. schooling

教育。上下文都谈到 Nickey资助 Nellie，让她接受学校教育。由此可知，这里指 Nellie的学



业都归功于 Nickey。故选 D。

【28题详解】

考查固定短语辨析。句意：2005年，Nickey偶然遇到了 Nellie的父亲 Goodwill Khuzwayo，

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人，他因为一场几乎要了他的命的事故而残疾。A. at once马上；B.

as usual照例；C. in time及时；D. by chance偶然。根据后文“a total stranger to her”可知，

这里指 Nickey在 2005年偶然遇见了奈莉的父亲 Goodwill Khuzwayo，故选 D。

【29题详解】

考查形容词词义辨析。句意：2005年，Nickey偶然遇到了 Nellie的父亲 Goodwill Khuzwayo，

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人，他因为一场几乎要了他的命的事故而残疾。A. disabled残疾的；

B. brave勇敢的；C. abandoned被抛弃的；D. sensitive敏感的。根据“an accident that almost cost

him his life”可知，Nellie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成了残疾人。故选 A。

【30题详解】

考查副词词义辨析。句意：此外，他的妻子已经病了多年，不能工作了。A. Instead相反；B.

Otherwise 否则；C. Besides 此外；D. Again 再次。本空前面的信息和本句的信息，均在为

Nellie家里很穷无法交学费交代原因。这里是增加信息，表示“而且，Goodwill Khuzwayo

的妻子（Nellie的母亲）常年生病”。故选 C。

【31题详解】

考查形容词词义辨析。句意：此外，他的妻子已经病了多年，不能工作了。A. unwilling不

愿意的；B. unnecessary不必要的；C. uncertain不确定的；D. unable不能的。根据“his wife’s

been ill for years”可知，这里指他的妻子因常年生病，不能工作。故选 D。

【32题详解】

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Nickey非常相信教育的力量。A. concept概念；B. power力量；

C. principle原则；D. behavior行为。根据后文Nickey谈到的“Education is the key to unlocking

the world”可知，Nickey非常相信教育的力量。故选 B。

【33题详解】

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她决定打开钱包，自己支付费用，就自己承担起为保护 Nellie

的责任。A. champion保护人，冠军；B. teacher老师；C. partner伙伴；D. guest客人。根据

“Determined to open her wallet and pay the fees herself”可知，Nickey 决心自己掏腰包为

Nellie付学费。因此，这里指她自告奋勇成为 Nellie的保护人。take it upon oneself to do sth.

表示“毅然……做”，champion在这里属于熟词生义，表示“保护人，维护者”。故选 A。



【34题详解】

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但当 COVID-19 严重损害了她的业务时，她发现自己在 Nellie

最后一年的教育时间里极度缺钱。A. project项目；B. habit习惯；C. business生意，业务；

D. system系统。根据上文“the fitness coach”信息可知，Nickey是一名健身教练。这里指由

于新冠疫情，她的业务受到严重影响。故选 C。

【35题详解】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句意：但当 COVID-19 严重损害了她的业务时，她发现自己在 Nellie

最后一年的教育时间里极度缺钱。A. came about发生；B. gave up放弃；C. rolled around流

逝，到来；D. came down下来。根据“push Nellie past ”the finish line “of her education”可知，

这里指 Nellie在学校最后一个学期到来之际，Nickey没有钱为她付学费了。故选 C。

【36题详解】

考查形容词词义辨析。句意：她别无选择，只能发起这场运动，这是她推动 Nellie越过教育

“终点线”的最后努力——而且奏效了。A. last最后的；B. real真的；C. basic基本的；D. best

最好的。根据“She had no choice but to start the campaign”可知，这里指她帮助 Nellie的最

后努力。故选 A。

【37题详解】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她别无选择，只能发起这场运动，这是她推动 Nellie越过教育“终

