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励志公益讲座
英语学渣逆袭的心路历程

中考名师带你规划中考英语学习



魏星老师
• 8年英语教龄

• 南昌新东方中考研发组长

• 新东方国际游学金牌领队

• 新东方科技教育集团优秀研发员

• 英国剑桥TKT教师资格证获得者

• 江西师范大学在职研究生

• 2017年中考所带学生最高分118分，中考尖子班平均
分108分，提高班平均分99分。

• 所带学生大都录取师大、二中、三中、外国语、南大
附中等高中。



分享嘉宾-左日同学

• 初中就读南昌桃花中学

• 魏星老师中考提高班学员

• 南昌市一模英语50分，总分
300多

• 2017年中考英语将近90分，
录取南昌十中



分享的内容

• 如何从50分逆袭到重点高中？

• 你是如何背单词？

• 怎么做到阅读一大片看不懂，到中考阅读
只扣4分？

• 书面表达怎么提分呢？



备考的那些单词小纸纸





文件夹来整理复习资料

好习惯很重要







定目标很重要

大目标-重点中学
一批次、二批次高中



南昌高中的出口数据



目标拆解



年份 平均分 优秀率 及格率 低分率 区分度 难度 最高分

2012 63.36 21.53% 43.89% 38.1% 0.66 0.582 119.5

2013 62.31 16.96% 41.39% 38.75% 0.61 0.52 120

2014 65.52 24.75% 46.2% 36.77% 0.65 0.55 120

2015 62.05 18.85% 42.1% 39.52% 0.61 0.52 119

2016 60.2 16.84% 44.02% 36.19% 0.57 0.50 119.5

2012-2016年南昌中考英语测试数据统计

难度系数值越小，难度越大

新东方2017中考英语在读1201人，搜集成绩906人，
中考英语平均分98.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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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单词很重要
2017年中考英语说明

淡化语法
重视词用和语用



考试题型 具体分项 题量 分值

第一大题 听力 A）短对话B)长
对话或独白C）
短文填词

27 27分

第二大题 单项选择 单选 8 8分

第三大题 完型填空 A）完型填空
B）十选十

25 25分

第四大题 阅读理解 A）阅读理解B）
七选五

20 40分

第五大题 补全对话 补全对话 5 5分

第六大题 书面表达 书面表达 1 15分

江西中考英语考啥？



题型 2016年 2015年

听力A、B部分 0.77 0.65

听力C部分 0.38 0.22

语言知识应用部分 0.59 0.63

完形填空A部分 0.61 0.45

完形填空B部分 0.45 0.45

阅读理解 0.39 0.49

补全对话 0.31

书面表达 0.37 0.37

15年和16年南昌中考英语各题型难度对比



单词=硬伤



背多少单词？

初中英语，

一共5本书，

2396个单词。

除去251个专有名词



课外积累的单词



你是如何背单词？

• 误区一：对着单词表干背

• 误区二：一个一个字母死背

• 误区三：背了不看白背

• 误区四：生词查字典不背



误区一：对着单词表干背

纠正一 代入语境

• 课文语境

• 例句



误区二：一个一个字母死背

纠正二 通过音标读音

• 读音

• “读”



误区三：背了不看白背

纠正三 隔天读写复习

• 定单词量（背多少）

• 朗读+手动拼写





误区四：生词查字典不背

纠正四 重背意思



单词的正确背诵方式

•代

•音

•复

•意



阅读理解

• 找对应，找线索

• 定位原文，找对应关系（细节题）

• 原文照搬

• 同义改写

• 中心段和中心句（主旨题）



书面表达

• 好词好句的积累

• 词句仿写+升级

• 黄金得分点：被动、从句、非谓语的结构

• 多列提纲



1.第一档（13-15分）
信息完整，表达流畅，无语言错误或基本无语言错误。
2. 第二档（10-12分）
信息基本完整，表达较流畅，有少量错误，但不影响意思表达。
3. 第三档（7-9分）
能传达部分信息，表达不够流畅，但句子基本可读。

4. 第四档（4-6分）
只能传递少量信息，表达不通顺，只有少量句子可读。

5. 第五档（1-3分）
只能传递个别信息，表达不清楚，只有个别句子可读。

中考书面表达评分标准



书写是王道！



初中英语学习
• 初一 感知 What
• 初二 理解 Why
• 初三 应试 How 



分享嘉宾-徐逸雯同学

• 初中就读南昌十三中

• 魏星老师中考尖子班学员

• 初二浪了一年，初三开始努力

• 2017年中考英语109分，录取
南昌三中



分享内容

• 英语学习如何摘抄笔记？

• 英语如何整理复习错题？

• 英语听力如何突破满分？

• 高中英语目前在做的事情?



笔记摘抄



笔记整理





听力听写



英语原著



课堂笔记

• 课堂+课后两本笔记

• 列出笔记本目录

• 荧光笔标出反复遗忘部分

• 读笔记



错题整理

• 自己量身定做的复习资源

• 错题不要再错

• 左边错题，右边答案和解析（重做）

• 完形阅读做语音作业



听力听写

• 中考第一大题，直接影响后面的发挥
• 分值（25分） ≈整个完型的分数≈单选+补全
对话+书面表达

• 有限的做答时间(22min or so)

常考话题
• 天气、购物、职业、家务、交通、运动、旅游、
通讯、上学、度假、医疗、招生、招聘、新闻
等



泛听泛读

熊存娜，小星星老师2016届中考学
生，初中就读南昌第八中学，中考
总分成绩全年级第一，中考英语116
分，现就读苏圃路第二中学。



较真很重要





魏星
13970973010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