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建议2023年考生这样备考

巩固基础知识 拓宽学习渠道

结合

2022

年广州市中考英语试题分析， 卓越教育中考

英语研究团队为

2023

年中考考生给出以下备考建议：

回归课本，注重课内基础知识和话题的复习巩固；

丰富阅读主题的多样性，关注传统文化，社会发展和热

点话题；

拓宽学习渠道，加强语言整合与表达运用能力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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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

关

注

中考最后一科考试昨日结束，预计7月12日放榜

英语科试卷整体难度适中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林茹彬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林茹彬 徐珊珊 曹婧云

昨日上午， 中考英语科考试结

束。广州市执信中学英语老师邹春媚

分析英语科命题思路时表示，今年的

试题强调在真实情境和完成真实任

务过程中， 全面考查考生的语言能

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

邹春媚分析，试题选材围绕人与

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三大主题

范畴，主题语境内涵丰富，始终给予

考生积极正向的引导和美的熏陶。在

考查考生综合运用英语理解和表达

意义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丰富考

生的知识见解。如填词题文本内涵厚

重，简述敦煌璀璨的历史文化，颂扬

数字敦煌，传递敦煌精神，厚植家国

情怀， 激发考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

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

信。理解题文本介绍了世界科学巨匠

达尔文的生平及其对世界生物科学

的影响，引导学生学习科学家的人文

品格与科学精神。书面表达考题要求

考生向学校英文报投稿，介绍自己所

设计的绿色图书馆。试题引导考生关

注环境污染问题， 树立环保意识，从

我做起，为共建绿色地球美丽家园出

谋划策并付诸行动。

主题、情境贴近考生生活学习

试题通过贴近考生生活和学习

的主题与情境，引导考生形成积极向

上的价值追求和健康向上的审美情

趣。 如完形填空语篇犹如发生在考生

身边的校园故事，真实而感人，引导

考生提高审美情趣， 更好地认识自

我，发现自我，理解“快乐”的深刻内

涵，实现自我成长。 如阅读理解语言

思辨性强，引导考生在人际沟通中学

会倾听与理解他人，帮助他人，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 如语法填空在质朴

的语言中渗透了生活常识、 劳动观

念。 如阅读填空语篇用生动、饱满且

极具交互性的语言，鼓励考生建立良

好的生活和运动习惯，体会运动带来

的健康与幸福感。

试题情境真实、语篇类型丰富

邹春媚还分析，英语试题所选语

篇情境真实，类型丰富，涵盖了日常

对话独白、记叙文

（故事、人物传记）

、

说明文

（事理阐述、介绍类短文）

和应

用文

（规则介绍、活动安排与计划、通

知 ）

等常见文体，注重考查考生理解

文本核心信息的能力，充分体现现实

生活中同类文本的真实阅读目的与

交际功能。如阅读理解选择了故事文

本、图文并茂的多模态文本等，在考

查考生阅读能力的同时，充分考查了

考生“看”图并将图片与文字建立关

联的能力。 又如完成句子，通过为考

生创设“学校科学日”的真实情境，要

求考生描述主人公凯特在科学老师

的指导下， 与小组成员共同克服困

难，制作并成功发射水火箭的快乐体

验，考生在答题过程中完成了一次简

单而完整的叙事过程。 再如书面表

达， 要求考生向学校英文报投稿，介

绍自己所设计的绿色图书馆。该写作

任务情境真实，在帮助考生搭建写作

思路支架的同时，给予考生较多的创

意表达和想象空间。

主题语境内涵丰富

试题选材围绕三大主题范畴

英语考试结束后， 广州市聚德中学

一名同学告诉记者，“英语这一科， 我做

得挺顺畅的， 感觉分数应该能让自己满

意。 ”该同学还表示，自己很早就完成了

试卷，但是不敢大意，仔细地检查了好几

遍，仍然有 15 分钟的时间剩余。

另一名同学则表示：“大家都觉得

（题目）

比较简单，我觉得还行。 ”

