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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题型降低客观比重，引
导关注语言运用

根据政策，本次题型调整
取消了原试卷的“单项选择
题”，将“词语运用”改成“语篇
填空”，增加“完形填空”和“书
面表达”比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了解到，此次调整前，我省使用
的普通高中招生英语试题题型
已经保持了12年。此前，2014
年起，我省高考英语试题(全国
I卷）也取消了 20个“单项选
择”、“增加语篇型语法填空”。

对此，杨瑞娟表示，调整遵
循语言教学的普遍规律，突出
语篇，强调运用，引导教师关注
语言功能和语言运用。

“日常教学中，我们发现，
不少学生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刷
单选题。由于单项选择题只是
单个句子中看词语的运用，很
多情况下无法完全通过语境来
考查，所以，有学生是靠‘蒙’和

‘猜’来应付中考单选题的专项
训练，但以后，这种方法行不通
了。”她说，这种试卷结构的改
变进一步降低了客观选择题的
比例，加大了主观题的考查力
度，顺应了时代对英语语言综
合运用能力考查的要求。

释放信号，语法、词汇、阅
读更重要

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英语
老师杨瑞娟说，前两天她给同
学们读调整说明的时候，很多
同学欢呼雀跃，说：“太好了，终
于不用学语法、不用背单词
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
解，因为语法和词汇是基础，语
法和词汇就像我们盖大楼时所
需要的砖块、水泥、混凝土和钢
筋这些基础材料一样，没有它
们，哪来的万丈高楼平地起？”
杨瑞娟老师表示，此次调整，对
语法词汇等基础要求更高了，
因为学生要学会在语境里运用
这些基础知识，而不是单纯的
死记硬背、在客观单选题上选
择ABCD。

此外，广泛的阅读显得更
为重要。

杨瑞娟老师认为，这次改
革代表着学科进步。无论是增

加的语篇填空还是书面表达分
值的增加，都意味着对学生对
于整篇文章的阅读及理解能力
要求提高了。英语学科的核心
素养中提倡英语阅读，培养学
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此次调
整与这种核心素养精准对应。

此次增加的题型语篇填
空，即给出一篇文章，五个空，
每空一词，没有首字母，没有备
选项，需要学生通过对文章的
理解来填空，这就要求学生必
须在语篇中理解单词。如果文
章看不懂，根本无从下手。这
个题型倒逼学生多读书。

题型调整，对老师教学备
课提出新要求

与此同时，题型调整后对
老师要求也提高了。“无论是教
学还是备课，老师们都需要做
出相应的调整。”

杨瑞娟老师说，教学中要
注意时刻注重学生提高语篇的
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高屋建
瓴，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

“对于学生要的‘水’，我们
要时刻准备一片‘海’。”老师有
更广泛、更深刻的阅读和学习，
才能正确指导学生运用方法，
提高效率，有效帮助他们减少
甚至避免耗时耗力的“题海”。
只有教科书、教参和练习题，是
远远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的。

拥抱变化，初三学生备考
中招这样做

那么，目前初三学生该如
何备考呢？杨瑞娟老师建议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学科兴趣和深度热
爱。有了兴趣和喜欢，会变得
热爱，热爱会促使我们自主钻
研，如饥似渴地主动学习，从而
不知不觉中成为这门学科的高
手。

第二，打牢基础。基础不
牢，地动山摇。英语的基础包
括词语、语法、书写规范等。有
些学生写作得分低的主要原因
就是最基本的错误和不堪入目
的书写，比如语法错误和单词
拼写错误，所以，这些基础不仅
要学，还要学会正确运用。工
整干净规范的书写是作文留给

批卷老师的第一印象，郑州枫
杨外国语学校的作文标准是三
美：卷面美、结构美、语言美，书
写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写作
已经提高到20分的情况下，这
些打基础的工作尤其重要。

第三，扩充课外阅读，增强
语篇理解能力。郑州枫杨外国
语学校一直特别注重学生的阅
读，初一入校，除了统编教材
Gofor It 以外，还系统学习
English in Mind, 系统阅读
典范英语和21世纪英文报刊
等，每周四晚自习还有一节专
门的阅读课。这样到了初三，
他们在做语篇相关的题时，是
有很大优势的。阅读，也是英
语学科的核心素养，更是调整
后的中考侧重点，所以唯有广
泛阅读，才是王道。

第四，要在老师的指导下
有步骤地练习写作。英语写
作，是英语输出的最重要环节
之一。它是从句子到语篇的逐
步练习。有些学生喜欢背一些
英语范文或者万能句型等，这
些或许能为自己的写作增色，
但是整体来看，如果不会审题，
没有自己的思想，有不少语法
和单词拼写错误的话，作文依
旧不能得高分。深入思考生
活、千锤百炼语句，才可能写出
好文章。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
有对学科的热爱、牢固的基础、
深厚的积累、严谨的思维做支
撑，而这些都与广泛的、深入的
阅 读 密 不 可 分 。 You are
what you read(你的阅读造
就了你).

