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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英语学科考试说明（试行）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教育部关于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教基二〔2014〕10号）、《贵州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黔府发〔2016〕9号）和《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黔教发〔2021〕43号）

的精神，按照《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 2020年修订）、《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

版 2020年修订）的要求，结合我省普通高中教学实际及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实际，制定本考试说

明。

Ⅰ.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答形式，考试时间为 60分钟，全卷满分为 100分。

（二）试卷结构

试卷结构分为第Ⅰ卷选择题，第Ⅱ卷非选择题，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卷别 部分 节 题目数量 每小题计分 分数

第Ⅰ卷

（选择题）

第一部分：

阅读理解

第一节 6 4 24

第二节 4 4 16

第二部分：

语言知识运用

第一节 10 3 30

第Ⅱ卷

（非选择题）

第二节 10 1 10

第三部分：

书面表达
1 20 20

总计 30+1 100

Ⅱ.试题难度与试题比例

（一）试题难度

试题难度分为三种不同的等级：容易题，中档题，较难题。

难度系数：容易题为 0.85以上，中档题为 0.75—0.84，较难题为 0.6—0.74。

（二）试题比例

试卷容易题、中档题、较难题的比例为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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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考试内容与目标要求

根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对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要求及《英

语必修》第一册～第三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规定的教学内容，考试内容

及其目标要求如下。

（一）考试范围

考试内容围绕课标要求的三大主题语境，10个主题群展开，涵盖必修课程所要求掌握的语言

知识（含语篇类型）、文化知识及语言技能，体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主题语境 主题群 主题语境内容要求

人

与

自

我

生活与学习

做人与做事

1．个人、家庭、社区及学校生活；

2．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的生活态度；

3．认识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

4．乐于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

5．语言学习的规律、方法等；

6．优秀品行，正确的人生态度，公民义务与社会责任；

7．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8．未来职业发展趋势，个人职业倾向、未来规划等；

9．创新与创业意识。

人

与

社

会

社会服务与人际沟通

文学、艺术与体育

历史、社会与文化

科学与技术

1．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

2．公益事业与志愿服务；

3．跨文化沟通、包容与合作；

4．小说、戏剧、诗歌、传记、文学简史、经典演讲、文学名著等；

5．绘画、建筑等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和人物；

6．影视、音乐等领域的概况及其发展；

7．体育活动、大型体育赛事、体育与健康、体育精神；

8．不同民族文化习俗与传统节日；

9．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物；

10．重要国际组织与社会公益机构；

11．法律常识与法治意识等；

12．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13．社会热点问题；

14．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文化渊源；

15．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

16．科技发展与信息技术创新，科学精神，信息安全。

人

与

自

然

自然生态

环境保护

灾害防范

宇宙探索

1．主要国家地理概况；

2．自然环境、自然遗产保护；

3．人与环境、人与动植物；

4．自然灾害与防范，安全常识与自我保护；

5．人类生存、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6．自然科学研究成果；

7．地球与宇宙奥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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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内容及目标要求

项目 内容

目标要求

知

道

领

会

应

用

分

析

综

合

语

言

知

识

词

汇

知

识

1．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 1500～1600个单词的基础上，学会

使用 500 个左右的新单词和一定数量的短语，累计掌握

2000～2100个单词（详见《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

版 2020年修订）》附录 2，其中带**号的项目不作要求）；

√

2．了解词汇的词根、词缀，掌握词性变化规律，并用于理解

和表达有关主题的信息和观点；
√

3．根据上下文语境，理解语篇中关键词的词义和功能以及所

传递的意图和态度等；
√

4．在语境中，根据不同主题，运用词汇命名相关事物，进行

指称，描述行为、过程和特征，说明概念等。
√

语

法

知

识

1．高中必修阶段应学习的语法知识（详见《普通高中英语课

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附录 3，其中带**、***号

的项目不作要求）；

√

2．在语篇中理解和使用过去将来时态； √

3．在语篇中理解和使用现在进行和现在完成时态的被动语

态；
√

4．在语篇中理解和使用动词不定式作句子中的定语和结果状

语；
√

5．在语篇中理解和使用动词-ing形式作句子中的定语、状语

和补语；
√

6．在语篇中理解和使用动词-ed 形式作句子中的定语、状语

和补语；
√

7．在语篇中理解和使用由关系代词 that、which、who、whom、

whose和关系副词 when、where、why引导的限制性定语从句；
√

8．在语篇中理解和使用简单的省略句； √

9．运用所学的语法知识，理解书面语篇的基本意义，描述真

实和想象世界中的人和物、情景和事件，简单地表达观点、

意图和情感态度；

√

10．意识到语言使用中的语法知识是“形式—意义—使用”

