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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 2018 年《中考大纲》公布
本报邀请一线教师对《大纲》进行解析，
并提出备考建议
语文

科学院中学 杨根平

【大纲内容】
●命题依据：以《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为命题
依据，
渗透《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的理念。
●考试范围：以九年级所学内容为主，
兼顾七、八年级内容。
●基本题型：选择题占 10%-15%，非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写作
题）占 85%-90%。
●试题结构比例：由积累与运用（20%）、
古诗文阅读（15%）、
现代文
阅读（25%）、
写作（40%）四大板块构成。试题题量在 25 个小题左右，
不超
过 30 个小题。试题难易程度低、
中、
高三档试题比例为 7：
2：
1。
【考试内容】
1.识记积累：重点掌握教材中涉及的生字词的音、形、义。能熟练地
书写正楷字，学写规范、通行的行楷字。掌握课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
和文化常识。阅读课本推荐的文学名著，了解作品基本内容，能说出自
己的阅读体验，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默写规定范
围内的古诗文。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
2.表达应用：正确使用标点符号。辨析并修改病句。正确运用常
见的修辞手法（常见的修辞方法：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复、设
问、反问）。能根据需要，综合运用语文知识和能力，解决语文实践中的
实际问题。
3.阅读：古诗文阅读要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理解常见
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理解文章的
基本内容。现代文阅读要能理清思路，分析文章的结构；能理解、体味
和推敲重要词语和句字在文中的含义和作用。能对文章的思想内容、
常见写作手法及语言表现力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见解，能结合材料对相
关问题进行探究。能根据不同表达方式和体裁阅读文章。在阅读中了
解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
4.写作：根据写作需要确定文章的内容和中心，思想健康、内容充
实。能多角度地观察生活，
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
捕捉事物的特征，
力求
有创意地表达。书写规范，
标点正确。写记叙性文章，
表达意图明确，
内
容具体充实；
写简单的说明性文章，
做到明白清楚；
写简单的议论性文章，
做到观点明确，
有理有据；
根据生活需要，
写常见应用文。
【大纲解析】
今年的《中考大纲》在 2017 年的基础上呈现稳中求变，重视传统文
化、不断细化完善的特点。在“积累与运用”、
“阅读”、
“写作”三大板块
方面均有细微的变化。学生在今年的备考和复习阶段应特别注意 2018
年《说明》中的一些新提法、新要求和新动向。
【备考建议】
1.积累与运用。
“识记积累”
部分的明显变化是单独列出了
“能熟练地书
写正楷字”
这一要求；
“表达应用”
部分
“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正确使用词语”
这
一考查内容中，
在括号里特别补充了成语和熟语这一细节。在今年的考前
复习中，
考生们要格外注意练习汉字的书写，
尤其对正楷字和规范、
通行的
行楷字。除了掌握教材中涉及的生字的音、
形、
义，
还应熟悉了解和使用一
些生活中常用的成语、
谚语、
歇后语和惯用语等。
2.阅读。今年的《中考大纲》在古诗文阅读中一如既往地强调了理
解常见文言实词、虚词的意义和用法等内容。特别增加了“诵读古代诗
词”这一总要求，增加了“理解和把握古诗词的基本内容和作者的情感”
这一项。在备考过程中，考生们需要结合实际对古诗词鉴赏的方法和
技巧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文言文阅读方面，考生在复习时要注重以
下几个方面：①结合语境理解重点实词的含义。②掌握常见的九个虚
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和用法。③通假字。④古今异义词。⑤一词多
义。⑥词类活用。⑦语句停顿。⑧重点语句的翻译。⑨课内外两篇文
章在内容、写法上的对比理解。特别是第⑨点对考生来说难度较大。
3.现代文阅读部分。
《大纲》和去年相比的最大变化是提出考生要
能对文章的思想内容、常见写作手法及语言表现力表达自己的感受和
见解。这就说明考生在阅读文章时不仅要整体把握文章的内容，还要
借助一定的语文知识，人生经验，去深度理解文章，和作者对话，表达独
到的阅读感悟。考生应当明白：面对不同的文体，要采取不同的阅读方
法和解题思路来把握文意，
概括要点，
力求答题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在现代文阅读复习中，
要给学生强调每种文体的写作特点，
结合中考
常见的几种文体——记叙文（散文）、
说明文和议论文进行专项训练，
熟悉
概念，
如：
五种表达方式、
十种说明方法、
四种论证方法和几种常见的写法。
4.写作。当下应重点提高两种作文命题形式——命题作文、半命
题作文的审题、立意和表达能力，结合自己的人生感悟，运用自己最擅
长的文体写作。特别注意思想一定要健康，内容一定要充实，文体特点
一定要鲜明。另外，考场作文敢于在抒发个人真情实感的过程中，可稳
中作适度创新。但切忌陷入诸如恋爱、考试、
“愤青”等写作禁区，写作
时避生就熟，在熟中求新，从小处落笔，于大处着眼，弘扬真善美，展现
出新时代中学生积极进取，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展现出新时代中学生
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与感悟。