全国多省市取消英语单选题

其实，在新的课程改革形
势下，目前各省市都在积极地
探索改革。2017年开始，陕西
省以及广东广州、湖北荆门、内
蒙古赤峰、湖南常德、湖南衡
阳、湖南娄底、山东德州、山东
济宁、山东泰安、山东烟台、山
东聊城、山东威海、山东枣庄、
山东淄博、四川眉山、四川绵
阳、浙江杭州、浙江湖州、浙江
嘉兴、浙江金华、浙江丽水、浙
江宁波、浙江衢州、浙江绍兴、
浙江台州、浙江义乌、浙江舟山
等的中招英语试卷已经取消了
英语试卷结构中的单项选择
题。

单选题取消了 中招英语咋备考
枫杨外国语英语教师支招：打牢基础、扩充课外阅读、练习写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谭萍 樊雪婧

“英语题型变化了，考试是变难了吗？”“没有了单项选择题，是不是不用学语法和词汇
了？”昨日，本报刊发的《我省中招英语考试题型确认调整 单选题取消了》引发网友的热议。

面对变化，家长和考生如何应变？“让我们与时俱进、拥抱变化！”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特邀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英语教师杨瑞娟为考生解读政策变化、支招复习策略。

目前初三学生该如何备考？杨瑞娟老师建议：
第一，增加对英语的学科兴趣和深度热爱。
第二，打牢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第三，扩充课外阅读，增强语篇理解能力。
第四，要在老师的指导下有步骤地练习写作。

10月 31日，郑州阳
光明媚，秋高气爽，空气
质量达到优的级别，不
过，记者从郑州市生态
环境局了解到，11 月 1
日 起 ，郑 州 将 出 现
PM2.5 轻 中 度 污 染 过
程，郑州已于10月31日
0时启动重污染天气Ⅱ
级 应 急 响 应（橙 色 预
警）。此外，由于未来 3
天全省北部和西部可能
出现重度污染时段，省
污染防治攻坚办建议郑
州市、洛阳市、安阳市、
鹤壁市、新乡市、焦作
市、濮阳市、济源市8个
市从 10 月 31 日零时启
动重污染天气的橙色及
以上级别的预警响应。

未来一周空气质量
较差，省污染防治攻
坚办建议 8市 10 月
31 日零时启动橙色
及以上级别预警

10月 31日，记者从
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了
解到，未来一周，河南空
气质量整体较差。预计
11月 1日-3日，全省大
部分地区将出现 PM2.5
轻中度污染过程，北部
和西部地区可能出现重
度污染时段；11月4日~
5日，北中部和西部可能
出现中至重度污染过
程。根据预测，安阳、鹤
壁、濮阳、新乡、焦作、洛
阳、济源等区域将达到
重污染。11月 4日至 6
日，其他城市的扩散条
件也将转差，全省将出
现 轻 至 中 度 污 染 过
程。

因此，省污染防治
攻坚办发布预警通知，
建议郑州市、洛阳市、安
阳市、鹤壁市、新乡市、
焦作市、濮阳市、济源市
8 市从 10 月 31 日零时

开始启动重污染天气的
橙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
响应。其中，濮阳已于
10 月 31 日启动重污染
天气红色预警(Ⅰ级)响
应。开封市、平顶山市、
许昌市、漯河市、三门峡
市、商丘市、周口市、驻
马店市8市于11月 2日
零时启动重污染天气的
橙色及以上预警响应。
省污染防治攻坚办要求
各地按照当地的情况认
真分析研判，及时落实
相应级别的预警措施。

上一轮应急管控效
果明显，空气质量较
预报降低 1~2 个污
染等级

10月 31日上午，省
污染防治攻坚办副主
任、生态环境厅厅长王
仲田主持召开重污染天
气应急应对紧急调度视
频会议，分析当前我省
环境空气质量形势，通
报上一轮重污染天气预
警中，各地应急管控措
施落实情况。

记者了解到，10 月
18日~23日重污染天气
应急管控期间，经过各
地及时响应，除洛阳市
21日、22日连续两天中
度污染之外，其他城市
没有出现预测预报中的
中度污染的情况，尤其
是北东部、东部地区的
空气质量，较预报降低
了 1~2 个污染等级，管
控效果非常明显。

王仲田厅长要求各
地高度重视，周密安排，
紧急响应，切实抓好这
一轮的应急应对。此
外，各地要在重污染天
气管控期间，加大宣传
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形
成管控合力，提升管控
效果。

未来一周
空气质量较差
河南8市已启动
重污染天气橙色及以上级别预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