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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海市特殊教育 

初中语文课程（听力残疾）终结性评价指南  

 

一、评价的性质、目的和对象  

上海市特殊教育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是听力残疾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评价。它

的指导思想是有利于推进聋校课程改革，促进课堂教学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听力

残疾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有利于促进听力残疾学生整体素质提高和个性特长发展；

有利于听力残疾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是初中毕业生综合评价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衡量初中听力残疾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重要依据，也是聋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的

重要依据。 

评价对象为 2019 年完成上海市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的聋校学生和随班就读听力残疾学

生。 

二、评价标准  

基于《全日制聋校课程计划（试行）》 《全日制聋校实验教材（语文）》（第十三册—第

十八册），确定以下能力目标和知识内容。 

（一）能力目标  

1．文言文阅读能力  

1.1 能记诵规定范围内的古诗。  

2．现代文阅读能力  

2.1 能识记常用的成语，记诵规定范围内的课文段落。 

2.2 能在具体语境中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2.3 能根据表达需要选用合适的句式，并能进行句式转换。 

2.4 能把握句子在文中的含义，提取并解释重要的信息。  

2.5 能概括文章的要点和主旨。  

2.6 能识别和运用修辞方法，初步理解其表达效果。 

2.7 能梳理文章的思路、结构。  

2.8 能对文章的思想内容、常见写作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见解。  

2.9 能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作初步的拓展。  

3．写作能力  

3.1 能写常用的应用文（条据，通知，启事，海报，计划，感谢信），做到文种准确，

格式规范。 

3.2 能记叙生活中的人、事、物，能写 500 字左右的文章。 

3.3 文章应符合题意，中心明确，内容充实，感情真实，结构完整，条理清楚，表达通

顺、连贯。 

3.4 字迹清楚，书写规范，文面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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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内容 

文言文 ①课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 

 

 

 

 

现代文 

②认识常用汉字 3000 个左右，其中 2500 个左右会书写。 

③标点符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句号、问号、感叹号、引号、破折号、

省略号、书名号。 

④同义词，反义词，词语的感情色彩。 

⑤单句的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复句的类型：并列、

递进、选择、转折、因果、假设、条件。 

⑥句式：陈述句、感叹句、疑问句、祈使句。 

⑦文章的思路、结构：说明文（时间顺序、空间顺序）；记叙文（顺叙、倒叙、

插叙）。 

⑧修辞方法：比喻、拟人、排比、夸张、设问、反问。 

⑨说明方法：举例子、列数字、作比较、打比方。 

⑩人物描写：外貌、动作、语言、心理；自然环境描写。 

 

三、试卷结构及相关说明  

（一）试卷结构 

试卷由积累运用、现代文阅读和写作三部分组成。积累运用约占 20%，现代文阅读约

占 40%，写作约占 40%。 

（二）基本题型  

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写作题。  

（三）相关说明  

1．难度结构：试题的易、中、难的比例适中。 

2．试卷满分值：100 分。 

3．考试时间：120 分钟。 

4．考试形式：闭卷笔试，考生将答案直接写在试卷上。  

 

四、题型示例  

    题型示例仅用于说明考查的能力目标与题型的样式。 

【例 1】将下列词语补充完整 

1．胸有成（       ） 

2．漫山（       ）野 

3．（       ）中送炭 

4．实（       ）求（       ） 

【参考答案】1．竹    2．遍   3．雪   4．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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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识记常用的成语 

 

【例 2】根据句意，选出恰当的词语 

1．凡卡摩平一张揉皱了的白纸，给爷爷写信：“我的生活没有（      ）了，连狗都不如……” 

    A．盼望      B．指望       C．期望       D．失望 

2．对别人提出的（      ）意见，我们应该虚心接受。 

    A．正确      B．准确       C．精确       D．明确 

【正确选项】1．B   2．A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在具体语境中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例 3】选择正确的关联词填空 

与其……不如……     因为……所以……         只要……就…… 

不但……而且……     即使……也…… 

1．今天他（       ）身体不舒服，（       ）体育课就不上了。 

2．（       ）走到天涯海角，我（       ）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 

3．（       ）等待好运降临，（        ）自己创造机会。 

【参考答案】1．因为   所以      2．即使    也       3．与其   不如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在具体语境中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例 4】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1．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飞奔而来；那声

