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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第二天，理科综合与文科
综合考试同步进行。今年理综难度
如何？考查了哪些知识点和技能？
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育人方向与目
标？部分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命题
专家、一线教学名师就此进行了解
析。

生物：
着眼应用性与创新

性，倡导学以致用
“2018 年高考生物科学设计试

题充分发挥育人功能，传递生态文
明观和健康生活观。试卷形式多
样、图文并茂、联系生活，倡导学
以致用，着眼学生长远发展。”教
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命题专家说，试
题积极引导学校重视培养学生实验
操作、科学语言表达等能力，助力
推进素质教育发展。

“培养学生在学科视域下思考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倡导学以
致用，是高考生物试题的命题导
向。”该命题专家说，如全国Ⅱ卷
第 32 题选取高产蛋家禽遗传育种
与遗传分析的素材，考查考生对遗
传基本规律的理解以及在农业生产
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要求考生制定
有利于降低饲养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增加产量收益的生产方案。

在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生物特
级教师章青看来，今年理综生物全
国卷 3 份试卷都十分重视思维能力
与实验探究能力的考查，对学生的
生物学科素养有较高的要求。

他举例说，3 份试卷都考查了
光合作用速率相关曲线在生产实践
中的应用，通过曲线分析来判断与
推理，对考生的分析与应用能力要
求较高。全国I卷第31题注射垂体
提取液与葡萄糖溶液对尿量影响的
实验，要分析产生相关现象的原
因。

苏州十中副校长、生物特级教
师张金说，2018 年高考生物命题
充分发挥了引导教学的作用，通过
深化考试内容改革，帮助教学纠
偏，助力推进素质教育。

“例如全国Ⅱ卷第 29 题垂体切

除实验，不仅涉及实验方法与步骤，
还考查了多种激素的作用。如果教师
平时‘就黑板讲实验’，学生做这套
题就会有难度，这启示我们，在未来
的 生 物 教 学 中 不 能 ‘ 就 课 本 讲 课
本’，要加强主干知识，重视情景设
计，强调生物学科学以致用、解决现
实问题。此外，还要对生物学科的知
识适当进行扩展和延伸，培养学生在
特殊情景下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张金说。

化学：
聚焦探究创新能力，弘

扬科学精神
“今年化学试题具有新时代特

色，以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为主
导，以体现科技创新、理论联系实际
及文化自信为主体，突出新意、注重
实践，全面考查了学生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及主动创新的意识，力
图对教育教学改革起到正确导向作
用。总体难度与去年相差不大，具有
连续性和稳定性。”教育部考试中心
高考命题专家说。

山东省昌乐一中副校长张福涛认
为，2018 年高考化学试题充分发挥
了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如全
国Ⅱ卷第 26 题中‘我国是世界上最
早制得和使用金属锌的国家’，全国
Ⅲ卷第 35 题中‘ 《中华本草》 等中
医典籍中，记载了炉甘石 （碳酸锌）
入药，可用于治疗皮肤炎症或表面创
伤’，既为高考试题打上中华文化的
烙印，又让学生充分了解我国古代化
学的成果，充分发挥传统文化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育人作用。”张福涛
说。

“今年高考化学试题充分展现国
家科技成果，弘扬科学精神，学科育
人成效显著。”命题专家介绍，今年
高考化学题选择了能充分体现我国化
学领域近期重大创新科研成果的素
材，如全国Ⅰ卷、Ⅱ卷中选取了我国
科学家发表在化学顶级期刊上的“一
种对天然气中二氧化碳、硫化氢的高
效协同去除转化装置”“一种室温下
可呼吸的钠、二氧化碳二次电池”
等，旨在弘扬科学精神。

北京市化学特级教师、北京工业
大学附中高中部教师李蓉说，情景真
实，应用导向，聚焦探究创新能力考
查，也是 2018 年高考化学命题的重
要导向。

“今年全国卷、北京卷、天津
卷、江苏卷等试题选材体现了科学、
技术、社会和谐发展及‘绿色化学’
的思想。”李蓉说，如全国Ⅰ卷甲烷
和二氧化碳催化重整不仅可以得到合
成气，还对温室气体的减排具有重要
意义；北京卷含硫物质热化学循环实
现太阳能的转化与存储等，引导学生
理解化学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此外，在创新探究能力方面，全国Ⅱ
卷的根据实验现象判断热分解产物中
一定含有的物质，北京卷的制备并探
究高铁酸钾实验等试题，设问从具体
到开放，实验方法从定性到定量，解
题思维从收敛到发散，涉及分析解
释、说明论证、实验设计、科学探究
等，突出考查了以实验为核心的科学
探究能力。