点线”的最后努力——而且奏效了。A. prepared准备；B. worked奏效，工作；C. repeated

重复；D. exchanged 交换。根据上文“she raised all the money she 5 which will go

towards paying school fees”可知，Nickey的努力成功了。故选 B。

【38题详解】

考查形容词词义辨析。句意：“教育是打开世界的钥匙，所以帮助 Nellie 接受教育很重

要，”Nickey解释道。A. important重要的；B. possible可能的；C. original最初的；D. traditional

传统的。根据 Nickey所说的“Education is the key to unlocking the world”可知，Nickey认为

帮助 Nellie接受教育很重要。故选 A。

【39题详解】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教育是打开世界的钥匙，所以帮助 Nellie 接受教育很重

要，”Nickey 解释道。A. agreed同意；B. announced宣布；C. explained解释；D. added 增

加。本空前后都是 Nickey针对教育所说的话，是她对教育的认识，因此，这里表示她在解

释为什么要帮助 Nellie。故选 C。



【40题详解】

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现在 18岁的 Nellie计划用她所受的教育在她的社区服务，报答

Nickey！A. choose 选择；B. receive 收到；C. demand 要求；D. use 使用。本句在谈 Nickey

的打算，上文谈到她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了，因此，这里指奈莉打算利用她所接受的教育为

社区服务以回报 Nickey的帮助。故选 D。

语法填空

这是一篇说明文。文章主要是关于学生该如何选择自己要上的学校的建议，说明了虽然亲戚

和同事可能有非常有价值的建议，但还是要自己做决定，充分考虑每一种选择, 保持开放的

心态, 把自己的教育放在首位。

41．考查介词。句意：像许多其他学生一样，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家庭成员和朋

友，为你的大学决定提供意见。结合句意表示“包含……在内”，后跟名词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作宾语，应用介词 including。故填 including。

42．考查形容词。句意：虽然许多你信任的亲戚和同龄人可能有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它可以

帮助你做决定，但是最终的选择要你自己做出，也只能靠你自己做出。修饰后文名词 advice，

作定语，应用形容词 valuable。故填 valuable。

43．考查形容词。句意：只有你才能充分意识到大学的哪些方面会让你真正感到快乐和满足，

所以要把这一点放在心上。此处为“make+宾语+宾补”结构，此处修饰人应用-ed结尾形容词

satisfied，作宾补。故填 satisfied。

44．考查非谓语动词。句意：在你做决定的早期阶段，把一所特定的学校作为首选是很容易

的，它甚至可能成为你的最佳选择——但一定要仔细评估每一所录取你的学校，因为你申请

每一所学校都有特定的理由。此处为“it be adj. to do sth.”句型，it作形式主语，不定式为真

正主语。故填 to let。

45．考查介词。句意：在你做决定的早期阶段，把一所特定的学校作为首选是很容易的，它

甚至可能成为你的最佳选择——但一定要仔细评估每一所录取你的学校，因为你申请每一所

学校都有特定的理由。结合语境表示“在……阶段”故填 in/during。

46．考查定语从句。句意：在你做决定的早期阶段，把一所特定的学校作为首选是很容易的，

它甚至可能成为你的最佳选择——但一定要仔细评估每一所录取你的学校，因为你申请每一

所学校都有特定的理由。此处为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school，先行词在从句中作主语，指物，

且由 every修饰，只能用关系代词 that引导。故填 that。



47．考查冠词。句意：一定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结合句意表示“保持开放心态”短语为 keep an

open mind。故填 an。

48．考查副词。句意：不要专门为了一段高中恋情或者让别人开心而去一所学校上学。修饰

后文介词短语 for a high school relationship，应用副词 specifically，作状语。故填 specifically。

49．考查连词。句意：不要专门为了一段高中恋情或者让别人开心而去一所学校上学。否定

句中，表示“或者”应用连词 or。故填 or。

50．考查名词所有格。句意：一个学生的大学经历是他或她自己的，学生必须把他或她的教

育放在首位。此处 student与后文 college experience构成所属关系，结合后文“his or her own”

