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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2018 年中等学校招生考试 

英语学科说明 

  

制定本说明的依据是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和应届生

所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九年级）。 

一、指导思想 

江西省 2018年中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英语学科的考试（以下简称 2018年英语中考）将

按照教育部颁发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以下简称《课标》）的要求，

参考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基本要求，结合我省初中英语教学的实际，兼顾初高中衔接和有利

于学生未来英语学习的需求，科学地制定命题原则、考查目标及考查内容。注重测试的鉴定

功能和激励功能，发挥测试对日常教学的积极反拨作用。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英语考试的形式为闭卷答题形式。 

    试卷题型、题量、分值和时间安排如下： 

考 试

类别 

   分        考试水平 

          值 

考试项目 

理

解 

应

用 

综

合 

累计

分值 

题目

数量 答题方式 

时间 

（分钟） 

听力 

测试 

简短对话理解 8   8 8 三选一 

23 对话、独白理解 14   14 14 三选一 

对话或独白理解   5 5 5 填空 

书面 

测试 

单项填空  8  8 8 四选一 5 

完形填空  25  25 25 
四选一 

选词填空 
27 

阅读理解 40    40 20 
四选一 

七选五 
40 

补全对话   5 5 5 七选五 5 

书面表达   15 15 1 写一段话 20 

累计  62 33 25 120 86  120 

（二）试卷结构 

2018 年英语中考试卷由听力理解、语言知识运用、阅读理解、口语表达、书面表达五

个部分组成。 

试卷由试题卷和答题卷两部分组成。试卷有六大题，一至五大题在试题卷上；第六大题

在答题卷上。满分 120分，考试时间 1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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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听力测试 

听力试题旨在考查考生通过听来理解信息和获取信息的能力。 

第一大题：听力测试。 

本大题分 A)、B)、C)三部分。每段录音材料播放两遍。 

A)部分：共 8 小题，计 8分,每小题 1 分。要求考生根据所听到的 8段简短对话，从每

题所给的 3个选项中选择最佳答案。 

B)部分：共 14小题，计 14分，每小题 1分。要求考生听 5段对话或独白，每段对话或

独白给出 2-4小题，从每题所给的 3个选项中选出最佳答案。 

C)部分：共 5小题，计 5分，每小题 1分。要求考生听一段对话或独白，根据对话或独

白内容，用适当的词或短语完成 5个句子，每个句子一空，每个空格不超过 3个单词。 

本大题所需时间约为 23分钟。 

第二部分 语言知识运用 

语言知识运用能力题旨在考查考生在语境或语篇中运用语法、词汇及语用等语言知识的

能力。该部分试题的考查方式是单项填空和完形填空题。 

第二大题：单项填空。 

本大题考查考生在一定的语境中运用语法、词汇等知识的能力。本大题共有 8 小题，计

8分，每小题 1分。每题留出 1个空白，要求考生从每题所给的 4个选项中选择最佳答案。 

本大题所需时间约为 5分钟。  

第三大题：完形填空。 

本大题测试考生在语篇中综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 

本大题分 A）、B）两部分。 

A）部分：共 15小题，计 15分，每小题 1分。在一篇短文（280词左右）中留出 15个

空白，要求考生从每题所给的 4个选项中选出最佳答案，使补充后的短文意思通顺、前后连

贯、结构完整。 

B）部分：共 10小题，计 10分, 每小题 1分。在一篇短文（160词左右）中留出 10个

空白，要求考生用方框中所给的词的适当形式填入空白处，使补充后的短文语法正确、意思

通顺、前后连贯、结构完整。需要变形的词为 4个。每词限用一次。每小题 1分。 

本大题所需时间约为 27分钟。 

   第三部分 阅读理解 

阅读理解题主要考查考生理解常见体裁和不同题材的书面材料的能力。 

第四大题：阅读理解。 

本大题分 A）、B）两部分。 

A）部分：共 15 小题，计 30 分，每小题 2 分。本部分要求考生根据所提供的 4 篇短文

的内容，从每题所给的 4个选项中选择最佳答案。 

B）部分：共 5小题，计 10分，每小题 2分。要求考生阅读一篇短文，然后根据短文内

容从方框所给的 7个选项中选择 5个恰当的句子还原到文中，使短文意思通顺、结构完整。 

本大题所需时间约为 40分钟。 

第四部分 补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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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全对话是口语表达的间接测试形式。本大题主要考查考生在真实语境中进行口语交际

的能力。 

第五大题：补全对话。 

补全对话题要求考生阅读一段对话，然后根据对话内容从方框所给的 7个选项中选择恰

当的句子，将对话内容补充完整。共 5小题，计 5分，每小题 1分。 

本大题所需时间约为 5分钟。 

第五部分 书面表达 

书面表达是通过文字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的一种交际活动。书面表达题注重考查学生在

特定情景中综合运用语言进行书面表达的能力，以控制性写作为主。本大题要求考生根据所

给情景，用英语写一段不少于 80 个单词的短文。情景包括目的、对象、时间、地点、内容

等。提供情景的形式有提纲、表格、图画、说明等。 

第六大题：书面表达。 

本大题计 15分。 

本大题所需时间约为 20分钟。 

（三）试卷难度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题、中等题和难题，难度大于 0.7 的试题为容易题，难度在

0.4~0.7之间的试题为中等题，难度小于 0.4的试题为难题。易、中、难三种试题比例约为

5：3：2。全卷难度约为 0.60。 

三、考试要求与内容 

（一）命题原则 

1.依据《课标》来确定考查的内容和标准。 

2.着重考查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3.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生活和身心发展水平。 

