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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考考试说明“
出炉”

“稳中求变”命题只作适当微调
本报讯（记者向洁 郭丽霞 通讯员邹
永宁）昨天，武汉市教科院发布《2018年
武汉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说明》， 跟去
年相比，今年中考试卷结构、考点、题型均

保持稳定。
今年中考，文化考试共5份试卷（含1
份合卷）、6门学科，总分520分。 其中，语
文、数学和英语仍为每门120分，物理、化
学合卷120分，思想品德满分40分，实行
开卷考试。 所有学科均实行“网上阅卷”，

考试成绩均以分数方式呈现。
“稳中求变是近几年中考命题的大方
向。 ”市教科院专家表示，《考试说明》中的
“题型示例” 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考查范
例。 中考命题的依据有3个：教材、课程标
准以及《中考考试说明》，近几年这3方面

“
口语交际”如何考
各科题型咋分配

并没有大的变动， 因而命题基本保持稳
定，只作适当微调。值得提醒的是，为了与
高中课程改革的新要求接轨，中考命题会
进一步强调对能力的考查。
《考试说明》近期将发放到考生手中
以助备考。

？

一线教师分析解读今年中考重点、难点
新鲜出炉的《2018年武汉市初中
毕业生学业考试说明》 传递出哪些重
要信息？ 记者第一时间邀请武钢实验
学校一线教师为您解读。

语文：作文缺少标题扣2分
试卷包括第Ⅰ卷和第Ⅱ卷， Ⅰ卷
为选择题（30分），包含“基础知识”“阅
读”等；Ⅱ卷为非选择题（90分），包含
“阅读”“综合性学习和口语交际”“写
作”等。全卷采用填空题、选择题、问答
题、写作题等多种题型。基础知识与综
合性学习和口语交际约占20%， 阅读
约占40%，写作约占40%。 难度系数为
0.65左右。
“保持稳定，基本没有变化。”武钢
实验学校语文教师侯小雪表示， 从命
题方向、考试宗旨和题型来看，语文都
与往年变化不大。
“口语交际”如何考？有专家表示，
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 目前拟采用在
纸笔测试中设置口语交际情境， 设计
能体现口语交际能力的试题进行考
查。 而“综合性学习”拟采用在纸笔测
试中设计体现综合性学习特点和要求
的试题进行考查。特别提醒考生的是，
作文字数不足600字没有完篇的，在
文意表达基本完整的前提下， 字数不
足，每差一行扣1分；在文意表达不完
整的前提下，字数不足，每差一行扣2
分。 缺少标题直接扣2分。

数学：“容易题”约占70%
试题包括选择题、 填空题和解答
题3种题型。 选择题是4选1型的单项
选择题；填空题要求直接填写结果，不

必写出计算过程或推理过程； 解答题
包括计算题、证明题、应用题等，应写
出文字说明、演算步骤或推理过程。
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
率、综合与实践4个领域在试题中所占
的比重与它们在教学中所占课时的百
分比大致相同：数与代数约占45%，图
形与几何约占40%， 统计与概率约占
15%，综合与实践的考查渗透在上述3
个领域之中。
“全卷容易题、中等题、难题的比
约为7∶2∶1，试题难度系数为0.65左
右。 ”数学老师杜震表示，从今年考试
说明的命题原则来看， 与往年变化不
大，难易程度仍然较低，因此学生应该
多注重基础题， 要能够熟练掌握基础
题，争取不丢分。