可知指一个学生的大学经历，故应用有生命的名词所有格形式 student’s。故填 student’s。

短文改错

本文是一篇记叙文，主要讲的是作者和家人乘飞机出去旅行时，在飞机上做好事，跟人换座

位的经历。

1.考查固定短语。句意：我的家人今天乘飞机旅行。“by air”是固定短语，意为“乘飞机”，故

去掉 air前的 the。

2.考查时态。句意：我们原计划在飞机上坐在一起。故将语境可知，我们是在去旅行前就计

划要在飞机上坐一起，“traveled”是过去的动作，因此“plan”应用过去完成时“had planned”，

表示过去的过去发生的动作，故将 have改为 had。

3.考查过去分词。句意：不出所料，我们很高兴地挨得很近。“we were happily seated closely

to each other”是被预料的，因此用过去分词 expected表被动，故将 expecting改为 expected。

4.考查形容词。句意：不出所料，我们很高兴地挨得很近。句中应用形容词 close表示“我们

挨得很近”，是形容词表状态，故将 closely改为 close。

5.考查名词。句意：突然，我们听到空乘人员要求我们后面几排的一位女士换座位，这对带

着孩子的父亲来说更方便。a后跟单数名词 woman，故将 women改为 woman。

6.考查定语从句。句意：突然，我们听到空乘人员要求我们后面几排的一位女士换座位，这

对带着孩子的父亲来说更方便。分析句子结构可知，“was more convenient for a father with a

baby”是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从句中缺少主语，主语是前面主句所描述的事情，因此用关系

代词 which引导定语从句；另外，也可将句子改为 and连接的并列句，也就是在 it前加 and，

故将 it改为 which或在 it前加 and。

7.考查形容词。句意：这位女士对此很不高兴。was后跟形容词 unhappy作表语，故将 unhappily



改为 unhappy。

8.考查固定短语。句意：所以我立刻站了起来，让那个男人和他的孩子坐了我的座位。let sb.

do sth.是固定短语，意为“让某人做某事”，因此 take用动词原形，故将 took改为 take。

9.考查固定短语。句意：我妹妹有很多关于这个婴儿的有趣故事。plenty of是固定短语，意

为“很多，大量”，故在 plenty后加 of。

10.考查连词。句意：我一路上都得睡觉，但我仍然感到高兴，因为我为这个家庭做了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由“I had to sleep all the way”和“I still felt happy”可知，前后两句是转折关系，

因此用 but连接，故将 and改为 but。

书面表达

Together Against the Pandemic as Volunteers

Ten students in our class went to Peace Community to work as volunteers last Sunday.

With the disastrous pandemic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s life has been terribly

affected, especially the senior citizens. Hence, our main task was to help the elderly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Some of us assisted them in applying for the health QR code to show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 while the others helped them gain access to their daily necessities. Tired though we were,

we all achieved a sense of fulfillment and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activity.

As high school students, it is important to sustain our social conscience. It is high time that

all of us should build a better world and light up the future by involving ourselves in meaningful

voluntary work.

本篇书面表达属于新闻报道，要求考生报道抗疫志愿活动，包括时间、地点和活动现场，并

号召广大中学生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

【详解】

1.词汇积累

毁灭性的：disastrous→ devastating

尤其：especially→ particularly

所以：hence→ therefore

在……方面帮助某人：assist sb. in doing sth.→ aid sb. in doing sth.

重要的：important→ significant

（使）参加：involve sb. in sth.→ engage sb. in sth.

2.句式拓展



简单句变复合句

原句：With the disastrous pandemic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s life has been terribly

affected, especially the senior citizens.

拓展句：Because the disastrous pandemic is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s life has been

terribly affected, especially the senior citizens.

【点睛】

【高分句型 1】Tired though we were, we all achieved a sense of fulfillment and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activity.（运用了 though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及部分倒装）

【高分句型 2】As high school students, it is important to sustain our social conscience.（运用了

it作形式主语，that引导主语从句）

【高分句型 3】It is high time that all of us should build a better world and light up the future by

involving ourselves in meaningful voluntary work.（运用了 It is high time that…虚拟语气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