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本练习册旨在帮助学生学习《突破 IB 中文 B 普通课程难关》（2018

年新大纲版）一书例文 a中的新词语，通过练习更好地掌握新的词语，包

括这些词语的意思和用法。除了词语练习，本练习册还设计了一些句子练

习，特别是谓语动词和宾语搭配的句子练习，以及复杂句中连接词的使用

等练习，目的是提高学生对中文句式熟练运用的程度。阅读理解不能少的

是对整篇短文的理解，所以，本练习册也包括了判断对错和回答问题的练

习。

“突破 IB 中文 B”系列图书的编写紧贴 2018 年新颁布的考试大纲，

高级课程练习册与普通课程练习册的内容有一部分相同，但难度方面有一

定区别。高级课程练习册中增加了针对四字词语及成语用法的练习题。老

师可以根据考试大纲中列举出来的考试题型设计更加详尽和多样化的练习

题，使学生通过各种不同的练习，更加熟练地掌握中文的词汇和句子结

构，更加透彻地理解短文的内容。

a　为方便使用，本练习册对《突破 IB 中文 B 普通课程难关》（2018 年新大纲版）中的

例文按“主题序号 + 具体文章出现顺序”的方式进行了排序。例如：主题一（身份认同）的第

一篇例文（《中西方节日的互相影响》）在本练习册中的序号即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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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本和考题类型

文本的文体 问题类型

采访报道 选出正确词语（多项选择）

访谈 字词填空

议论文 词语配对（同义词、反义词、成语）

博客 人称代词理解

影评 句子配对（完成句子）

网络文章 选出正确句子（多项选择）

专栏文章 句子排序

新闻报道 段意

说明文 判断对错（要写明理由）

记叙文 问答题

IBDP 中文 B的阅读理解题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词语部分

主要考查学生对词语的掌握。考试题型包括：

1. 词语和解释配对

2. 词语和近义词搭配

3. 多项选择（选出正确词语）

4. 连接词填空

5. 人称代词的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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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子结构

主要考查学生对句子结构的掌握。考试题型包括：

1. 句子前半句和后半句的搭配

2. 谓语动词和宾语的搭配

3. 句子顺序

4. 多项选择（选出正确句子）

（三）整体意思

主要考查学生对短文的理解。考试题型包括：

1. 回答问题

2. 判断对错

3. 段意

4. 多项选择（选出意思正确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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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身份认同

一、中西方节日的互相影响

（一）根据例文 1.1，回答下面的问题。

1. 在第一段提到了哪几个节日？（3 分）

（1）

（2）

（3）

2. 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1 分）

3. 作者在什么样的学校上学？（1 分）

4. 为什么学校要庆祝印度的新年？（1 分）

5. 划龙舟是哪个节日的活动？（1 分）

（二）根据例文 1.1，从右栏中找出最适合左边句子的结尾。

1. 人们的交流 A. 圣诞树

2. 家里会摆 B. 圣诞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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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人会送 C. 越来越方便

4. 给朋友写 D. 红包

5. 龙舟比赛场地 E. 紧张

6. 比赛过程 F. 热闹

（三）从 1.1 例文中找出与下面各题意思最接近的词语。

1. 知道更多事情 （  ）

2. 敬重 （  ）

二、中文夏令营

（一）根据例文 1.2 的内容，从 A、 B、 C、 D 中选出正确的答案。（5 分）

1. 这次夏令营的名字是什么？（　　）

A. 历史夏令营 B. 文化夏令营

C. 中文夏令营 D. 运动夏令营

2. 夏令营每星期有几天上中文课？（　　）

A. 四天 B. 五天

C. 六天 D. 七天

3. 夏令营会举办什么比赛？（　　）

A. 中文 B. 历史

C. 摄影 D. 听力

4. 夏令营安排学生哪天去参观当地的中学？（　　）

A. 星期二 B. 星期三

C. 星期四 D. 星期五

5. 夏令营安排学生住在哪里？（　　）

A. 当地人家里 B. 当地中学的宿舍

C. 当地酒店 D.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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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例文 1.2 的内容，回答下面的问题。