物理：
强化关键能力，培育学

科素养
“聚焦学科主干内容，突出基础

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加强
对学生逻辑推理、信息加工、模型建
构等关键能力的考查，引导学生能力
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助推发展素
质教育。”对于今年高考物理试题，
教育部考试中心物理学科命题专家这
样评价。

“总的感觉，考题科学、合理，
难度适中。”广东省实验中学物理高
级教师曾斌说，这是他近 3 年来最满
意的物理考题。

命题专家说，今年高考物理注重
对基本物理概念、基本物理规律、基
本实验技能的考查。比如，全国Ⅱ卷
第 14 题引导学生从能量的观念来解
决问题，全国Ⅰ卷第 15 题要求考生
对物体的运动、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的观念有深入的理解。同时，今年高
考物理加大源于教材的试题数量和分
值比例，引导教学回归教材中的基础
内容，夯实学习基础。

“今年高考物理试题与教学当中
的物理实验结合较为紧密，称得上一
大亮点。”曾斌说，他希望这样的思
路可以坚持下去，也能为今后中学的
教学指明方向。

和现代社会发展、科技前沿紧密
关联，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是近年来物理高考的一大特点，
今年同样如此。

命题专家举例说，全国Ⅱ卷第
16 题利用我国自主建造的世界最大
口径射电望远镜所发现的毫秒脉冲星
作为背景，考查学生对万有引力、匀
速圆周运动等物理规律的理解和应
用。全国Ⅰ卷第 20 题以人类第一次
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
波为素材，要求学生利用高中所学物
理知识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天津
卷、北京卷还涉及了中国散裂中子
源、“张衡一号”卫星、我国自行研
制的新一代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真空管道超高速列车、跳台滑雪等素
材，考查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和以前相比，结合实际多了一
些，让学生感受到学的物理就在身
边，身边的物理是很有用的物理。”
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物理高级教师陈亮
说。

“总的来说，这次物理试题对高
校招生是有利的，对
中学的教学是有利
的，能够教考共同
促进，值得
肯定。”曾
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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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精神 提倡学以致用用
——专家解析2018年高考理科综合试题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杜玮

6 月 8 日下午 5 时，随着高考英语
科目结束，全国大部分地区高考落下帷
幕。据了解，2018 年全国高考英语共
有 8 套试卷，其中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
了 4 套 英 语 试 卷 供 全 国 27 个 省 份 使
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 4 个省市
使用自主命制试卷。教育部考试中心命
题专家表示：“今年高考英语命题以落
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为目标，依
据高考评价体系的总体要求，考查主干
知识和关键能力，体现了基础性、综合
性、应用性和创新性考查要求，助力引
导中学英语教学改革和素质教育。”

外语考试也能传播正能量
2018 年高考英语各套试卷的选材

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
大主题，取材广泛、体裁多样、时代性
强。

英语试题中如何融入中国传统文
化？北京四中英语特级教师李俊和说：

“我感觉试题处理得很巧妙。例如，全
国Ⅰ卷中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的礼仪，
北京卷的两篇作文题，一篇是让学生介
绍一所中国的大学，另一篇是介绍中国
的茶文化，这些都是在向世界介绍中

国，同时也考虑了中学生的英语水平
和英语考试的特点。”

除作文外，全国Ⅱ卷语言
知识运用部分第二节语篇介绍
中国近年来根据人民膳食变
化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为
全 球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作 出 贡
献；全国Ⅲ卷阅读理解部分

一篇文章是中国建筑设计师在
其作品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获

得国际奖项的报道。“这些语篇的
选择和题目设置意在引导学生在

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伟
大民族精神的同时，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四个自信’。”教育部考试中心

