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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刘敏 王雨 王晓
丹 通讯员 李东方 党柯

15日起，我市中小学生将陆续
迎来期末考试。其中，初中期末考试
定于21日、22日，高一、高二年级期末
考试定于27日至29日，各小学期末考
试也将在本月举行。考试难度如何？考
前如何准备？相关老师为你解答。

期
末
考
试

实行无声入场
成绩影响高一分班

试题与中考接轨
初三学生可圈定目标高中

比期中考试简单
对小升初有重要意义

来
啦

“此次期末考试，高一年级不分文理，9
科全考；高二年级分文理。即文科生考语、
数、外、政、史、地6科，理科生考语、数、外、
物、化、生6科。”市教育局中小学教研室副
主任贾大庆介绍，外语试卷分英语、日语、俄
语，考生可根据自己情况选择。英语有听
力，计入总分，日语、俄语没有听力。

此次考试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各学校
自行组织评卷工作。考试时，所有考生进
入考场时，均须接受金属探测仪检验，发
现手机一律按违纪处理。此外，市教育局
仍将组织全市45岁以下的高一、高二青
年教师进行“师生同考”。

【经验】

期末考试要来了，该如何复习？我
们请几名期中考试取得好成绩的“学
霸”、成绩有所进步的“黑马”分享经
验。他们是韩铭慧（孟津一高，高二
理科，期中考试694分，年级第一）、
刘恒臻（洛阳理工附中，高二文科，
期中考试提高40分，年级名次进步
十几名至第三）、杜珂非（洛阳理工
附中，高二理科，期中考试提高50
多分，年级名次进步6名至第五）、
梁琦玥（市二中，高一，期中考试
进步19名至全班第六）。

●利用好零碎时间 每天早
晨跑操前的七八分钟，韩铭慧
会背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语
文、英语内容；下午上课前15
分钟，她会做几道专门针对
期末考试的习题。

●有针对性培优补差
数学圆锥曲线，是刘恒臻
的薄弱点，他专门买了一
本习题，每晚抽半小时
做 1至2道，有不会的，
第二天请教老师。韩铭
慧则利用课余时间，重
做自己错题本中的
错题。

文科需要背的
内容多，梁琦玥的
经验是平时要背、
考前也要突击。
“我上次考试进
步，一部分原因
就是，考前一
周，我每天早
起 50 分钟，
即早上5点

起床，将文科过一遍。”她说。在理科中，
生物、化学也有不少内容需要记忆，韩铭慧
的做法是列树状图。“可以按照章节列，做
题时总结出的重难点也可以加进去。掌握
了脉络，背起来就很容易。”她说。

●调整好心态 刘恒臻说，上次考试
有进步，与调整心态有很大关系。“初中
时，考前紧张有父母鼓励。高一住校后，
父母不在身边，有时会紧张到难以入睡。”
他说，通过多和老师、同学沟通，现在他适
应了高中考试节奏，能以平和的心态迎接
考试。他缓解考前紧张的方法有两个：心
理暗示，告诉自己“我已经复习到位了，
没有必要紧张”；给大脑找事做，避免胡
思乱想，比如考前紧张睡不着的时候，在
脑子里盘点第二天考试科目的知识点，
数数……

杜珂非则努力克服对数学的畏难情
绪。“考前告诉自己，把数学当成其他科一
样对待。考试的时候，不会的题先跳过
去，能做多少做多少。”她说，心态好了，上
次数学就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答疑】

对于考生和家长关于期末考试的问题，
贾大庆、孟津一高教师梁晓娣进行解答。

●高一、高二期末考试成绩，对以后
有什么影响？

答：第一，影响高一分班。不少高中，
会在高一期末考试后进行文理分科，并根
据考试成绩分班。

第二，影响高校专项计划等招生。根
据2020年招生简章，一些高校在进行高校
专项计划招生时，要求考生提交的资料里
包括期末考试成绩。如中国农业大学，要
求考生“填写完整高一上至高三上(共五学
期期末)的各科成绩及年级排名”；中国人
民大学要求考生填写“高二至高三学年自
选3次全年级统一参加的考试成绩”。