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观潮》） 

2. 欲穷_____________，更上_____________。（《登鹳鹊楼》） 

【参考答案】1．齐头并进    浩浩荡荡       2．千里目     一层楼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记诵规定范围内的课文段落 

文言文阅读能力 / 能记诵规定范围内的古诗 

 

【例 5】按要求写句子 

1. 缩句。 

肚子里填满了苹果和梅子的烤鹅正冒着香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把下面的句子改成陈述句。 

在阳光下，大片青松的边沿闪动着白桦的银裙，不是像海边的浪花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1. 烤鹅冒着（香）气。     2．在阳光下，大片青松的边沿闪动着白桦

的银裙，（就）像海边的浪花。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把握句子在文中的含义，提取并解释重要的信息 / 

根据表达需要选用合适的句式，并能进行句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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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第 1-7 题 

李 时 珍 

①明代出了一位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他叫李时珍，湖北蕲(qí)春人。 

②李时珍家世代行医。他的父亲医术很高，给穷人看病常常不收诊费，就是不愿意自己

的儿子再当医生；因为那时候，行医是被人看不起的职业。李时珍可不这样想。他看到医生

能救死扶伤，解除病人的痛苦，就从小立下志愿，要像父亲一样为穷人看病。 

③李时珍处处留心向父亲学习，暗自记下了不少药方。有一回，父亲遇到了疑难病症，

一时想不出有效的药方。李时珍凑到父亲耳边，轻轻地说了一个古方。父亲一听他说的药方

正对症，才同意他学医。 

④李时珍 22 岁开始给人看病，一面行医，一面研究药物。他发现旧的药物书有不少缺

点：许多有用的药物没有记载；有些药物只记了个名称，没有说明形状和生长情况；还有一

些药物记错了药性和药效。他想，病人吃错了药，那多危险啊，于是决心重新编写一部完善

的药物书。 

⑤为了写这部药物书，李时珍不但在治病的时候注意积累经验，还亲自到各地去采药。

他不怕山高路远，不怕严寒酷．暑，走遍了出产药材的名山。他有时好几天不下山，饿了吃些

干粮，天黑了就在山上过夜。他走了上万里路，拜访了千百个医生、老农、渔民和猎人，向

他们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他还亲口品尝了许多药材，判断药性和药效。 

⑥几年以后，他回到蕲春老家，开始写书。花了整整 27 年，他终于编写成了一部新的

药物书，就是著名的《本草纲目》。 

⑦《本草纲目》有一百多万字，记载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有图，是中药书(jí)

中一部伟大的著作，已经被译成几国文字，在全世界流传。 

 

1．李时珍是       代一位伟大的       家和药物学家。他花了整整       年，编写出了 

一部著名的药物书——《             》。 

【参考答案】明    医学    27    本草纲目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把握句子在文中的含义，提取并解释重要的信息 

 

2. 根据拼音写汉字：书（jí）      

【参考答案】籍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在具体语境中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3．在文中第⑤至⑦段找同义词。 

积攒（         ）     记录（         ） 

【参考答案】积累   记载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在具体语境中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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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酷”有以下两个义项：①残酷。②程度深的，极。第⑤段中加点字“酷”

的意思应选第      个义项。 

【参考答案】②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在具体语境中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5．李时珍从小立志像父亲一样行医的原因是：                                 ， 

                                 。 

【参考答案】医生能救死扶伤     解除病人的痛苦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把握句子在文中的含义，提取并解释重要的信息 

 

6．李时珍发现旧的药物书有三个缺点，请从文中找出。 

（1）                                       

（2）                                       

（3）                                       

【参考答案】（1）许多有用的药物没有记载。（2）有些药物只记了个名称，没有说明形

状和生长情况。（3）一些药物记错了药性和药效。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概括文章的要点和主旨 

 

7．李时珍为了编写一部完善的药物书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参考答案】①治病的时候积累经验 ②亲自到各地去采药（亲口品尝药材，判断药性 

和药效） ③拜访他人，学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写对任意两点即可）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概括文章的要点和主旨 

 

【例 7】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第 1-7 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很抱歉，儿子，我们没有钱。”这句话真是字字如雷，似要敲碎我的心灵。那是 1960