1. 这次中文夏令营在哪儿举办？（1 分）

2. 这个夏令营的目的是什么？（3 分）

（1）

（2）

（3）

3. 这个夏令营安排学生乘坐哪家航空公司的飞机？（1 分）

（三） 从例文 1.2 里找出与下面各题意思最接近的词语。（5 分）

1. 安排活动 （  ）

2. 时间的长短 （  ）

3. 自己去亲身感受 （  ）

4. 学校给学生提供的住房 （  ）

5. 全部都有 （  ）

三、上大学自我推荐信

（一） 根据例文 1.3，判断下面的叙述是对还是错，并说明理由。

（5 分）

1. 李大卫中学毕业后希望读中文专业。（对 / 错）

（理由）

2. 李大卫现在除了学中文，还学音乐。（对 / 错）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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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大卫觉得中文很难，所以中文成绩不太好。（对 / 错）

（理由）

4. 现在全世界有 20% 的人说中文。（对 / 错）

（理由）

5. 李大卫除了会中国功夫，还会跳中国舞。（对 / 错）

（理由）

（二）从 A、 B、 C、 D 中选出正确的答案。（2 分）

1. 这封推荐信的主题是什么？（  ）

A. 说学中文的重要性

B. 介绍北京大学的历史

C. 介绍 IB 课程

D. 申请去大学学中文

2. 李大卫曾经在什么比赛中得到第二名？（  ）

A. 舞狮比赛 B. 中国功夫比赛

C. 用汉语讲故事比赛 D. 画中国画比赛

（三）根据例文 1.3，找出与下面段落相应的分段大意。（3 分）

1. 第二段 A. 中文为什么重要

2. 第三段 B. 选择北京大学的原因

3. 第四段 C. 中文成绩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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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汉语的困难

（一）从例文 1.4 的第二段中找出与 1、2、3、4、5 最接近的词语。

（5 分）

1. 进步 （  ）

2. 喜欢 （  ）

3. 一天比一天多 （  ）

4. 到一个地方看看 （  ）

5. 展览馆里摆放的东西 （  ）

（二）根据例文 1.4 的第三、四段，选出四个正确的叙述，把答案写在

括号里。（4 分）

1. 要学好汉语，我们应该：（  ）、（  ）、（  ）、（  ）。

A. 多做听写

B. 多练习写汉字

C. 多看电影

D. 不会写的字就查字典

E. 多去旅游

F. 多看中文电视节目

G. 每天用中文写日记

H. 多和中国人用中文聊天

（三）根据例文 1.4 的内容，回答下列问题。（6 分）

1. 这封信是谁写给谁的？

2. 写信的人为什么要学汉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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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在中文听、说、读、写四项中，写信的人认为哪一项最难？

4. 写信的人以后想做什么工作？

五、如何预防疾病、保持健康

（一）根据例文 1.5，判断下列叙述是对还是错，并用例文内容说明理

由。（5 分）

1. 没生病的人戴口罩是怕别人把病毒传染给自己。（对 / 错）

（理由）

2. 医院里非常干净。（对 / 错）

（理由）

3. 学生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是把手洗干净。（对 / 错）

（理由）

4. 学生如果生病了就不要去上学了。（对 / 错）

（理由）

5. 为了不影响学习，学生生病了应该坚持上学。（对 / 错）

（理由）



-  9  -

（二）根据例文 1.5，把左边的词语和右边的解释连起来。（5 分）

1. 如何 A. 清理

2. 各种各样 B. 没发生之前就想办法避免

3. 预防 C. 怎么样

4. 打扫 D. 一定、必须

5. 千万 E. 不同种类

（三）根据例文 1.5 的内容，回答下面的问题。（5 分）

1. 流感的症状有哪些？

（1）

（2）

（3）

2. 洗手的目的是什么？

（1）

（2）

六、中医比西医好

（一）根据例文 1.6 的第一、二段，回答下列问题。（5 分）

1. 从哪里可以看出这是一篇辩论稿？

2.“治标不治本”的意思是什么？

3. 中医中药对哪一种病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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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苦口良药”的意思是什么？

5 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哪一个更便宜？

（二）根据例文 1.6 的第三段，把下面的句子按顺序排列起来。（8 分）

1. 有一次，我得了感冒

A. 学校老师给我妈妈打了电话 （  ）

B. 我吃了很多西药 （  ）

C. 医生给我扎了针灸 （  ）

D. 我感到头疼、嗓子疼 （  ）

E. 妈妈带我去看西医 （  ）

F. 妈妈带我去看中医 （  ）

G. 我还是咳嗽 （  ）

H. 我的病终于好了 （  ）

（三）从例文 1.6 最后结尾部分，找出符合下面各题的词语。（2 分）

1. 按照 （  ）

2. 非常肯定 （  ）

七、关于如何保持身体健康的建议书

（一）根据例文 1.7 的内容，从下面的八句话中选出四个正确的句子。 

（4 分）

A. 压力大的时候容易生病。

B. 我们应该少坐车多走路。

C. 我们应该每天用一到两个小时听音乐。

D. 考试之前，同学们有很多科目要复习，所以有很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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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和朋友聊天可以让我们觉得更快乐。

F. 很多同学因为要玩电脑游戏，所以不想吃饭，不想睡觉。

G. 我们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忘记压力和烦恼。

H. 科学研究证明，踢足球是最好的运动。

请把答案写在这里：

1.