●需要做往年期末考试卷子吗？
答：可以做。学生平时参加考试多，

难易程度、出题侧重点不一。我市期末考
试命题有一定稳定性，考前一两周做一下
往年试题，可以帮助学生保持做题手感、
把握期末考试重难点。若你需要往年期
末试卷，可微信搜索、关注“洛阳晚报教育
周刊”（ID：LYWBJYZK），在后台回复“高
一、高二期末考试”，免费领取往年期末考
试卷子、答案。

●高三还有期末考试吗？
答：高三不再组织全市统一的期末考

试，由各学校根据自己情况组织考试。

高中
【考试】

初中
小学

【形式】

期末考试试卷由市教育局中小学教研室统
一命题，阅卷由各校自行组织。各年级具体考
试科目及分值如下：

初一：语文（120分）、数学（120分）、外语
（120分）、政治（100分）、历史（100分）、生物
（100分）、地理（100分）

初二：语文（120分）、数学（120分）、外语
（120分）、政治（100分，开卷）、历史（100分）、物
理（100分）、生物（100分）、地理（100分）

初三：语文（120分）、数学（120分）、外语
（120分）、政治（100分，开卷）、历史（100分，开
卷）、物理（100分）、化学（100分）

【难度】

东方二中初三语文老师吕涛涛说，期末
考试是阶段性测试，主要目的是检测学生在
本学期的学习情况，从往年试题来看，期末
考试一般难度不大，各学科的基础题占 70%
左右。

吕涛涛说，近几年中考，语文、政治、历史等
文科科目难度增加，试题越来越灵活，更注重考
查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期末考试试题肯定会
与中考接轨。”她说，无论是初几的学生，在复习
文科时切不能死记硬背，以语文学科为例，试题
分为字词、默写、文言文等基础知识和阅读、作
文等能力考查题，所以，文科想要考高分，学生
就要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学会分析答题

“套路”。
“对于理科来说，期末考试重点也在基础

题。”二十三中初二数学老师王苛苛说，初中数
学试题的难度分布一般为基础题70分、中等
难度题40分、拔高题10分，从历年期末考试理
科试题情况来看，初一试题会相对简单，初二、
初三的试题综合性更强，出题方式也更灵活。
另外，生物、地理已纳入2022年中考，从期中考
试来看，初一学生在生物和地理学科方面，得高
分的很少，一方面是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是
基础知识掌握不牢，期末考试前，要合理分配
在这两个学科上的复习时间，回归课本，多做
练习。

“此次考试对初三学生尤为重要。”吕涛涛
说，期末考试后，初三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成绩
以及在年级的名次，为自己圈定目标高中。具
体方法为，学生可以按照中考记分标准，把期
末考试成绩加上平时体育检测的成绩（中考体
育满分70分，可按比例折算），以及实验操作
30分和信息技术15分（这两项考试成绩可根
据平时学习情况预估），由此得出的总分和近
三年高中录取分数线对比，看看自己能考上哪
些高中。

【提醒】

吕涛涛和王苛苛提醒，初中阶段考试学科
多，学习时间紧张，临近考试，要注意以下几点：

回归基础，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基础知识
都是重中之重，考前要多看课本，把老师要求背
诵的篇目再背默一遍，理科要把定义、性质、公
式等背熟。

做真题，考前要把近三年的期末试卷再做
一遍，把易错题整理出来，并知道哪些是习惯性
错误，哪些是知识漏洞，做好整理。在做真题时
注意熟悉试题结构，掌握做题节奏。

限时练，理科的题量很大，尤其是数学，建
议考前每天花15分钟练习解答题中的计算题，
逐渐缩短做题时间。

合理分配时间，初中考试学科多，不可顾此
失彼，每天要安排好各科的复习时间，并学会充
分利用碎片时间。

坚持锻炼，部分学校初三年级会组织体育
期末考试，形式参照中考，即使学校不组织，学
生也不能停止锻炼，除了每天参加学校在大课
间组织的体育训练，放学后可留半个小时在学
校再锻炼一会儿。

