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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本科生招生考试语文科 I考试大纲 

（非汉语言专业） 

2021 年 11 月 

一、 考试目的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本科生招生考试语文科 I考试（非汉语言专业）（以下简称

“本考试”）是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本科生招生而进行的选拔考试。考试旨在测试

考生的汉语理解、分析、表达等能力，考查考生是否具备充分的语文核心素养和

必备知识，是否掌握用中文进行学术活动的基本能力。 

二、 考核的技能 

本考试要求考生已掌握 3500 字以上的常用字和全部现代汉语常用实词和虚

词及其在语境中的使用方法；具备各类体裁和题材的现代文阅读分析能力；具备

以满足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写作能力；具备以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口头表

达能力。 

1. 掌握现代汉语常用汉字、基本词汇、基本句式及其用法，理解基本的修辞格。 

2. 阅读中，能够理解重要概念、重要句子的含义；能够把握文章思路并分析文

章结构；能够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思想。 

3. 阅读中，能够分析人物形象及其语言和表达特点，理解和评价作品的内涵特

色、思想内容、观点态度和审美取向。 

4. 写作中，能够有目的地综合运用中文对指定问题进行探讨，阐述个人观点，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符合指定文体的文本。 

5. 口语表达中，能够有目的地综合运用中文对指定问题进行探讨，阐述个人观

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完成口头交际任务。 

三、 试卷结构 

本考试试卷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满分为 40 分，第二部分满分为 40 分，

第三部分满分为 20 分，合计为 100 分。考试时长为 90 分钟。各部分测试内容、

测试技能、提示材料类型、题型和所占分值比例、题目数量等如下表所示。 

 

 

 



2 

 

试卷内容与结构 

模块 测试技能 测试题型 题目数量 

分值

比重

（%） 

时间 

（分钟） 

一、阅读理解 

理解 

分析 

归纳 

选择题 20 40 40 

二、作文 
书面表达 

见解抒发 

作文（就题目或材

料写一篇不少于

400 字的作文） 

1 40 45 

三、口头表达 

理解 

分析 

口头表达 

口语表达（准备 2

分钟后进行至少 3

分钟录音） 

1 20 5 

总计 100 90 

四、 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用计算机化考试形成，所有题型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试题材料采

用文字、图画、照片等形式呈现。 

五、 评分标准和方法 

1. 本考试单选客观题的部分，选择正确得分，选择错误不得分。 

2. 写作评分标准（40 分）： 

（1） 一档（40-31 分），符合题意、中心突出、内容充实、表达流畅、没有语病

及错别字、卷面格式规范整洁。 

（2） 二档（30-21 分），符合题意、中心较为突出、内容较为充实、表达较为流

畅、语病及错别字较少、卷面格式基本规范整洁。 

（3） 三档（20-11 分），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内容单薄、表达存在一

定问题、语病及错别字较多、卷面及格式规范性存在问题，长度不足 400

字。 

（4） 四档（10-1 分），偏离题意、中心不明确、内容不当、存在严重的语病及

大量错别字、文章难以理解、卷面及格式规范性存在严重问题，长度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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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400 字。 

注：空白卷为 0 分。 

3. 口头表达评分标准（20 分）： 

（1） 一档（20-16 分），扣题，观点明确、论述逻辑清晰、表达流利、没有语法

结构错误。 

（2） 二档（15-11 分），扣题，观点较为明确、论述逻辑较为清晰、表达较为流

利、有少量语法结构错误。 

（3） 三档（10-6 分），勉强扣题，能就个人观点展开论述但逻辑条理较差，有

较多语法结构错误，表述时长略短于 3 分钟。 

（4） 四档（5-1 分），跑题，个人观点不明确，论述逻辑混乱，有很多且严重语

法结构错误，表述时长少于 2 分钟。 

注：不作答者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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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本科生招生考试语文科 II考试大纲 

（汉语言专业） 

2021 年 11 月 

一、 考试目的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本科生招生考试语文科 II 考试（汉语言专业）（以下简称

“本考试”）是为上海交通大学汉语言专业国际本科生招生而进行的选拔考试。旨

在全面测试考生的汉语言素养和综合运用汉语言知识的能力，考查考生是否具备

进一步学习所必备的语言知识、技能、及运用上述知识和技能满足在华生活和进

行学术研究需要的基本能力。 

二、 考核的技能 

1. 掌握能够满足在华生活以及完成高校基本学习任务所需要的汉字、词汇、语

法知识点及其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 

2. 具备基本的中文听、说、读、写能力，能够理解并运用中文，满足日常生活

和学术深造的需要。 

三、 试卷结构 

本考试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满分 30 分，第二部分满分 30 分，第三部

分满分 20 分，第四部分满分 20 分，合计为 100 分，考试时长为 90 分钟。各部

分测试内容、测试技能、提示材料类型、测试题型和所占分值比例、题目数量等

如下表所示。 

试卷内容与结构 

模块 测试知识技能 测试题型 
题 目

数量 

分值比重 

（%） 

时间 

（分钟） 

一、听力理解 
汉语听力技能及与之

相关的语言要素知识 

选择题 

 
15 30 20 

二、阅读理解 

词语在语境中的运用 

语篇理解 

主题分析 

选择题 30 30 40 

三、作文 书面表达 作文（不少 1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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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写作 于 300 字） 

四、口语表达 口头表达技能 口语录音 1 20 5 

总计 100 90 

四、 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用计算机化考试形式，所有题型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试题材料采

用文字、图画、照片等形式呈现。 

五、 评分标准和方法 

1. 本考试单选客观题的部分，选择正确得分，选择错误不得分。 

2. 写作评分标准（20 分）： 

（1） 一档（20-16 分），符合题意、中心突出、内容充实、表达流畅、词汇和语

法偏误及错别字很少、卷面格式规范整洁。 

（2） 二档（15-11 分），符合题意、中心较为突出、内容较为充实、表达较为流

畅、词汇和语法偏误及错别字较少、卷面格式基本规范整洁。 

（3） 三档（10-6 分），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内容单薄、表达存在一

定问题、词汇和语法偏误及错别字较多、卷面及格式规范性存在问题，长

度不足 300 字。 

（4） 四档（5-1 分），偏离题意、中心不明确、内容不当、存在严重的词汇和语

法偏误及大量错别字、文章难以理解、卷面及格式规范性存在严重问题，

长度严重低于 300 字。 

注：空白卷为 0 分。 

3. 口头表达评分标准（20 分）： 

（1） 一档（20-16 分），符合题意、论述清晰、发音不影响理解、词汇、语法偏

误很少，表达流利。 

（2） 二档（15-11 分），符合题意、论述较为清晰、发音比较影响理解、词汇、

语法偏误较少，表达较为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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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档（10-6 分），能够表达出完整观点、论述不够清晰、发音影响理解、

词汇、语法偏误较多，表达不够流利，时长略短于 2 分钟。 

（4） 四档（5-1 分），无法表达出完整观点、论述很不清晰、发音严重影响理

解、词汇、语法偏误很多，表达困难，时长严重短于 2 分钟。 

注：不作答者 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