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第四届鹏程杯英语邀请赛(初三年级)答案
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选择题（85 分）
1-5 BCBAC

6-10 ACACB

11-15 CBCAC

16-20 CBACB

21-25 BCBDC

26-30 DCBDD

31-35 ABDDC

36-40 ADACB

41-45 ABCDD

46-50 CBABC

51-55 DABCD

56-60 BDACD

61-65 DCBDA 66-70 CADDB

评分标准：1-55 每小题 1 分，56-70 每小题 2 分，错误不给分。
非选择题（35 分）
71. intelligence/wisdom/wit 72. well-prepared

73. confidence

74. thoughts

75. decisions

76. choice

77. succeed

78. impolite

79. eating

80. practical

81. personal

82. congratulations

83. invitation

84. convenient

85. solution

86. grades

87. passed

88. work

89. request

90. chance

90. feelings

92. tears

93. realized

94. person

95. appreciate

评分标准：71-85 每小题 1 分；86-95 每小题 0.5 分，其它答案合理即给分，单复数、大小写等错误
不给分。

参考范文
Is a Training Class Necessary?
More students in Grade 9 are choosing to take training classes. Students in my class have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se classes. Some people like training classes because they can help students consolidat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class and also help them learn more than they do in regular classes.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Others think that training classes shouldn’t play a leading role in school, as
it is easy for us to become dependent on them. Students who take these classes might have difficulty getting
enough rest.
I’m against training classes. First, training classes distract you from schooling. For example, I find that
some students do training class homework while they are in their normal classes. As a result, they don’t
focus on what their teachers say. Furthermore, students usually take training classes because of pressure
from their parents. It could cause them to lose interest in studying.

作文评分标准：
一、内容要点：
1. 简述情况：进入初三以来，越来越多的同学利用周末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对于这一现象，
你们班的同学存在两种不同观点。3 分
2. 赞成与不赞成同学在观点，6 分
3. 你的观点：3 分
4. 卷面整洁，布局合理，行文流畅，表达准确，3 分
二、各档次的给分范围和要求
第五档（13-15 分； 85-100 分）
完全完成了试题规定的任务。
——覆盖所有内容要点，详略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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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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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分； 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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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全文结构紧凑。
第三档（7-9 分；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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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而言，基本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的。
第二档（4-6 分； 25-40 分）
未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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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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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