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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一：得分/扣分机制】

A.扣分机制：

1.明显的词汇错误（例如significant写成sinfiant），一个单词扣0.5
分。不明显的词汇错误（例如ridiculous写成rediculous），3个单词
扣1分，如果错误在3个单词以内，甚至不扣分。

2.明显的语法错误（例如把I strongly assert that...写成I am 
strong assert that...）一个语法点扣1分。

3.不明显的语法错误（例如把Every single human being knows 
that...写成Every single human being know that...）一般来说也是
3个才扣1分，如果错误在3个单词以内，甚至不扣分。

4.离题作文是扣分最为严重的，但是离题有分两种，一种是全文离题
（就是从一开始下笔就完全偏离主题），一种是半路离题（写着写着
就歪了）。如果是全文离题，一般来说英语一20分总分不会超过10
分，英语二15分总分不会超过7分，如果是半路离题，一般来说英语
一总分不会超过12，英语二总分不会超过9分，反正都是死路一条。



• B.得分机制：

• 1.作文基本没有语法以及词汇的错误，语法高级，用词新颖，在保证
语句通顺的同时又与大部分考生与众不同，不依赖市面上流行泛滥的
模板，内容具体而不是泛泛而谈，卷面干净整洁（英语一16-18分/英
语二13-14分）

• 2.作文基本没有语法以及词汇的错误，但是有明显依赖市面上流行泛
滥的模板的痕迹，文法词法都与大众学生差不多，内容不具体而是泛
泛而谈，卷面干净整洁（英语一12-15分/英语二10-12分）

• 3.作文基本有比较明显并且多处语法以及词汇的错误，有明显依赖市
面上流行泛滥的模板的痕迹，文法词法都与大众学生差不多，内容不
具体而是泛泛而谈，卷面视觉感难受（英语一8-11分/英语二6-9分）



2009年真题-网络近与远



2010年真题-文化火锅

Our own traditional cultures might face the potential risk to be 
seriously compromised and even fall casualty to the western cultures 
if we get too obsessed about the foreign cultures-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可
能面临着被削弱的风险，甚至是因为西方文化的冲击而消失，如果我们太过
于沉迷于外国文化



2011年真题-旅程之余



2009年真题-网络近与远

某同学：The Internet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almost a decade and it 
really exert a counterproductive influence in our life because our life can 
be seriously restricted and we might become unhappy if we are addicted 
to it.
正确开方式：The Internet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everyone's daily 
life can exert a counterproductive influence to us in that our ability of 
communicating with one another face to face could be seriously 
compromised due to the reality that we are all absurdly comfortable at 
online communication. Above all，ou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might 
suffer and our communication skills might be worsened.
-我们每天都在生活当中广泛使用的网络对我们的生活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影响，
因为我们都太习惯于网络交流，我们面对面的交流能力会大大降低。总而言之，
我们的交流能力会下降，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受到影响。



• 某同学：Taking part-time jobs can be extremely beneficial for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students who are willing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more than just academic tasks in schools and the benefits we 
can obtain from take-part time jobs can be beyond our imagination.

• 正确打开方式：Taking part-time jobs can be extremely beneficial for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students who are willing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more than just academic tasks in schools due to the reality 
that it may provide us with some amount of financial support，rich 
working experience，valuab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unexpected 
platforms.

• 兼职对大部分愿意尝试除了学校学习之外的学生是非常有利的，它能让我们
得到一些经济支持，能让我们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有价值的人际关系以及
出乎意料的平台机会



冲刺英语学习规划建议

• 1）无论是英语一还是英语二的同学，都应该留住2016-2018年的
真题在考前一个半月用来检测自己。

• 2）做真题必须成套做，切忌将真题拆开使用，即拿出一个完整
的2小时50分钟将一份卷子完整做完。

• 3）一份真题在没有完全吃透之前，绝对不允许匆匆忙忙进入下
一份真题。

• 4）阅读不需要再做全文的精翻，现在做这件事情纯属浪费时间。
• 5）背单词只需要在真题当中背就行，可以不再使用单词书背单

词，并且单词的意思只需要背文章当中出现的意思即可。
• 6）英语二的同学若觉得真题不够使用，可以选择做英语一的传

统阅读，或者是老蒋的模拟题；英语一的同学若觉得真题不够使
用，可选择张剑的黄皮书模拟题（前提是你真题已经完全吃透）
其实把真题研究透彻你根本考不差！



冲刺英语学习规划建议

• 时间分配：

• 1）作文1h=小作文15mins➕大作文45mins
• 2）阅读理解1h=15mins✖ 4
• 3）新题型15mins
• 4）翻译20mins
• 5）完型15mins
• 留下10分钟时间应对考场其他情况以及填涂答题卡，建议作文—

阅读—新题型—翻译—完型（仅仅是建议！）



冲刺英语学习规划建议

• 阅读理解注意事项️
• 1）做题→让别人帮你对答案，只告诉哪几题错，但是不告诉你

正确答案→重新做做错的题目→自己思考总结为什么这道题目要
这么选，其他选项为什么不行→参考解析（绝对不能做完马上对
答案看解析！）

• 2）必须将阅读当中所有不认识的单词记忆下来，好词好句摘抄
到笔记本，然后开口熟读文章。

• 3）必须在没有任何笔记的情况下都能流利说出为什么这道题目
要这么做，以及为什么其他选项是错误的。如果说不出来，说明
你根本还没有掌握，要重新翻笔记对自己进行做题方法的洗脑。

• 4）切忌做阅读理解带入个人主观臆断，永远都要以出题者的出
题套路为首要原则。



• Never Give Up！
• Never Surrender！
• Never Say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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