的统一体，学习语法的最终目的是在语境中有效地运用语法

知识来理解和表达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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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目标要求

知

道

领

会

应

用

分

析

综

合

语

言

知

识

语

篇

知

识

1．语篇类型的结构特征和语言特点：

1）对话、访谈；

2）记叙文，如：个人故事、人物介绍、短篇小说、童话、剧

本等；

3）说明文，如：地点、事物、产品介绍等；

4）应用文，如：日记、私人信件、简历、宣传册、问卷等；

5）新闻报道，如：简讯、专题报道等；

6）新媒体语篇，如：一般网络信息、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

7）其他语篇类型，如：目录或指南，表格与图示，日程表，

告示牌，地图和图例，菜单和烹饪食谱，规则，操作指令，

天气预报，歌曲和诗歌等；

√

2．记叙文和说明文语篇的主要写作目的，如：再现经历、传

递信息、说明事实、想象创作；
√

3．语篇中段首句、主题句、过渡句的作用、位置及行文特征； √
4．语篇中的显性衔接和连贯手段，如：通过使用代词、替代

等手段来实现的指代、替代等衔接关系；
√

5．语境在语篇理解和语篇产出过程中的作用；语境与语篇结

构、语篇内容的关系，如：通过语境预测语篇内容，通过语

篇的内容推测语篇发生的语境。

√

语

用

知

识

1．选择符合交际场合和交际对象身份的语言形式，如正式与

非正式语言，表达问候、介绍、告别、感谢等，保持良好的

人际关系；

√

2．运用得体的语言形式回应对方观点或所表达的意义； √
3．根据交际具体情境，正确理解他人的态度、情感和观点，

运用得体的语言形式，如礼貌、直接或委婉等方式，表达自

己的态度、情感和观点。

√

文

化

知

识

1．了解英美等国家的主要传统节日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比

较中外传统节日的异同，探讨中外传统节日对文化认同、文

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

√

2．了解英美等国家的主要习俗；对比中国的主要习俗，尊重

和包容文化的多样性；
√

3．了解英美等国家主流体育运动，感悟中外体育精神的共同

诉求；
√

4．了解英美等国家主要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

及其成就、贡献等，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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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目标要求

知

道

领

会

应

用

分

析

综

合

文

化

知

识

5．发现并理解语篇中包含的不同文化元素，理解其中的寓意； √

6．理解常用英语成语和俗语的文化内涵；对比英汉语中常用

成语和俗语的表达方式，感悟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
√

7．在学习活动中初步感知和体验英语语言的美； √

8．了解英美等国家人们在行为举止和待人接物等方面与中国

人的异同，得体处理差异，自信大方，实现有效沟通；
√

9．学习并初步运用英语介绍中国传统节日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如京剧、文学、绘画、园林、武术、饮食文化等)，具有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

语

言

技

能

理

解

性

技

能

1．从语篇中提取主要信息和观点，理解语篇要义； √

2．理解语篇中显性或隐性的逻辑关系； √

3．把握语篇中主要事件的来龙去脉； √

4．抓住语篇中的关键概念和关键细节； √

5．理解书面语篇中标题、小标题、插图的意义； √

6．辨认关键字词和概念以迅速查找目标信息； √

7．根据语篇标题预测语篇的主题和内容； √

8．批判性地审视语篇内容； √

9．根据上下文线索或非文字信息推断词语的意义； √

10．把握语篇的结构以及语言特征； √

11．识别书面语篇中常见的指代和衔接关系； √

12．在读、看的过程中有选择地记录所需信息； √

13．借助话语中的语气和语调理解说话者的意图； √

14．根据话语中的重复、解释、停顿等现象理解话语的意义； √

15．理解多模态语篇（如海报、漫画）中的面面、图像、符

号等非文字资源传达的意义。
√

表

达

性

技

能

1．清楚地描述事件的过程； √

2．使用文字描述个人经历和事物特征； √

3．在书面表达中借助连接性词语、指示代词、词汇衔接等语

言手段建立逻辑关系；
√

4．根据表达目的选择适当的语篇类型； √

5．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词汇和语法结构； √

6．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正式语或非正式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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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考试样卷及参考答案
（一）样卷