年，我 13 岁，正值崇拜偶像的年纪。我迷恋甲壳虫乐队，剪了和他们同样的发型，拥有一

把挺好的吉他，独缺音箱。而我必须有一个音箱，否则不能组织自己的乐队。所以，爸爸的

话刚出口，我觉得甲壳虫乐队的《失落者》仿佛专为此而唱。 

②但同往常一样，爸爸总有办法实现我的愿望。“咱们自己做！”他说。 

③自己做？我满心疑惑，但别无选择。从此，_________，爸爸牺牲所有的闲暇时光，

和我一起做“咱们自己的”音箱，挑选木材、喇叭、蒙在音箱上的编织布料，甚至微不足道的

黏胶。终于，我们完工了，我也将组队参加学校的比赛。但我心底始终有个疑惑挥之不去：

花在材料上的钱几乎可以直接买一个音箱，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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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几周后，比赛的日子到了。当我去后台时，竞争者们陆续来查看我的家当。最后自制

的音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有人问：“什么牌子的？自己做的吗？”我羞愧得无言以对，只能

坦白：“是的，我爸爸和我一起做的。” 

⑤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由不屑一顾变得十分羡慕，甚至有点妒忌：“唉，我爸爸从来不

和我一起做这些事！” 

⑥顿时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我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爸爸！他可以无私地奉献他的时

间和精力，只是为了陪我美梦成真。这时，我看到爸爸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对我微笑。 

⑦我的乐队最终没能获奖，因为自制音箱的音乐不够流畅、华美。但我并没有感到太多

的沮丧，我知道自己已经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奖励”。 

⑧如今，我也已为人父。最近，当我再度提及此事，爸爸证实了我的疑惑： 

他并不是没有钱买音箱。爸爸微笑着说：“我真的只想和你一起分享一些时光。那些制

作音箱的夜晚，我们懂得了许多东西，不单是电线什么的，更重要的是彼此的情感。” 

⑨的确，爸爸给了我金钱难以替代的真情。别人的父亲或许只是简单地给他们的儿子购

买音箱，但我的爸爸却给了我他的时间、他的关注、他的爱心。别人的儿子期待完美的设备，

我更期待一份真正的父爱。那个自制的音箱因种种原因很早就丢失了，但我仍愿付出任何代

价再去触摸它一下。而那些无从触摸的情感，更让我心永怀感恩。 

⑩今天，我似乎仍能清晰回想起自制音箱的形状、闻到它散发的黏胶味、 

听到它传出的第一个音符，看到父亲微笑的脸——特别是那双爱意挚诚的眼睛。这就是

我全部的家当。 

 

1. 填入第③段横线上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从此，_____________，爸爸牺牲所有的闲暇时光，和我一起做“咱们自己的”音箱…… 

     A．日复一日      B．日新月异       C．日积月累       D．经年累月 

【正确选项】A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在具体语境中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2. 第①段中“我”向爸爸提出需要一个音箱，是因为                             。 

【参考答案】想组织自己的乐队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把握句子在文中的含义，提取并解释重要的信息 

 

3. 爸爸说没钱买音箱时，“我”感到失落；爸爸和“我”做好音箱后，“我”满心_________；

比赛日，当有人注意到自制音箱时，“我”觉得__________；但当别人表达羡慕时，“我”

感到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疑惑  羞愧  自豪（幸福）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把握句子在文中的含义，提取并解释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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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中“家当”一词出现了两次。第④段中的“家当”指的是吉他和                ；

第⑩段中的“家当”指的是自制音箱和                。 

【参考答案】自制音箱    父爱（父亲微笑的脸/那双爱意挚诚的眼睛）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对文章的思想内容、常见写作手法，表达自己的感

受和见解 

 

5．阅读第⑨段，别人的爸爸给孩子买音箱，而“我”的爸爸给了“我”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他的）时间   （他的）关注   （他的）爱心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把握句子在文中的含义，提取并解释重要的信息。 

 

6．本文表达了“我”对父亲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情感。 

【参考答案】感恩（怀念）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概括文章的要点和主旨 

 

7．如果请你为本文拟一个标题，你会从“自制的音箱”、“真正的父爱”中选择哪一个？

请简要说明理由。 

你选择的标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说明：理由应与选择的标题匹配。 

答案示例 1：选“自制的音箱”。理由：全文围绕自制的音箱展开，从与父亲一起制作音

箱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父亲对我的爱。 

答案示例 2：选“真正的父爱”。理由：通过回忆往事表达对真正的父爱的理解。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对文章的思想内容、常见写作手法，表达自己的感

受和见解。 

 

 