英语：听力大对话
和短文理解信息量略增
英语的难度总体与 去年 基本 持
平，题型保持稳定。
听力测试， 第一节和第二节题量
有微调， 内容仍是情景反应和日常对
话的理解与应用。 今年将注重基本听
力能力的测试， 大对话和短文理解的
信息量略有增加， 信息处理和理解难
度略有加大。 英语听力测试语速为每
分钟110个词左右。 学生课外泛听总
量应不低于50小时。
阅读能力的考查仍是全卷的重要
内容，共5篇阅读材料，总字数在1000
词左右，所选材料将包括不同体裁，如
叙述文、夹叙夹议文、广告等。 词与短
语填空题将以5个句子的形式呈现，句
子和考点均出自教材。提供6个常用词
或短语作为选择答案 （其中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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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余的），词和短语的形式不要求做
变化。 阅读理解材料的篇幅长度将保
持在2017年的水平上， 文长在300词
左右。
英语教师苏艳琴分析认为， 在阅
读理解上， 增加了对学生英语素养的
要求，A篇阅读的词汇量大，仅靠课本
里的单词是远远不够的， 学生平时多
注意生活中的英语，如英文说明书、药
品说明、衣服标签、优惠券、机票和登
机牌等等，关注英语在生活上的应用。
后期复习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书面表达
和首字母填空。 书面表达不能仅限于
翻译， 而是要求学生有一定的写作基
础， 将信息重新整合成一篇完整的短
文，文章要有层次感、会用万能句型，
能表达自己的观点。 首字母填空则考
查学生的综合语法知识， 对语法的要
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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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考试内容分布
与往年无异
理、 化合卷， 全卷32小题， 满分
120分。 其中，物理试题共70分，试题
内容分布中，主题一“物质”约占10%，
主题二“运动和相互作用”约占45%，
主题三“能量”约占45%。 其中涉及考
查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内容约占
35%。 试题难度系数为0.65左右。
化学试题是按照50分钟时间设
置，共13题，计50分。 化学试题考试内
容 分 布 ：“身 边 的 化 学 物 质 ” 约 占
40％，“物质构成的奥秘” 约占12％，
“物质的化学变化”约占36％，“化学与
社会发展”约占12％。有关科学探究能
力及化学实验技能的考查融入以上各
知识内容之中，约占37％。试题难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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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炎成，男，63岁，武汉
人，中度老年痴呆，不主动
与人交流，自言自语，行动
方便，喜欢捡废品。 额头眉
心处有一颗肉痣，脸部略浮
肿，表情呆滞。 于2018年3月
2日下午3点半在武昌雄楚
大道长江职业学院 门口 走
失，出走时身穿深蓝色红领
口羽绒服，姜黄色毛衣，深蓝
色牛仔裤，枣红色登山鞋。
如有知情者，请联系
吴女士，18672754554
重谢！

数为0.65左右。
“化学选择题第一小题的得分率
往往接近100%。”老师们介绍，化学有
8个选择题，都是4选1的单项选择题，
每题只有1个是应选项， 其余3个都是
干扰项。
“根据今年《考试说明》的命题原
则，化学考试难度、分值和结构并未发
生改变。 ”化学教师程海洪表示，但从
近两年的中考考题来看， 化学科目考
试的取材每年都有适度创新， 也考虑
到了知识的衔接， 更加注重对传统文
化和核心素养的考查，突出了吸收、整
合信息的能力。 考生应关注元调所透
露出的重要信息， 比如试题充分实现
了由重视知识的考查向重视技能考查
的转变。初中化学是一门启蒙学科，还
是以基础知识为主， 但学生要学会对
知识点进行归纳， 找出各知识点之间
的联系。 实验探究题是拉开分数的分
水岭，学生应多做家庭实验，多观察、
多思考。
物理教师曾靓认为， 今年物理考
纲大的方向不变，值得一提的是，焦耳
定律实验降为了A级考点， 比以往的
难度减少。 而在B级考点中，力学有8
个、电学4个、光学3个，虽然光学B级
考点并不多， 但凸透镜等许多光学难
点问题都被纳入到了出题范围， 涉及
到的知识点较多， 平时很多学校的物
理教学对光学的重视程度不够， 喜欢
把它放在最后阶段复习， 个人认为今
年的复习重点在于光学， 要加强光学
知识点与画图和几何内容的衔接。

思想品德：试题皆为4选1单选题
思想品德为书面开卷考试，考试时间40分钟，满分40分。 试题全部
为4选1的单项选择题，试卷难度系数为0.85左右。 思品考试内容整合
为3大领域：“我在成长”占8分，“法律与我同行”占12分，“承担责任，融
入社会”占20分。
“提醒大家要关注十九大新变化。 ”思想品德教师贺俊臣分析认
为，今年的思想品德《考试说明》，从去年的32个考点增加到了33个，考
试方向稳中求新。 从元调来看，考试内容增加了关于十九大的内容，这
也是今年中考的一个新热点。 十九大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以及正在
进行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一些新内容， 我们都应该重点关注，
要对比原教材内容，发现新增的考点、发生变化的考点，与时俱进。
有关专家表示，多年来，武汉市中考思想品德学科命题都坚持“以
生为本”的原则，紧扣社会热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关注学生成长中
的问题，引导学生关注家乡，关注社会。 设计力求准确、合理，杜绝偏
题、怪题、难题。
记者向洁 郭丽霞 通讯员董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