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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学年下期期末考试 

高二英语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1-60）： 
1.B 2.C 3.A 4.B 5.A 6.C 7.A 8.C 9.A 10.B 11.C 12.A 13.C 14.A 15.B 16.C 17.B 18.A 19.C 20.B 
21.A 22.B 23.C 24.D 25.C 26.D 27.A 28.C 29.B 30.D 31.D 32.C 33.D 34.B 35.A 36.C 37.G 38.A 
39.D 40.E 41.A 42.B 43.C 44.B 45.D 46.A 47.C 48.B 49.A 50.D 51.C 52.A 53.B 54.D 55.A 56.C 
57.B 58.D 59.C 60.D 
二、语言知识运用第二节（61-70）： 
61. (was) finished 62. which 63. with / in 64. ruined 65. changed 66. what 67. heavily 68. drops 
69. rainy / raining 70. to spend 
三、短文改错：  

The other day my parents and I went back to our hometown, that I spent my childhood.  
71. where 

Walking slowly in the quietly small town reminded me for the good old days. I went from street to  
                72. quiet                   73. of 
street in the search of my childhood memories. Suddenly, I found me at the gate of the primary  
        74                                        75. myself 
school in which I studied for six years. As I went in, I was surprised ∧ find that the old class- 

76. to 
room building was gone. But it was filling with my childhood memories. I felt very sad that tears  
                           77. filled                            78. so 
ran down my cheek. It was just like the feeling I had when a good friend leave me forever. 
        79. cheeks                                        80. left 
（注：第 78 题，若把 that 改为 so，或在 that 前添加 so，亦可） 
四、书面表达： 

One possible version: 
Dear Mr. Green, 

I’m Li Hua, chairman of the Student Union. To promote our interest of learning English and 
enrich our after-class life, our school is to hold a textbook drama competition on June 20th. I’m 
writing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watch and make a comment in the end. It will start at 3:00 p.m. 
and last for about three and a half hours. Every class is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and perform one 
drama they like best, for example, Pygmalion, which we have just learned. If it is convenient for 
you, would you please contact me at 123***789 or lihua@163.com? I’m sure you will have a 
great time with us.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early reply. 
                                                                      Yours, 
                                                                      Li Hua  

 

评卷细则 
一、机器阅卷部分（共 100 分） 

听力：1-20 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计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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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21-40 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计 40 分。 
完形填空：41-60 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计 30 分。 

二、人工阅卷部分（共 50 分） 
（一）语言知识运用第二节（语法填空） 
61-70 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计 15 分。 
1．单词拼写正确、形式正确，每小题给 1.5 分。 
2．英、美拼写及词汇用法均可接受。 
3．若只写出单词的原形，但形式不正确，不给分。 
4．若单词的大、小写字母出错，不给分。 
5．若书写较差以致影响评判，不给分。 
6．若不在指定答题位置答题，不给分。 
7．若用铅笔答题，不给分。 
（二）短文改错 
本题共 10 个小题，每小题 1 分，共计 10 分。 
1．每找准一处错误，改错符号正确、答案正确、且答案写在指定的位置，给 1 分，不

能出现给半分的现象。只允许修改 10 处错误，多者（从第 11 处起）不计分。 
2．若找准错误，改错符号正确，但答案不正确，不给分。 
3．每处错误及其修改均仅限一词，若与此不符，不给分。 
4．若找准错误，答案正确，但改错符号不正确，或没有改错符号，或答案未写在指定

的位置，不给分。 
5．若单词的大、小写字母出错，不给分。 
6．若一处错误用两种改错符号，不给分。 
7．用文字表述答案，或不用指定符号改错，不给分。 
8．凡与该题参考答案不符者，不给分。 
9．用铅笔答题，不给分。 
注意： 
1．给分前，先确定考生改正的错误个数。若多于 10 处，只评前 10 处，从第 11 处

起，无论考生答对与否，均不给分。 
2．若考生未找够 10 个错误，按其改正的正确处的个数给分。 
3．若考生修改的错误顺序与答案不符，但改错的数量在 10 个以内，按其改正的正确

处的个数给分。 
4．修改作答内容时，需要消除（或划掉）改错标示符号和作答内容，否则按照已经作

答处理。 
（三）书面表达 
1．评分原则 
（1）本题总分为 25 分，按 5 个档次给分。 
（2）评分时，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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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和多于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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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和准确

性、上下文的连贯性及语言的得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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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书写较差，以致影响交际，将分数降低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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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时态出错较多，从得分中扣除 3-5 分。 
（8）用铅笔答题，不给分。 
2．各档次的给分范围和要求 
（1）第五档：21—25 分。 
完全达到了试题规定的任务，完全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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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或较高级词汇所致。 
●具备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 
●有效地使用了语句间的连接成分，使全文结构紧凑。 
（2）第四档：16—20 分。 
完全达到了试题规定的任务，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的。 
●虽漏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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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法结构或词

汇所致。 
●应用简单的语句间的连接成分，使全文结构紧凑。 
（3）第三档：11—15 分。 
基本完成了试题规定的任务，整体而言，基本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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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简单的语句间的连接成分，使全文内容连贯。 
（4）第二档：6—10 分。 
未恰当完成试题规定的任务，信息未能清楚地传达给读者。   
●漏掉或未描述清楚一些主要内容，写了一些无关的内容。 
●语法结构单调、词汇项目有限。 
●有一些语法结构方面的错误，影响对写作内容的理解。 
●较少使用语句间的连接成分，内容缺少连贯性。 
（5）第一档：1—5 分。 
未完成试题规定的任务，信息未能传达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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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项目有限。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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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分 
未能传达给读者任何信息：内容太少，无法评判；写的内容均与所要求的内容无关或

所写内容无法看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