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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高考（上海）英语考前要点分析 

 

上海新东方优能中学高中英语教研组  王诗怡 

 

上海高考英语的考试目标为：上海市英语科高考旨在测试考生的英语基础知识和运用语

言的能力。其中，着重语言运用能力的考核。考试内容为： 2018 年考试手册和词汇手册。

考试内容的依据为：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 

上海自从2017年开始高考实行一年两考，且对试卷结构进行了改动，经过2017年春考、

秋考、2018年春考三次考试之后，2018年秋考的试卷结构依然如下： 

大题结构 测试题型 题量（题） 计分（分） 时间（分钟） 

听 
短对话 四选一 10 

20 
10 

25 15 
篇章和长对话 四选一 10 15 

语言知

识 

语法 短文填空 10 
20 

10 
20 

105 

词汇 选词填空 10 10 

读 

完形填空 四选一 15 

30 

15 

45 
语篇阅读 

四选一 11 22 

六选四 4 8 

读写综合 概要写作 1 10 

翻译 单句表达 汉译英 4 15 

写作 篇章表达 指导性写作 1 25 

合计   76 140 120 

 

其中测试部分一共 120分钟，总分 140分。剩下的 10分为次日进行的口语考试，

内容和分值如下： 

大题结构 题量（题） 计分（分） 

说 

朗读句子 2 1 

朗读短文 1 1 

情景提问 2 2 

看图说话 1 1.5 

听说 
快速应答 4 2 

听短文回答问题 2 2.5 

合计  12 10 

 

口语部分考试满分为 10分，测试时间为 20分钟，采用人机对话的方式进行。 

 

 上海的试卷题目类型种类繁多，内容较难。但是仔细阅读查看 2016之前的真题（2017

年起市面上没有上海高考真题卷流出）以及近三年的模拟题，不难发现一些题目出题的共性，

根据这些共性，给同学们一些后续的复习建议，作为最后复习的努力方向。 

 听力部分：高考听力分为短对话、篇章题以及长对话，期中短对话部分虽然只有 10道

题，但是细分一下，题目类型不少，想全对不是很容易。主要考察四种类型的题目：细节题、

主旨题、推断题和态度题。主旨题目和推断题目难度都不大。其中细节题的唯一难点是动作

事实题，这类题目看题目的时候就能够轻易识别，四个选项均为四个动词短语。问题也基本

是问男生或女生后续要做什么？打算做什么？建议对方做什么？做了什么？等等的问题。这

类题目答案往往是原文中动词的同义改写，遇到这类题留意文中动词及进行转化。最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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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题，这类题目需要同学们运用到第一个人说话的关键词，即动词名词或者形容词，以及

第二个人说话的同义改写。而第二个人说的话有时候太长，学生没有听懂都听完了，或者句

子里面有习语学生不能掌握。所以希望同学们可以讲自己做错的短对话做一做听抄的工作，

锻炼自己听懂长句、反应长句意思的能力。并且可以翻看自己之前做错的题目，积累其中的

习语。篇章题和长对话的题目主要考察的是细节题和主旨题，主旨题建议同学们要寻找文章

中反复出现的（可能词不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文章开篇、结尾中开题点题的内容。细节

题就需要我们做纠错和寻找同义改写的工作了。因为上海卷的听力跟任何地方的听力都不太

一样，是看不到题目的，所以注意篇章题和长对话一定要提前把题目阅读，预判文章要问的

问题。 

 语法是第二个部分，建议同学们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不要花大力气去啃语法书，而是要

把高考核心的语法点再过一遍，这么多年的必考点：非谓语、三大从句、时态语态，以及冠

词、代词、情态动词、介词、形容词副词和特殊句式。尤其是注意语法填空题目有提示词的

时候填写的是非谓语或者谓语，以及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最高级。无提示词的时候注意