【学霸计划】

距离期末考试仅剩两周，考前如何复习才
能得高分？看看学霸的复习安排。

●学霸名片：范家鸣，东方二中初三学生，
年级前10名。

文科刷题找套路
范家鸣说，文科大题的答案都很长，如果每

道题都完整地答题，到最后也做不了几套卷
子。他的方法是，做大题时直接看答案，通过
大量地阅读答案，整理共同点，找出其中的答题
套路。遇到比较特殊的题，做个标记，方便考前
复习。

理科错题反复刷
范家鸣每天会花1个小时至2个小时刷理

科题，每本练习册配一个错题本，他说，在他基
本忘了错题的解题思路时，他会把错题本上的
错题再做一遍，然后把做错的题再记到另一个
本子上，如此循环，直到所有题都能做对，“这样
可以保证我做题不是凭记忆做对的，而是真正
理解了做题方法”。

利用碎片时间
初中的作业比较多，考前要复习的内容也

很多，所以要珍惜时间，范家鸣一般会利用课
间写作业，平时上下学的路上，他会坐在车里
背英语单词或语文课文，有时候学累了，就练
习英语听力，“推荐大家看英文版《小猪佩
奇》，语音纯正，而且短句较多，重点是看着很
轻松”。

高一 高二
语文8:00-10:30 语文8:00-10:30
物理14:30-16:00 物理/地理14:30-16:00
政治16:30-18:00 政治/化学16:30-18:00

数学8:00-10:00 数学8:00-10:00
地理14:30-16:00 历史/生物10:30-12:00
化学16:30-18:00 外语14:30-16:30

生物8:00-9:30
历史10:00-11:30
外语14:30-16:30

【时间】

1月
21日

1月
22日

【时间】

涧西区 1月19日、20日
西工区 1月15日
老城区 1月20日
瀍河区 1月20日

【形式】

涧西区英语学校班主任高健飞说，期末考试各区
统一组织、出题、阅卷。

一、二年级：科目为语文、数学、科学。一年级，老
师读一道题，学生做一道；二年级，老师先通读所有题
目，学生再做题。语文作文为看图写话，分值15分，
字数不限。

三、四年级：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学生
自主做题。语文题量增大，作文分值增加到30分左
右，字数300字左右。

五、六年级：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科学。语文
作文分值30分，字数450字以上。

【难度】

王城小学班主任高兰说，期末考试为阶段性测
试，基础知识占50%左右，比期中考试简单。从三年
级开始，语文出现作文，分值较大；会考一些与生活相
关的非连续性文本题目，考查学生是否留心观察生
活、是否具有提取信息的能力，阅读理解篇幅增加、难
度加大；数学计算量加大、题型增多、概念题变多，学
生想考满分变难。到了五六年级，很多学生会把精力
放在小升初备考上，忽视基础知识，成绩反而不理
想。此外，小学阶段的科学考试不难，学生只要跟着
老师的节奏复习，考95分以上不难。根据往年情况，
很多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和创新精神比较差。需要提
醒的是，科学考试的部分内容和初中物理有一定衔
接，学生要多背记知识点。

【提醒】

涧西区一名老师说，此次考试对六年级学生很重要，
涧西区的一些公办初中，如东方二中、东升二中、二十三
中、五中、东升三中等，会参考部分小学本次考试成绩。

“2021年小升初政策尚未出台，对于想被推荐至
洛阳外国语学校外语实验班的学生来说，也要重视六
年级每次大考成绩。”高兰说，2019年小升初，部分小
学将学生六年级所有大考成绩相加后进行排名，然后
推荐至该校。

【备考】

高健飞、东升二小班主任王飞建议：
一、二年级，学生考试经历少，可以通过做题来熟

悉考试流程。数学方面，可以把书上的例题、课后题
多做几遍。语文方面，家长可以把字词听写一遍，让
孩子把学过的课文通读一遍。看图写话部分，考前可
以多进行口头训练，让孩子试着把图画描述清楚。