本 报 讯（兰 州 晨
报/掌 上 兰 州 记 者 武
永明）兰州市教育局 3
月 12 日 公 布 的《2018
年兰州市初中毕业生
学业考试说明》
（简称
《中考大纲》）明确：今
年中考语文、数学、英
语（听力测试占 25 分）
三科卷面分值均为
150 分，答卷时间均为
120 分钟；物理卷面分
值为 120 分，答卷时间
为 100 分钟；化学卷面
分值为 100 分，答卷时
间为100分钟。思想品
德、历史两科合场分科
合卷考试，卷面分值为
100 分，
答卷时间为100
分钟。地理、
生物两科合
场分科合卷考试，卷面
分值为 100 分，答卷时
间为100分钟。
今年中考命题将
根据学科课程标准，进
一步减少机械记忆类
试题的数量，逐步渗透
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
教育理念，加强试题与
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
的联系，注重考查学生
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
情况，特别是在具体情
境中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在知识与技能
方面，重点考查学科知
识的核心内容和基本
技能；在过程与方法方
面，重点考查学生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对情感态度
价值观的考查，渗透在
前 两 方 面的考查内容
中。杜绝设置偏题、怪
题，
不在繁、
偏以及技巧
上做文章。试题难易度
比例：
基础题约占70%，
中等难度题约占 20%，
较难题约占 10%。
《中考大纲》对今
年中考语文、数学、英
语、物理、化学、思想品
德、历史、地理、生物、
体育与健康 10 个学科
的考试性质、目的、命
题原则及内容做了详
细的说明。今年的《大
纲》有哪些变化？考生
如何复习？本报邀请一
线教师对《中考大纲》进
行解析，并为考生提出
备考建议。

英语

科学院中学 姜越

【大纲内容】
●命题依据：以《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
为依据。
●考试范围：
以九年级内容为主，
兼顾七、
八年级内容。
●试题类型：听力理解、
单项选择、
完形填空、
阅读理解、
任务型完形填空、任务型阅读理解、用所给词的适当形式填
空、
根据汉语提示完成句子、
口语交际和书面表达。
●试题结构及比例：选择题 90 分，占 60%；非选择题 60
分，
约占 40%。
【考试内容】
1.语言知识：语音的考查主要渗透在听力部分。词汇考
查《课程标准》五级目标要求掌握的 1500-1600 个的单词和
200-300 个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的基本含义以及在特定语
境中的意义和用法。语法考查要求掌握的语法项目以及常
用语言形式的基本结构和表意功能。功能考查对《课程标
准》五级所列功能意念的语言表达形式的恰当理解和运
用。话题围绕《课程标准》五级所列话题恰当理解与运用相
关的语言表达形式。
2.听力：能根据语调和重音理解说话者的意图，从中提
取信息和观点；借助语境克服生词障碍，听懂接近正常语速
的故事和记叙文。
3.阅读：能推断、理解生词含义；理解段落中各句子间
的逻辑关系；
能读懂相应水平的常见体裁的读物。
4.书面表达：能撰写短文、短信、日记等；简单描述人
物或事件；能使用常见的连接词标识顺序和逻辑关系或者
根据所给图示、表格等写出简单的短文或操作说明。
5.文化意识：渗透在英语语言知识与技能的考查中。
如：英语国家的称谓语、称呼习俗、问候语和告别语；饮食习
俗；地理位置、气候特点、历史等；常见动植物以及自然现象
等在英语国家中的文化涵义等。
【大纲解析】
今年的《中考大纲》与去年一致，无明显变化。

【备考建议】
1.词汇：
复习要回归教材，
狠抓基础，
通过课本知识，
再次
记忆词汇、
句型、
固定搭配等内容，
重新理解文章内容，
为今后
的复习夯实基础，
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认真复习基本词汇
和语法，加强词汇记忆，强化记忆 1500-1600 个单词和 200300个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在注重基础的同时，
追求更高的
效率。因此，
建议学生注重总结平时的错题，
查漏补缺。
2.听力：每天要加强英语的听力练习，在练习中要注重
语音语调所表达的含意，从而准确地提取信息，并加强对所
听语段的内容记录简单信息的训练。熟知课本所学内容，
注重对英语文化意识的了解，
英语国家的习俗和问候语，
英语
国家中的传统文化等。增加练习听力填空题，
提高语言反应能
力和交际运用能力；
听力试题材料多贴近生活，
涉及不同领域，
复习备考时应多关注身边事，
确保答题分。
3.阅读和完形填空：加大词汇量的积累。阅读是增加
词汇的重要途径，通过阅读，可以扩大学生的眼界，增大知
识面。还要强化阅读词汇量，提升信息处理能力，在阅读方
面应做到内容广泛。尤其是任务型阅读和任务型完形填空
题，这是所有学生的共同弱项。因此，制定阅读计划，提出
目的要求。每天做两篇阅读理解和一篇完形填空。阅读材
料可选取近几年的中考试题，
也可做专项训练。
4.书面表达：在巩固复习课本内容时，注意积累词汇。
根据课本单元话题，针对语句的运用，学生可以将自己写作
中的各种错句都汇总起来，记在小本上，隔段时间再来看，
自己进行改错，再去对照老师的纠正形式，在对比中领会自
己写出错句时的思维和想法，以此建立更为牢固的语法概
念，提高写作的准确性。了解不同文体的写作格式，从词、
句、语法细节、文章结构等方面各个击破。对于写作相对弱
的同学而言，要多背诵范文；对于中等学生而言，存在的问
题是能够表达基本的意思，但词汇的多样性不够，句型较单
一，
文章中的连词缺乏，
使得过渡不够自然妥帖。这就要求可
以尝试运用同义词、
近义词及词组。应总结归纳中考必备句
型，
认真识记。此外，
书面表达要避免遗漏要点、
字数不够、
时
态及人称运用出错书写潦草等等。
总之，中考备考要重视“新语境”的创设与运用，避免过
分强调对知识的考查和脱离语言实际运用的情况。
(下转 B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