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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浙江、上海率先实现新高考平
稳落地后，新一轮高考改革在全国正
有序推进。2018 年高考释放了哪些信
号，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和导向作
用？中国教育报特邀多位教育部考试
中心命题专家从不同视角对2018年高
考试题进行解析。

高考命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强化育人功能，以高考评价体系为依
托，严格遵循考试大纲，聚焦学科主
干内容，注重基础性、综合性、应用
性和创新性，加强对学生独立思考、
逻辑推理、信息加工、语言表达和文
字写作等关键能力的考查，成为教育
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的共识，这也充
分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服务选
才、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引导学
生从“解题”到“解决问题”，从“做
题”到“做人做事”，彰显素质教育鲜
明导向。

志于道，崇于德：突出高
考独特育人功能与价值导向

高考坚持立德树人，最根本的就
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
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本质问题，不

断增强考试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
用。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表示，
坚持正确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彰显价值导向，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的精神塑造
与理想追求；增强文化浸润，以深厚
人文关怀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
展，是今年高考试题的明显特征。

首先，坚持正确方向，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8 年高考
命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将党的十九大精神等
内容与学科知识自然融合，把立德树
人的要求落实到素材选取、试题设
计、答案编制的全过程，体现鲜明育
人导向，引导学生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如文科综合全国Ⅱ卷第 39 题，以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修订党章有关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的重大论断为材料，要求学
生分析“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的原因，引导学生理解党的领导是中
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党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促使学
生领悟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逻辑、政治
逻辑、实践逻辑，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增强“四个自信”。

试题选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
为材料，引导学生思考、领悟其中蕴
含的深刻哲学方法和国家民族情怀。
试题重点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包括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发展战略安排等内容，涵盖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领
域。如文科综合全国Ⅰ卷第 21 题，选
取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论述，考
查学生对党的最新理论的形成和创立
历史条件的认识，让学生懂得时代是思
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创新是科学
品格的道理。文科综合全国Ⅲ卷第 22
题，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创新性论断为材料，引导学生
领悟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越来越深化，改革发展实践的自觉性、
创造性不断增强。

试题紧扣学习宪法、尊崇宪法，
扎实培养宪法意识、法治观念，引导
学生守法用法，在生活中自觉依法行

使权利、履行义务，主动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自觉参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文科综合全国Ⅰ卷第 39 题以宪
法修改为背景，着重考查学生对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的正确理解，提高学生对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的正确
认识和把握。文科综合全国Ⅱ卷第 16
题，以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为材料，
引导学生关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的实践和重要成果，促进学生运用和
培养法治思维。

其次，彰显价值导向，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的精神塑造与
理想追求。中学生正处在价值观形成
时期，抓好这一时期价值观的培养十
分重要。高考坚持不懈弘扬和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伟大民族精
神，为学生青春奋斗提供正确价值引
领、强大精神动力，引导学生为实现
青春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介绍
说，试题强调对价值判断和价
值选择的考查，助力学生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洞察不

同价值观的影响，善于明辨是非，善于
决断选择。如文科综合全国Ⅲ卷第 40
题以甘祖昌的感人事迹为材料，引导学
生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使命，确立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甘祖昌将军
一生秉持“共产党人不能享清福，要艰
苦奋斗一辈子”的信念，为社会为人民
贡献了毕生精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评价甘祖昌将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强调
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下一代也要弘
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中国人有自身的独特精神世界，
实现中国梦必须发扬伟大民族精神。
高考命题将伟大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
融入考试内容中，增强试卷的精神感
召力，发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
用，引导学生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
感。（下转第四版）

引导学生从“做题”到“做人做事”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解析2018年全国高考试题

本报记者 万玉凤 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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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8 日综合消息 欢呼雀
跃、尽情拥抱、自拍合影⋯⋯今天下
午，数百万考生走出考场。除江苏、
海南等部分省份外，全国大部分地区
2018年高考落幕。

特殊考场里的人文关怀
6月8日早上8点30分，一辆面包

车驶入内蒙古包头市包钢四中考点，
一位考生从车上被抬下来，直接进了
考场。这是个特殊的考场：地上铺着
一张床垫，只有一名考生。两天里，
动了手术的小闫趴在床垫上完成了他
的高考。