4.选用真实、地道的语言素材，根据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形命题。  

5.确保试题的信度和效度，杜绝繁、偏、旧的试题。 

6.根据试题的考查目的和考查重点科学、合理地制定评分标准。  

（二）考查目标 

中考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课标》就终结性评价提出的评价原则是“要注重

考查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这一能力建立在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情感态度、学习策

略和文化意识等五个方面的基础之上。在这五个方面中，有些目标（如情感态度、学习策略）

不适合直接通过纸笔考试的方式进行考查，因此英语学业考试应侧重考查学生的语言知识、

语言技能、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地讲，英语学业考试应该考查学生英语

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技能以及灵活运用词汇知识、语法知识和语言运用的能力。 

（三）考试要求 

《课标》对九年级毕业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技能上要达到的目标分别提出了如下要

求： 

1．听 

（1）能根据语调和重音理解说话者的意图； 

（2）能听懂有关熟悉话题的谈话，并能从中提取信息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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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借助语境克服生词障碍、理解大意； 

（4）能听懂接近正常语速的故事和记叙文，理解故事的因果关系； 

（5）能在听的过程中用适当的方式做出反应； 

（6）能针对所听语段的内容记录简单信息。 

2．说 

（1）能就简单的话题提供信息，表达简单的观点和意见，参与讨论； 

（2）能与他人沟通信息，合作完成任务； 

（3）能在口头表达中进行适当的自我修正； 

（4）能有效地询问信息和请求帮助； 

（5）能根据话题进行情景对话； 

（6）能用英语表演短句； 

（7）能在以上口语活动中语音、语调自然，语气恰当。 

3．读 

（1）能根据上下文和构词法推断、理解生词的含义； 

（2）能理解段落中各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 

（3）能找出文章中的主题，理解故事的情节，预测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可能的结局； 

（4）能读懂常见体裁的阅读材料； 

（5）能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运用简单的阅读策略获取信息； 

（6）能利用字典等工具书进行学习； 

（7）除教材外，课外阅读量应累计达 15万词以上。 

4．写 

（1）能根据写作要求，收集、准备材料； 

（2）能独立起草短文、短信等，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修改； 

（3）能使用常见的连接词表示顺序和逻辑关系； 

（4）能简单描述人物或事件； 

（5）能根据所给图示或表格写出简单的段落或操作说明。 

   （四）考试内容 

1. 听力理解的考查内容包括：理解对话或独白的具体细节、根据对话或独白内容作出

简单的判断和推理、领悟对话或独白的主旨大意、理解说话者的言外之意等。 

所涉及的话题包括：人物、职业、爱好、天气、学校生活、日常生活、问路、打电话、

购物、看病、餐饮、聚会、旅游、节假日活动、语言学习等。 

2. 单项填空 

（1）语法考查范围：时态、语态、形容词、副词等级比较等。 

①时态：掌握和运用一般现在时、现在进行时、一般将来时、一般过去时、过去进行

时和现在完成时的用法，了解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将来时的用法； 

②语态：掌握和运用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一般将来时、情态动词的被动语态的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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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从句：掌握和运用宾语从句、状语从句的用法；了解限定性定语从句的用法； 

④掌握和运用形容词和副词的原级、比较级、最高级的用法。 

（2）词汇考查范围：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连词及相关词组等，主要考

查词义辨析。 

3. 完形填空 

完形填空的体裁以记叙文和夹叙夹议的议论文为主。题材主要反映人物、学习、生活、

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所选的大部分材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思想性、教育性、实用性或趣味

性。文章内容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时代。 

本题型主要考查考生在语篇中灵活运用词汇的能力。在考查内容方面，注重对实词的考

查，以词汇辨析为主，主要考查考生结合文章上下文对词汇意义及其用法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在命题思路及设空特点上，试题考查点逐渐减少单句层次的试题，增加语篇理解的试题。设

题角度突出考查对整句、对上下文乃至对全篇的理解，充分体现语言知识运用的特征。 

4. 阅读理解 

A）部分考查内容包括几个重要的阅读技能：领悟文章的主旨；理解文章的具体细节；

根据上下文推测生词词义；作出简单的判断和推理；理清指代关系；理解文章的脉络结构；

揣测作者的意图和态度等。在选材上，阅读材料充分体现体裁和题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体

裁涉及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科普文及各种应用文体，如广告、海报、地图、说明书、

商品促销单、图表、书信等。题材反映人物、学习、生活、环保、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内

容。所选的大部分材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思想性、教育性、实用性或趣味性。 

B）部分主要考查学生把握文章结构及根据上下文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 

文章在选材上，体裁以记叙文、夹叙夹议的议论文或简单的说明文为主。题材主要反映

人物、学习、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所选的大部分材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思想性、教

育性、实用性或趣味性。文章内容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时代。 

5.补全对话 

话题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试题的设计突出考查考生在日常生活中恰当理解和表达问

候、告别、感谢、介绍、邀请、同意、请求帮助、征询和发表意见等常用的交际功能。对话

所涉及的话题为考生所熟悉的话题，包括：个人情况、家庭、朋友与周围的人、日常活动、

学校生活、个人兴趣、情感与情绪、计划与安排、节假日活动、购物、饮食、天气、文娱与

体育、旅游与交通、通讯、语言学习等。 

6.书面表达 

书面表达考查话题包括：个人情况、家庭、朋友与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日常活动、

学校生活、兴趣与爱好、个人感情、人际关系、计划与愿望、节假日活动、购物、饮食、健

康、天气、文娱与体育、旅游与交通、语言学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