区分是几个句子，两个句子填写连词，一个句子考虑是填冠词、代词、介词、情态动词、还

是因为部分倒装而填写的动词。 

 阅读部分的题目类型非常丰富，完形填空的部分最后的时间不需要额外看太多做太多新

的题目，建议同学们可以把之前做错的题目看一看，尤其是把每一个题目为什么选这个的证

据找出来。在做题目的时候，请根据四个选项共同的词性来理性地分析题目，比如这个题目

的选项是形容词副词，除了需要考虑形容词与名词的搭配是否适当以及副词和动词的搭配是

否适当之外，形容词副词还是有情感态色彩的，而上海卷考的又是议论文说明文居多的，文

章比较客观，故可以根据搭配以及这附近的正负态度来决定空格内的应填写的词。阅读理解

部分建议同学们在最后这段日子里一是要进行限时训练，提高做题速度，磨练做题时候的专

注力，且因为考题的类型大部分为细节题，需要锻炼自己有针对性的阅读，即通过阅读题干

寻找到题干中的关键词，带着问题去看文章再在文章里面去寻找题目的答案所在，并且跟四

个选项进行比对，寻找同义改写，最后再选出正确的答案。 

 翻译题目前两题主要考的是词汇的用法和词汇的活用，后两个题往往考的是句法以及词

法句法结合。所以在考试的看到中文的时候，需要判断这道题目想考察我们的是什么，因为

往往知道想考察的点之后，我们在下笔的时候就能够避免陷阱。句子比较常考的有：三大从

句、倒装、强调。大的句型确定好后，还会通过时态语态、主谓一致、非谓语、It 用法、

虚拟、无主语句等方式来再度设置陷阱。因此比较建议的做题顺序应该是先读题确定考点预

判陷阱。因为英文和中文翻译的语序是不同的，故第二部需要将中文的语序调整一下，然后

再确定句型、词汇的选取和注意事项，最后再进行翻译。 

 写作部分近几年上海真题中考的最多的是选择+原因理由型的文章，经常会以应用文为

文体考察形式。2018年春考卷同样是如此，所以感觉 2018年秋考很有可能也考这类型的文

章。建议同学们拿到作文的时候先不要急着下笔，而是先用列一个提纲，确定一下自己要

分成几段，每段写些什么内容。其中最难的，也是最要分数的就是我们的理由部分。所以建

议同学们写完提纲之后展开写一下第二部分理由部分的内容，即想一下自己的论点。因为

写的时候会有同学三个理由从一个角度切入，这样就会失分很严重。所以列提纲的时候可以

提醒自己从多角度切入。确定好多角度的论点之后，再翻译成英文。经常会有同学说自己

明明作文写了很多为什么分数不高呢？那是因为同学延伸的是无效延伸，我们每个论点之后

的确需要延伸，但是这个延伸的内容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论点的论证，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去写。

同样，论证部分也不要重复，例如第一个论点用对比论证，下一个论点用原因论证，再下一

个论点用让步论证等等。句型和词汇的选取也要多样性，不要求同学们的词汇有多难，而是

要用我们平时不常用的“第二想到的词汇”，下面给同学们附上一些作文中的替换词供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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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参考。 

 总之，最后的日子，建议大家不要题海战术，而是要把每一个做的题目都搞明白来龙去

脉，而且，需要做做限时训练，把自己的心态和生物钟都调整到高考的状态。最后十多天，

加油！ 

 

附：作文 30个替换词： 

1.对…大有益处： exert a positive effect on 

2.加强：enhance 

3 培养：cultivate 

4.想要：look forward to=long to/for   

5.给..动力去做 give motivation to do 

6.忙： as busy as a bee 

7.老人 the elderly (adj.)  

8.严重的 severe  

9.学到 acquire  

10.方法 the approach to sth/doing 

11.忍受 be fed up with =put up with 

12.喜欢 have a great passion for  

13.忙于做某事 be engaged in  

14.很多次 a hundred times  

15 .首先   initially  

16.充分利用  make the best of 

17.便宜的 economical 

18.忽略 lose sight of = overlook 

19.同时 meanwhile=in the meantime 

20.目前 for the meantime 

21.考虑 take…into account  

22.认为 hold the view that /claim that 

23.不遗余力地去做  try one’s utmost to do 

24.决不能 on no account=under no circumstances can we  倒装 

25.奉献 dedicate to 

26.但是 oppositely  

27.刻苦学习 study diligently 

28.非常 extremely 

29.重视 attach importance to=place emphasis on 

30…. 可 以 用 做 … 的 例 证 

sth. can serve as a convincing example to illustrate  … 

 

https://www.baidu.com/s?wd=as&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ARdPym1rjT3PyPBn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f4PWndPjT3PHRLrjb1P10drf
https://www.baidu.com/s?wd=as&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ARdPym1rjT3PyPBn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f4PWndPjT3PHRLrjb1P10drf
https://www.baidu.com/s?wd=be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ARdPym1rjT3PyPBn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f4PWndPjT3PHRLrjb1P10drf
https://www.baidu.com/s?wd=as&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ARdPym1rjT3PyPBn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f4PWndPjT3PHRLrjb1P10drf
https://www.baidu.com/s?wd=%E5%80%92%E8%A3%8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ARdPym1rjT3PyPBn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f4PWndPjT3PHRLrjb1P10dr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