在浙江省义乌中学考点，一名患有
白化病的特殊考生在“绿色考场”里完
成了他的高考。“每门课的考试时间延
长 30%，试卷采用的是加大号字体，离
医务室最近的一个标准考场由他专人
使用。”义乌中学校长朱跃望强调，该考
生的考场依然按规定由两名监考员共

同执行监考工作，在规范操作和人文关
怀中帮助考生走向新的起点。

除了考前、考中的保障服务工作
外，各地还做好资助政策、志愿填报
等考后工作。黑龙江省各地学生资助
中心工作人员深入考点，宣传国家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政策，向考场外
等候的家长演示如何使用助学贷款
APP。内蒙古教育、公安等部门持续
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专项行动，对
通过志愿咨询等方式窃取考生信息、
实施诈骗的网站和人员依法查处。广
西招生考试院提醒考生在考后适当放
松的同时，应注意了解广西今年的志
愿填报、投档录取等政策。

热忱服务温暖考生
6月8日早上7点30分，北京朝阳

交通支队亚运村大队民警刘东生执勤
期间接到一位女士带着孩子求助。原
来该考生近期患病，早晨急着出门，

一种必备的药没有带。刘东生当即驾
驶警车带着母子俩寻药，很快在一药
房买到所需的药，随后他继续驾车将
考生送至考场。在北京，高考第二天
截至上午 10 点，北京高考协调保障各
单位共接到 5 起求助，全部得到及时
处置。

6月7日早上8点10分，江苏徐州
鼓楼区交警大队一中队指导员柴田在
执勤时接到求助，一位考生忘记带准
考证。在向指挥中心汇报后，柴田发
动了警车，并开启警笛，用喊话器提
醒周围车辆避让。驾驶警车，一路绿
灯，原本单程就要 30 分钟的路程，柴
田来回只用了 40 多分钟，在 9 点开考
前，把准考证交到考生手里。

开启人生新起点
“ 高 考 不 是 结 束 ， 而 是 新 的 开

始。”天津市蓟州区杨家楼中学校长孙
德新在考前为全校高三学生送上一份

特殊的礼物—— 《将来的你，一定会
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一书。

在武汉三中门口，金先生从 2008
年开始用相机记录高考送考盛况。“为
考生服务的群体越来越多，考试环境
越来越好。”他用相机记录了 10 年来
的变化。

等候在考场外的家长，有些还肩
负着“特殊”任务。高考最后一科考
完，正在河南新密市第二高级中学考
点执勤的新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党总
支副书记张海峰，与走出考点大门的
儿子来了个拥抱。儿子进场高考，交
警老爸站岗执勤，儿子张宸不无得意
地说：“有老爸为我们站岗，我发挥得
还可以。”

“无论是家长还是考生，都不应该
认为高考是‘一锤定音’，而应该认识
到，高考开启了人生新的学习和成长道
路。”在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考点外，等候
孩子的王女士说。在王女士与记者交

谈期间，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一群少年
走出考场，他们的脸上有疲惫，有欣喜，
等待他们的是人生新的起点。

（统稿：记者 欧媚 采写：记
者 蒋夫尔 李大林 施剑松 郝文
婷 周 仕 敏 曹 曦 蒋 亦 丰 李 见
新 徐 德 明 程 墨 实 习 生 李 云
琪 毛军刚 通讯员 杨金娇 刘蔚
君 曹可可 金澜）

高考 未来

图① 6 月 8 日，贵州贵阳市乌当
中学考点，考生结束考试后走出考场。
当日，全国部分地区2018年高考结束。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图② 6 月 8 日，最后一场英语科
目的考试结束了，重庆市永川区萱花
中学考点考生走出考场，欢庆高考结
束。

陈仕川 摄

再见！ 你好！

英语

强化育人导向强化育人导向
考查关键能力考查关键能力

理科综合

弘扬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
提倡学以致用提倡学以致用

文科综合

聚焦核聚焦核心素养
凸显时代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