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英语试卷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共 31题，考试时间 60分钟，满分 100分。

2．答题前，考生务必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将条形码横贴在答题卡“考生条形码区”。

3．选择题选出答案后，用 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非选择题按各题答题说明，用黑色字迹的钢笔

或签字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Ⅰ卷 选择题

第一部分 阅读理解（共两节，满分 40 分）

第一节（共 6小题；每小题 4分，满分 24分）

阅读下列短文，从每题所给的 A、B、C和 D四个选项中，选出最佳选项。

A

Welcome to Shanghai Ocean Park

Shanghai Ocean Park, located in Lujiazui district, Shanghai, is the largest park in Shanghai, and one

of the biggest in Asia.

Spanning 20,500 square metres, Shanghai Ocean Park is home to more than 15,000 ocean animals

such as sea fishes, dolphins and sharks from five continents and four oceans. Shanghai Ocean Park is

divided into nine zones of different themes, designed to show nine different habitats as closely as possible.

Following is the operating hours and tickets information:

 Operating hours

Daily operating hours: 9:00–18:00

Ticket sales and admission close at 17:30

Note: Operating hours are delayed to 21:00 during the following peak seasons: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Chinese National Day Holiday；Summer Holidays (July & August)

(Ticket sales and admission during peak seasons end at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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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ssion price

Adult RMB 160
Above 1.4m in height and able to tour the park
independently

Child RMB 110
Between 1.0m–1.4m in height and accompanied by
adult at all times

 Membership card price

Individual card RMB 388
Specially for park lovers with unlimited entry to the
park for one year, including many other privileges.

Family card RMB 888

For two parents and one child under sixteen years old.
An entire family of three can enjoy unlimited entry to
Shanghai Ocean Park for one year, including many
other privileges.

 Further enquiries (咨询)
Hotline: (86-21) 58779988
Email:ticketing@sh-sop.com
With so much to offer, visit Shanghai Ocean Park for a truly unique and unforgettable underwater

adventure!
1. What can visitors see in Shanghai Ocean Park?
A. Monkeys. B. Tigers. C. Dolphins. D. Pandas.

2. A couple entering the Shanghai Ocean Park need to pay _______.
A. 888 yuan B. 220 yuan C. 388 yuan D. 320 yuan

3. Where can the text be found?
A. In a biography. B. In a travel magazine.
C. In a history book. D. In a geography textbook.

B
What does a horse see when it looks into a mirror? Can it recognize itself? It turns out that horses

may be able to do just that, according to a research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Animal Cognition onMarch 13.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Pisa in Italy conducted an experiment in which they put a large

mirror in an indoor arena (竞技场) and let 14 horses loose in the space. At first, all the horses treated their
reflection as though it were another horse. Some tried to play with the “other horse”, said Paolo Baragli, a
team member. After a while, 11 horses started checking behind the mirror and watching their reflection as
they moved. Then the researchers colored the horses’ cheeks with an “X”. What happened next surprised
them when they saw the marked horses stood in front of the mirror, rubbing (摩擦) their faces with their
legs. The team believes that the horses recognized the marks on their faces from their reflection, according
to New Scientist.

Self-recognition is not common in the animal world. This finding makes horses and primates (灵长

目动物) the only known animals able to recognize themselves in this way, according to the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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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at did the horses do when they first saw their reflection?
A. They recognized it immediately. B. They rubbed their faces at once.
C. They mistook it as another horse. D. They moved the mirrors carefully.

5. How did researchers feel when they saw the marked horses rub their faces?
A. Concerned. B. Surprised. C. Proud. D. Afraid.

6. What is the text mainly about?
A. Horses’ self-recognition. B. The reflection of mirrors.
C. Primates’ communication. D. A research of appearances.

第二节（共 4小题；每小题 4分，满分 16分）

根据短文内容，从短文后的选项中选出能填入空白处的最佳选项。选项中有两项为多余选项。

How to Read More
Are you hoping to take your reading goals to the next level? Reading more is a really great,

impressive goal; plus, it’s super achievable, as long as you make some small adjustments to your usual
routine (惯例). 7

 Create a manageable reading goal. 8 Instead, choose short-term goals that feel achievable
for your current schedule, like: reading for 20 minutes each day or reading 50 pages each week.