命题专家表示。
“虽然是外语考试，但也强调传播

正能量。”李俊和注意到今年试卷的这
一特点。例如，北京卷完型填空选取了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捡到钱包后坚持等待
失主的故事。全国Ⅱ卷完型填空文章介
绍一位父亲碰巧营救了自己儿子的故
事。全国Ⅲ卷阅读理解部分选取了一篇
介绍作者引导孩子主动捐献玩具，并从
玩耍简单玩具中获得快乐的做法。“题
目在考查学生语言技能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如何做人。”李俊和说。

北京一○一中学高三英语备课组组长张蕾说：“现在的高中英语课
程，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文化意识，还要培养学生的思维品
质。在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同时，更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今年的
北京高考英语试题也恰恰体现出这一导向。”

试题体现创新性和应用性
“今年的试题不偏、不怪，难易适中，考点分布全面，梯度把握较

好，注重语篇能力发展，不仅注重考查学生对英语语言基础知识的掌握
和理解程度，而且强化了考生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综
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山东省淄博市教学研究
室副主任、正高级教师邵淑红说。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介绍，2018 年高考
英语全国卷质量进一步提升，不仅考查考生语言知
识和文化知识及听说读写等关键能力，还渗透对考
生交际能力、思辨精神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要求。
高考英语既考查理解英语口语和书面英语的能力，
也考查运用相关词汇和语法进行书面表达的能力。

“稳。”张蕾这样形容今年的北京卷，“试卷难度适中，而且与之前
几年试题的难易程度衔接平稳。”

“2018年高考英语各套试卷在结构设计上既有针对各单项语言技能
的专门考查，又有针对综合语言技能的考查。”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介绍，在问题情境的设计上，试卷既有需要考生进行真实的口语和书面
交际的内容，又有需要考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写作任务，体现了应
用性和创新性的考查要求。浙江省使用的全国统一命题试卷中的新题型
为短文续写，该题目有利于激发考生想象，更好地体现了应用性和创新
性的结合。

邵淑红说：“全国卷在选材时除关注题材、体裁以外，还关注语篇
的思维深度，关注考生的认知能力。英语试卷涉及的社会文化内容多
样、正面，考查了考生的文化理解能力。建议在 2019 年的备考中注重
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夯实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考试内容改革稳步推进
“以前北京卷 D 篇阅读的字数都在 400 个单词左右，今年达到了

500 个单词。文章比以前更长，能够考查学生在有限时间内的阅读能
力。”张蕾认为将来英语考试“得阅读者，得天下”。

邵淑红在分析全国卷时，发现试题着重考查考生语法学习情况和在
语境中理解语篇并运用语言的能力。“全国卷对英语词汇、语法等语言
知识的考查多是注重其在语境中的运用能力。而这样趋于稳定的命题思
路也是未来高考的发展趋势。建议在 2019 年的备考中多培养学生的语
篇意识，对语篇的逻辑关系予以分析，注意理解语篇在意义构成上的各
种关系，强调语法教学放在语境当中。”

2018 年是浙江省和上海市实行高考外语一年两次考试的第二年。
英语在继续提供两次考试机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考试内容改革。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分析，浙江省使用的全国统一命题试卷和
上海市的自主命题试卷继续使用新的试卷结构。

其中，读写结合题型的采用突出对考生综合语
言运用能力和创新意识的考查，有利于区分

高 水 平 的 学 生 和 引 导 中 学 英 语 教
学。上海市的计算机辅助口语考
试，要求学生不仅要能读会写，还
要听得懂、讲得出，对中学英语教
学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在口语考

试评分过程中，计算机自动评分技术
的应用能够有效降低和控制口语考

试评分误差，有利于提高评分信度。
本报北京6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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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靓

刘博智

6 月 8 日，2018 年高考文科综
合试题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今年
的文科综合试题体现了哪些新理
念、新特点？各部分有哪些创新之
处？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命题专家
及部分地理、思想政治、历史一线
教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
高考文综试题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强调把学科核心素养
与素质教育要求相结合，为学生的
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思想政治：
聚焦立德树人，助力

思想政治素质提升
“今年的试题具有时代性、引

领 性 和 方 向 性 等 突 出 的 学 科 特
征。”看过今年高考文综思想政治
试题后，辽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八高级中学特级教师崔慧娟说。