学生说———

考试时间绰绰有余

专家说———

命题稳中有变，强调英语学习思维结合实际运用

卓越教育中考英语研究团队认为，

今年广州市中考英语试题注重对学生思

维深度和视野广度的考查。 篇章的选取

体现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三大主题，联系生活实际，传承传统

文化，关注环保创新等多元化的考查，要

求学生具备更多维度的知识储备和思

考。 试卷整体难度适中，命题稳中有变，

既对学科基础知识及重难点进行考查，

也强调英语学习思维结合实际运用的重

要性，突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估。

阅读题方面，篇章话题贴近生活、体

裁多样，富有新意，难度适中。

以细节题、推理题为主，考查学生的

理解与分析能力。 阅读 A 篇讲述如何帮

助朋友解决问题， 体现人与社会这一主

题。 阅读 B 篇主人公在帮助爷爷搬家过

程中，发生了小插曲，最后巧妙地利用碎

片做成了艺术品，强调了创造性思维。 阅

读 C 篇，人物传记再次回归，讲述了达尔

文的生平，鼓励学生探究自然世界。 阅读

D 篇是应用文，介绍了定向越野的规则，

考查学生图文综合分析， 提取关键信息

的能力。 阅读填空是关于锻炼对人身心

的影响，关注身心健康。

写作题方面， 试题更倾向关注社会

发展，凸显思维能力。

写作话题是以“My Green School Li－

brary”为题向学生征稿，根据思维导图的

内容提示写一篇短文投稿。 写作内容贴

合课程标准， 以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为

载体，链接学生对于科技、环境等方面的

关注。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写作要点提

示精炼， 通过三个英文问题引发学生思

考，要求考生发散思维、发挥想象。 题目

设定更加开放， 在考查语言表达能力的

同时， 强调对应用性和创造性能力的考

查， 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注重联系生

活实际与语言知识相结合。 考生可以在

日常学习中注重话题素材的积累， 拓宽

阅读广度， 加强信息提取及整合能力的

训练， 通过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及社会发

展动向，结合所学语言知识，创造性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英语科

昨日上午，在广州铁一中考点，一位妈妈手捧鲜花等在校门外，看到女儿走出考

场后立即上前拥抱。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2022 年广州中考于昨日顺利结

束。 记者从市招考办获悉，中考成绩

预计 7 月 12 日公布。

据市招考办介绍，今年，全市共

有 111464 名考生报名参加中考，启

用常规考点 159 个、 常规考场 3797

间、备用考场 32 间、隔离考场 75 间。

考试期间，无迟到考生，无密接、次密

接考生，无涉疫须转运考生，未启用

隔离考点、专用隔离考点、备用考点

和医院考点。 考务人员约 1.67 万人。

自 5 月以来，安全、高效组织了体育

考试、英语听说考试、理化实验操作

考试以及本次的录取计分科目笔试

共 4 场 11 科次的考试。

6 月 25 日~26 日，各自主招生普

通高中学校将举行综合能力考核。

今年自主招生学校（

校区

）从去

年的 25 个增加到 36 个，自主招生计

划增加了 460 个。 考生自主招生成绩

由中考成绩和学校综合能力考核成

绩按照比例合成， 中考成绩占 70%、

学校综合能力考核成绩占 30%。 考生

中考成绩须符合学校的自主招生录

取最低控制线和录取参考科目成绩

等级要求， 按志愿和自主招生成绩

（

保留小数位

） 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

取。

请填报了自主招生志愿的考生

于 6 月 23 日~24 日按各校招生简章

要求登录学校网站、微信公众号打印

准考证或到校领取准考证，做好充分

准备，准时参加考核。 自主招生综合

能力考核成绩将于 6 月 28 日在学校

网站或公告栏进行公布。

中考成绩预计于 7 月 12 日公

布，届时考生可以登录中考服务平台

的综合查询模块或通过“广州招考”

微信公众号查询个人成绩，市招考办

也将向考生发送成绩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