 Start with a short and easy book. Every journey starts with a step—but no one ever said it had to
be a big one! A quick, easy read can get you back in the reading groove in no time.

 Choose books that fit your interests. You’ll be much more motivated (激发) to read a book that’s
exciting to you. Plenty of people assume that “reading more” means “reading more classics,” but that just
isn’t the case. 9

 Read your book out loud. Ever find yourself sleepy while reading silently? 10 Reading
aloud changes up your routine and keeps things interesting.

 Take part in a reading club when you’re free. In a reading club, everyone reads the same book and
shares the thoughts and opinions with each other, which will really get you going and motivate you to
keep reading.

A. Set aside a specific time for a short book.
B. Choose an interesting textbook as the beginning.
C. We’ve put together plenty of tips and tricks to help you.
D. Don’t force yourself to read the books you’ve no interest in.
E. Reading out loud could be just the solution you’re looking for.
F. Setting a super high goal may cause stress rather than motivation.

第二部分 语言知识运用（共两节，满分 40 分）

第一节 完形填空（共 10小题；每小题 3分，满分 30分）

阅读下面短文，从短文后各题所给的 A、B、C 和 D 四个选项中，选出可以填入空白处的最佳选

项。

https://www.wikihow.com/Read-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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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ight we want to introduce you to an 11-year-old recently named “Kid of the Year” all because of

his kindness and his determination to pay it forward.

At just 11 years old Orion Jean is wise beyond his years. He considers himself an ambassador (大使)

for 11 . He said “Kindness can take on so many different forms from just 12 at somebody or

holding the door.” It all 13 two years ag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疫病), when he won

the National Kindness Speech contest. Kindness is more 14 now than ever before.

Orion, a living breathing call to action, took the $500 15 and paid it forward creating “Race to

Kindness.” He decided to start his own kindness actions. His first kindness project “Race to 500 Toys”

was a toy drive to benefit 16 at a local children’s hospital. He then moved on to a 17 drive

delivering 100,000 meals to families in need. He then turned to books collecting and 18 500,000

books to kids at book fairs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sixth grader, such an inspiration, Time Magazine

named him “Kid of the Year.”

It’s 19 to just think about how much of an impact it’s going to make on the person who

receives the kindness and hopefully, they’ll want to 20 kindness and it’s a ripple effect (连锁反应)

that goes on.

11. A. kindness B. smartness C. safeness D. fitness

12. A. staring B. smiling C. pointing D. rushing

13. A. changed B. disappeared C. started D. closed

14. A. important B. interesting C. expensive D. exciting

15. A. lucky money B. prize money C. tax money D. pocket money

16. A. parents B. workers C. teachers D. patients

17. A. medicine B. clothes C. food D. vehicle

18. A. writing B. delivering C. publishing D. selling

19. A. amazing B. disappointing C. funny D. horrible

20. A. ignore B. believe C. forget D. spread

第Ⅱ卷 非选择题

第二节 语篇型语法填空 ( 共 10小题；每小题 1分，满分 10分 )

阅读下面材料，在空白处填入适当的内容或括号内单词的正确形式。

（注意：每空不多于 2 个单词，其中有 4 个单词的形式无需改变）

Do you want to know some technologies behind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Follow me! During

the speed skating race, athletes can 21 (reach) speeds of 18 meters per second. To accurately capture

(拍摄 ) every exciting 22 (moment) of the competition, LieBao has 23 (use) for the event.

LieBao is a 4k high-definition camera system 24 (develop) by China Media Group. It can record

speeds of up to 25 meters per second and closely track the athletes’ movements. It has brough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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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n audio-visual feast.
Journalists reporting on the Winter Olympics can be offered some 26 (chance) to sleep on the

job thanks to high-tech cabins (休息舱) at the Beijing media centre. The “Sleep Rest Cabins” are just one
of innovations (创新) to be revealed at the Games. Journalists 27 want to have a rest can enter the
cabins by scanning a QR code. The large cabins contain the same beds Olympians are 28 (sleep) on
in the Athletes’ Village with the user able to adjust the position. The beds have a “zero-gravity mode”
which is pretty 29 (comfortable). Zhao Yu feng, a spokesperson for cabin producer, said “We’ve
placed sleeping cabins here for journalists to give an environment to work, 30 (rest) and get
relaxed.”
第三部分 书面表达（满分 20 分）