【例 8】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第 1-7 题 

心 

①初秋时节，我与几个新结识的朋友一道从成都乘车去游览峨眉山。 

②我们乘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一路上大家尽情欢笑。有一个叫叶子的小女孩，很快就

成了车上的中心人物。5 岁的叶子居然可以声情并茂地背诵李清照的《声声慢》。背诵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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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雷动。 

③一会儿，叶子蹭到司机跟前，疑（     ）（huò）地指着汽车挡风玻璃上的一片片斑

迹说：“叔叔，你的汽车玻璃脏了！”司机说那不是脏，是车开得太快，一些飞行的小昆虫撞

死在了玻璃上面。叶子“啊”了一声，伸长了脖子去看那昆虫究竟是怎样“殉难”的。这时，一

个小蚂蚱样的东西，“咚”一下撞在了玻璃上面，飞行的生命，顿时变成了一摊红红黄黄的污

迹。叶子看呆了。她带着哭腔央求司机说：“叔叔，你慢点开好吗？别撞死这么多的虫子！

我们晚一点到峨眉山没有关系的。” 

④临近中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峨眉山报国寺下面的停车场。大家徒步往寺院的方向走。

初秋的天气，依然酷热难当，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个不停。这时候，我们发现地上有许

多一截截电线样的东西。导游说：“那是晒死的蚯蚓！蚯蚓爬到水泥路面上来，这么毒的太

阳，还不很快就给晒成‘电线’啦！”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落在队伍后面的叶子尖声哭叫。

大家纷纷跑过去，惊问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叶子妈妈说：“叶子在路上看到一条蚯蚓，怕

它晒死，就勇敢地捏起了它，把它扔进了草地里。但不知怎么的，扔完了就吓得哭了——哭

成这样！” 

⑤我不由细细地打量着小小的叶子。一路上，她让我通过她明亮的眼睛，看到了人世间

最真的温情和最美的怜爱：给小虫子一个放心飞行的空间，让它们无忧无虑地做完一个纯真

的梦；把迷路的蚯蚓送回家，就算害怕了，也要在害怕来临之前完成自己必然的壮举…… 

⑥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上，只要把一颗善良仁慈的心安放在了一个小小的胸腔里面，就能

带动起原本冷漠麻木的心生动地飞翔。 

 

1．看拼音写汉字。 

疑（      ）（huò） 

【参考答案】惑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在具体语境中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2．在文中的方框内填上正确的标点符号。 

大家纷纷跑过去，惊问孩子发生了什么事□ 

【参考答案】 。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在具体语境中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3．第⑤段中，画线的句子运用了____________的修辞方法。 

【参考答案】拟人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识别和运用修辞方法，初步理解其表达效果 

 

4．“蹭”字在词典中有以下几个义项：①摩擦：手～破一点儿皮。②因擦过去而沾上：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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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油！③就着某种机会不出代价而跟着得到好处；揩油：坐～车|～吃～喝|～了一顿饭。

④慢吞吞地行动：磨～|他的脚受伤了，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 

第③段中，“叶子蹭到司机跟前”的“蹭”字在这句话中的意思应该选第      个义项：

表现了叶子当时_____________的心理。 

【参考答案】 ④     犹豫（小心） 

【能力能力】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在具体语境中理解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 能对文章的

思想内容、常见写作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见解 

 

5．第③段中，叶子为什么央求司机开得慢一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叶子希望别撞死这么多的虫子。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把握句子在文中的含义，提取并解释重要的信息 

 

6．第④段中，叶子扔完了蚯蚓为什么尖声哭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叶子被吓得哭了。 

【能力目标】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把握句子在文中的含义，提取并解释重要的信息。 

 

7．“人世间最真的温情和最美的怜爱”是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给小虫子一个放心飞行的空间，让它们无忧无虑地做完一个纯真的梦；

把迷路的蚯蚓送回家，就算害怕了，也要在害怕来临之前完成自己必然的壮举。 

【能力要求】现代文阅读能力 / 能概括文章的要点和主旨 

 

【例 9】按要求写应用文 

学校图书馆开放时间：一到五年级学生为每周一、二；六到九年级学生为每周三、四。

现因 6 月 21 日（周二）图书馆设备维护，暂停开放。 

请你以图书馆的名义写一张通知，告知相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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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评分标准】说明：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评分： 