2.

3.

4.

（二）根据例文 1.7 的内容，从下面各句中选出正确的答案。（4 分）

1. 如果家住得不远，同学们每天早上应该（　　）。

A. 跑步上学 B. 走路上学

C. 坐车上学 D. 骑车上学

2. 多吃青菜可以（　　）。

A. 更有力气 B. 心情更好

C. 忘记烦恼 D. 保持健康

3. 如果有压力，最好的方法是（　　）。

A. 睡觉 B. 吃饭

C. 听音乐 D. 看电脑

4. 每天睡多久对身体最好？（　　）

A. 5–6 个小时 B. 7–8 个小时

C. 9–10 个小时 D. 11–12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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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根据例文 1.7 的内容，从右边的短语中找出最能表达左边词汇意

思的解释。（7 分）

1. 保持 A. 很用功

2. 季节 B. 让别人考虑使用

3. 努力 C. 提出自己的想法

4. 建议 D. 一直是这样，不要变差

5. 参考 E. 很多

6. 尽量 F. 一段时间

7. 大量 G. 有可能就多做

八、新年新健康计划

（一）根据例文 1.8，列举出作者在新的一年里的新健康计划。（5 分）

1.

2.

3.

4.

5.

（二）  根据例文 1.8 的内容，回答下列问题。（8 分）

1. 为什么作者说这一年特别重要？

2. 每天做适量的运动有什么好处？请写出其中三个。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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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中哪个词语的意思是“大家都这么说”?

4. 不吃早餐对身体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1）

（2）

5. 作者为什么要把计划贴在墙上？

（三）  根据例文 1.8 的内容，回答下面的问题。（2 分）

1. 根据第三段，谁觉得做一个小时的运动会浪费时间 ?

2. 根据第五段，谁因为考试压力大，每天凌晨三四点才睡觉？

九、厌食症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一）根据例文 1.9 的内容，从下面选出最合适的答案。（3 分）

1. 这篇例文是（  ）。

A. 两个人的聊天对话

B.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专题采访

C. 短信内容

D. 新闻报道

2. 张先生的专长是什么？（  ）

A. 研究厌食症的专家 B. 饮食营养师

C. 医院的医生 D. 心理医生

3. 下面哪一项不属于厌食症？（  ）

A. 把吃进去的食物想办法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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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看见食物就恶心

C. 减肥

D. 体重过轻

（二）根据例文 1.9 的内容，判断下面的说法是对还是错，并说明理

由。（5 分）

1. 经常不吃饭会导致厌食症。（对 / 错）

（理由）

2. 身体过瘦对青少年的发育不太好。（对 / 错）

（理由）

3. 厌食症只是身体上的一种疾病。（对 / 错）

（理由）

4. 现在社会上的减肥风只在青少年中流行。（对 / 错）

（理由）

5. 只有身材苗条才能被人接受。（对 / 错）

（理由）

（三）根据例文 1.9 的内容，从右边找出最合适的结尾来完成左边的开

头短句。（5 分）

1. 厌食症 A. 身体的能量就不够。

2. 有些人因为肥胖 B. 在心理上出现了问题。

3. 如果太瘦 C. 导致身体出现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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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厌食症患者 D. 是不好的行为。

5. 歧视和取笑身材肥胖的同学 E. 对青少年的发育有负面影响。

（四）根据例文 1.9 最后两段的内容，回答下面的问题。（2 分）

1. 为什么说对青少年来说健康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2. 青少年应该用什么态度迎接挑战？

十、信仰与风俗

（一）根据例文 1.10 的内容，把左边的段落和右边的段落大意搭配起

来。（5 分）

1. 第一段 A. 概括了道教的教义

2. 第三段 B. 不同宗教的共同点

3. 第四段 C. 介绍专题报告的主题

4. 第五段 D. 介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情况

5. 第六段 E. 介绍了佛教的教义

（二）根据例文 1.10 的内容，回答下面的问题。（5 分）

1. 中国人主要信仰哪些宗教？

（1）

（2）

2. 在中国，哪种宗教是本土出现的宗教？

3.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是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