假定你是李华，想邀请外教Mr. Brown一起参观在文化宫举办的皮影艺术展览。请给他写一封

邮件，内容包括：

1. 写信目的；

2. 展览时间、地点；

3. 展览意义；

4. 邀请同行。

注意：

1. 词数 80左右；

2. 可以适当增加细节，以使行文连贯；

3. 开头和结尾已为你写好，不计入总词数。

参考词汇：

1. 皮影艺术展 the Art Exhibition of Shadow Puppets
2. 由……举办 be held by...
3. 在文化宫 in the Culture Palace
4. 从 7月 18日到 7月 24日 from July 18th to July 24th
5. 对……感兴趣 be interested in...
6. 想知道你是否想来…… wonder if you would like to come...
7. 不仅……而且…… not only…but also…
8. 视觉盛宴 a visual feast
9. 更进一步了解…… hav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10. 中国传统文化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11. 在学校门口碰面 meet at the school gate
12. 下周一上午九点 at 9:00 a.m. next Monday

*****************************************************************************
Dear Mr. Brown,

How are you doing?

Yours truly,
Li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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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答案

贵州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英语参考答案

第Ⅰ卷 选择题

第一部分 阅读理解

第一节（1-6题，共 6小题；每小题 4分，满分 24分）

第二节（7-10题，共 4小题；每小题 4分，满分 16分）

第二部分 语言知识运用

第一节 完形填空（11-20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3分，满分 30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D B C B A C F D E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A B C A B D C B A D

第Ⅱ卷 非选择题
第二节 语篇型语法填空（共 10小题；每小题 1分，满分 10分）

21. reach 22. moment 23. been used 24. developed 25. us

26. chances 27. who/that 28. sleeping 29. comfortable 30. rest

第三部分 书面表达（满分 20分）

1. 评分原则

（1）本题总分为 20分，按 5个档次给分。

（2）评分时，先根据文章的内容和语言初步确定其所属档次，然后以该档次的要求来衡量，

确定或调整档次，最后给分。

（3）词数少于 60和多于 100的，从总分中减去 2分。

（4）评分时应注意的主要内容为：内容要点、应用词汇和语法结构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及上下

文的连贯性。

（5）拼写与标点符号是语言准确性的一个方面，评分时，应视其对交际的影响程度予以考虑。

英、美拼写及词汇用法均可接受。

（6）如书写较差以致影响交际，可将分数降低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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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要点

（1）写信目的；

（2）展览时间、地点；

（3）展览意义；

（4）邀请同行。

3. 各档次的给分范围和要求

第五档

（17～20分）

完全完成了试题规定的任务。

—覆盖所有内容要点。

—应用了较多的语法结构和词汇。

—语法结构或词汇方面有些许错误，但为尽力使用较复杂结构或较高级词汇

所致；具备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

—有效地使用了语句间的连接成分，使全文结构紧凑。

完全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的。

第四档

（13～16分）

完成了试题规定的任务。

—虽漏掉一两个次重点，但覆盖所有主要内容。

—应用的语法结构和词汇能满足任务的要求。

—语法结构或词汇方面应用基本准确，些许错误主要是因尝试较复杂语法结

构或词汇所致。

—应用简单的语句间连接成分，便全文结构紧凑。

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的。

第三档

（9～12分）

基本完成了试题规定的任务。

—虽漏掉一些内容，但覆盖所有主要内容。

—应用的语法结构和词汇能满足任务的要求。

—有一些语法结构或词汇方面的错误，但不影响理解。

—应用简单的语句间连接成分，使全文内容连贯。

基本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的。

第二档

（5～8分）

未适当完成试题规定的任务。

—漏掉或未描述清楚一些主要内容，写了一些无关内容。

—语法结构单调，词汇知识有限。

—有一些语法结构或词汇方面的错误，影响了对写作内容的理解。

—较少使用语句间的连接成分，内容缺少连贯性。

信息未能清楚地传达给读者。

第一档

（1～4分）

未完成试题规定的任务。

—明显遗漏主要内容，写了一些无关内容，原因可能是未理解试题要求。

—语法结构单调、词汇知识有限。

—较多语法结构或词汇方面的错误，影响对写作内容的理解。

—缺乏语句间的连接成分，内容不连贯。

信息未能传达给读者。

0分
未能传达给读者任何信息：内容太少，无法评判；所写内容均与所要求内容

无关或所写内容无法看清。

4. 参考范文（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