（1）格式：标题，对象（在开头或正文中出现），正文段首空两格，落款，发通知的时

间（在 6 月 21 日前的日期均可）；   

（2）内容：图书馆，设备维护，暂停开放，暂停开放的时间； 

（3）语言：语句通顺。 

【能力目标】写作能力 / 能写常用的应用文（条据，通知，启事，海报，计划，感谢

信），做到文种准确，格式规范。 

 

【例 10】作文题  

题目：身边的爱  

要求：（1）写一篇 500 字左右的文章。 （2）围绕中心，内容具体，有段落、有条理；

语句通顺；书写规范。 （3）不得抄袭。  

【参考答案】略  

【评分标准】 

等第 
综合 

评分 

中心与材料 

（12 分） 

语言 

（12 分） 

思路与结构 

（6 分） 
说明 

A 
30—27 

（28） 

题意理解正确，

中心明确；选材

恰当；内容充

实；感情真实。 

能正确表达自

己的意思；语言

通顺，有一定的

表现力。 

思路连贯通畅；

条理清晰；结构

合理。 

A 等基准分为

28 分。 

分项得分 12-11 分 12-11 分 6 分  

B 
26-22 

（24） 

题意理解较正

确，中心较明

确；选材较恰

当；内容较具

体；有感情。 

能较清楚地表

达自己的思想；

语句较通顺，用

语得当。 

思路较连贯；条

理较清楚；结构

较合理。 

B 等基准分为

24 分。 

分项得分 10-9 分 10-9 分 5 分  

通  知 

 

一至五年级同学： 

    因 6 月 21 日（周二）图书馆设备维护，暂停开放。 

 

                                             图书馆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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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1-16 

（19） 

题意理解基本

正确；选材基本

能为中心服务；

有内容。 

思想表达基本

清楚；语句基本

通顺；用语基本

正确。 

思路基本清楚；

结构基本合理。 

C 等基准分为

19 分。 

分项得分 8-6 分 8-6 分 4 分  

D 15-0 

题意理解偏颇；

中心不明确；内

容空洞；选材不

合理。（三项中

符合任意一项，

皆为 D） 

思想表达不清

楚；语句不通

顺；用语不恰

当。（三项中符

合任意一项，皆

为 D） 

思路不清楚；结

构不完整。（两

项中符合任意

一项，皆为 D） 

字数不满规定

的一半，得分为

8 分以下。 

分项得分 6-0 分 5-0 分 4-0 分  

说明：（1）题目不写扣 2 分。 

（2）错别字总扣 1 分（满 2 个即扣）。 

【能力目标】写作能力 / 能记叙生活中的人、事、物，能写 500 字左右的文章。文章

应符合题意，中心明确，内容充实，感情真实，结构完整，条理清楚，表达通顺、连贯。字

迹清楚，书写规范，文面整洁。 

 

【例 11】作文题  

题目：那一次，我笑了  

要求：（1）写一篇 500 字左右的文章。 （2）围绕中心，内容具体，有段落、有条理；

语句通顺；书写规范。 （3）不得抄袭。  

【参考答案】略  

【评分标准】同例 10 

【能力目标】同例 10 

 

五、附录 

（一）默写篇目 

十三册：3．五彩池（第二自然段） 

5．观潮（第四自然段） 

7．海滨小城（第二、三自然段） 

18．古诗两首 

望庐山瀑布 

绝句 

十四册：9．一夜的工作（第七、八自然段） 

14．颐和园（第四、五自然段） 

17．古诗两首 

早发白帝城 

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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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册：1．桂林山水 

19．只有一个地球（第三、九自然段） 

十六册：5．古诗两首 

登鹳雀楼 

泊船瓜洲 

十七册：5．少年闰土（第一、四自然段） 

17．古诗两首 

九月九忆山东兄弟 

赠汪伦 

十八册：7．生命的意义（第七、八自然段） 

 

（二）考试篇目 

十三册：2．飞机遇险的时候 

6．高大的皂荚树 

9．李时珍  

10．捞铁牛 

十四册：5．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 

7．火烧云 

13．赵州桥  

3．小镇的早晨（阅读材料） 

十五册：1．桂林山水 

6．苦柚 

7．海伦.凯勒 

10．绿化好处多（阅读材料） 

十六册：1．开国大典 

6．“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 

18．太阳 

19．蛇与庄稼 

 

十七册：2．詹天佑 

5．少年闰土 

13．卖火柴的小女孩 

18．茅盾的“三遍”读书法 

十八册：2．背影 

6．难忘的一课 

10．故宫博物馆 

15．失败是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