三、四年级，学生容易出现考试漏题现象，要学会
检查。数学方面，通过做题练习计算能力；针对薄弱
环节进行专项训练；考试时注意规范答题习惯，减少

“不加单位”“得数忘写”“抄错数字”等失误。语文方
面，教材后面的“会认字、会写字”和“词语表”上的内
容要重点复习，还要重温一下课文内容和课堂笔记。
考场上要注意书写规范、卷面整洁。

五、六年级，数学方面，考前可以把错题本上的题
目再做一遍，或按照考试时间模拟测试，对于常考题

型要学会举一反
三，掌握该题目考查
的知识点。语文方面，
把文言文、古诗词等背
熟，把教材上语文园地的

“日积月累”板块的内容烂熟于
心，还要会默写。学生还可以把
本学期所有习题和试卷复习一遍，
用红笔标注重要知识点和错题；作文
方面，可以有针对性地读一些优秀范文，
并把其中的好词好句记下来，化用成自己的
语言。考试时，要注意审题，看清题目的写作
对象、内容和具体要求，先构思再下笔。选材最
好选择身边的事儿，写出真情实感。

【分析】

涧西区英语学校副校长朱军红说，小学阶段，学
生的成绩很少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因为和初中、高中
相比，小学阶段的成绩不排名，老师只对学生进行总
体评价；此外，小学阶段的试题较偏重基础，平时习惯
好、家长较重视学习的孩子，成绩都不会太差。

一般来讲，进步特别明显的学生在整个年级不到
5%，尤其是从班级后几名进步到前几名的学生，更是
少之又少。但也有进步的学生，有的是平时很聪明但
不用功，在一段时间内突然下劲儿学习，成绩会有提
升；还有的和考试难易程度有关，遇到题目较简单的
考试，部分学生的成绩也会有进步。因此，想要在考
试中取得好成绩，平时要注意习惯的培养和日常知识
的积累。

【学霸计划】

那么，如何准备才能取得好成绩？不妨参考一下
学霸的复习计划。

●学霸名片：吴悠然，涧西区英语学校六年级学
生，平时成绩稳居年级前二。

“进入六年级，很多同学会把精力放在小升初备
考上。”吴悠然说，期末备考期间，应该先夯实校内基
础知识，寒假再准备小升初。

考前，她会每天早上背20个左右的单词，有时间
的话就会听写一遍；上午大课间，她会看课外书；每天
中午，她会做数学或英语的同步单元卷，做完后对照
答案批改，并用红笔把错题标注在旁边，对于顽固错
题，会整理到错题本上，经常翻看。

在语文的复习上，她会紧跟老师的节奏复习，把
本学期课本上的生字词和古诗词默写一遍，每隔两三
天写一个片段，记录在学校或生活中发生的精彩瞬
间，遇到写得不好的地方，请教语文老师；数学方面，
每天做1道数学拔高题，尽量写出多种解法，拓展解
题思路；英语方面，每天做1篇七年级难度的阅读理
解题，遇到陌生单词，用荧光笔画下来，标注上音标和
汉语，对于一般难度的单词做到会认，对于小升初高
频词汇做到会写。

双休日，她除了上小升初辅导班，还会花1个小时
阅读课外书，再做一张同步的语文单元卷。“为了缓解
复习压力，我还会每天花2个小时弹钢琴。”吴悠然说。

初一 初二 初三
语文(8:00-10：00） 语文(8:00-10:00) 语文(8:00-10:00)
政治(10:30-11:30) 政治(10:30-11:30) 政治(10:30-11:30)
地理(14:30-15:30) 地理(14:30-15:30) 物理(14:30-15:30)
生物(16:00-17:00) 生物(16:00-17:00) 化学(16:00-17:00)

数学(8:00-9:40） 数学(8:00-9:40） 数学(8:00-9:40）
历史(10:00-11:00) 历史(10:00-11:00) 历史(10:00-11:00)
外语(14:30-16:00) 外语(14:30-16:00) 外语(14:30-16:10)

物理(16:30-17:30)

洛龙区 1月20日
高新区 1月19日
吉利区 1月20日、21日
伊滨区 1月15日、16日

1月
27日

1月
28日

1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