崔慧娟举例说，全国Ⅱ卷第
40 题我国杂交水稻的研发推广如
何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全国Ⅲ卷
第 38 题人工智能对中国制造的影
响，全国Ⅰ卷第 39 题宪法修改如
何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
国Ⅰ卷第 40 题就如何发扬小岗村
的创新精神提出建议等问题设计，
突出考查了学生的政治认同、科学
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的学科
核心素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
文化自信等价值取向。

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命题专家
介绍，今年高考思想政治命题强调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推动考试内容改革，
助力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
题。

记者注意到，文科综合全国Ⅱ
卷第 39 题，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
新修订的党章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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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分析为什
么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引导学生领悟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逻
辑、政治逻辑、实践逻辑。

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命题专家表
示，今年高考思想政治命题工作，注
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强调把
考试内容和素质教育的要求统一起
来，全面深化高考内容改革，助力提
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高考不仅是人才选拔的试金石，
同时也是人才培养的风向标。”崔慧娟
说，今年是教育部普通高中2017年版
课程标准制定实施后的首次高考，对
教与学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并将对
新高考、新课标和新课程的渐次落地
实施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历史：
激扬家国情怀，传承时

代精神
“如何体现新时代素质教育的定

位，如何在坚持立德树人的前提下拓
展高考的功能，是人们对 2018 年高
考文综试题的普遍期待。”山东济宁
市第一中学正高级历史教师李成顺
说，2018 年高考文综Ⅰ卷的历史试
题，细细品味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
觉。

李成顺举例说，全国Ⅰ卷历史试
题第 41 题的 3 段历史材料，通过乡
约制度和村民自治把古代、近代、现
代中国贯穿起来，通过解答该题，考
生既可以了解古代中国对道德教化的
重视，也可以理解近现代民主在中国
乡村发展的历程。

“考试本身就是教育，考试是进
行传统文化教育，实现立德树人的重
要手段。”李成顺注意到，纵观全国
Ⅰ卷历史试题的选择题和非选择题，
没有一道题目是在考查对史实简单的
再认再现，而是通过提供新材料、新
情境，考查对历史材料的解读和论从
史出的能力，“教师教和学生学必须

打破教材的束缚，把单纯的学习知识
转移到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并重上
来，注重对历史思维品质的培养”。

北京去年成为第二批高考综合改
革的试点省份，2017 年入学的高一
新生将于 2020 年实行新高考“3+3
模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历史
特级教师李晓风认为，北京卷文综历
史试题与前几年相比风格统一、过渡
平稳。

“创新方面主要集中在非选择题
第 37 题。”李晓风说，这道题第 1 问
5 选 2 作答，第 3 问是开放性试题，
表现出了更强的灵活性，为此后历史
学科等级性考试提供了探索经验。

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命题专家认
为，历史试题重点考查核心价值、必
备知识、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体现
高考内容改革对“助推改变应试教
育，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积极作
用，实现高考选拔德才兼备人才、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要求。

“历史学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试
卷的‘鲜亮底色’，让马克思主义成
为师生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强大思维工
具，并成为他们信仰的指引。”这位
命题专家说，历史学科在考试内容选
取上注意与党和国家的人才选拔要求
相契合，通过精心选取素材，构建试
题情境，引导考生增强国家认同和民
族自信心、自豪感，坚持唯物史观，
考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人才的必备品
格，为高校选拔具有家国情怀的学
生，启迪学生成为中国的世界人和走
向世界的中国人。

地理：
紧扣新时代主题，突出

核心素养考查
“2018 年高考地理试题情境设计

联系实际，贴近考生认知水平，反映
时代主旋律，弘扬社会正能量。”教
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命题专家认为，地
理考题注重通过人地关系，传递人与

环境之间的和谐之美，培养可持续发
展观，促进高考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引
领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凸显。

“今年的地理试题很有意思，以
全国Ⅰ卷为例，两个关于河流的主
题，既有通过总体情境创设考查考生
理性综合分析能力的试题，又有具体
到黑龙江乌裕尔河一条河流的情境，
来考查考生的高阶思维和人地协调
观。”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特
聘教授、地理特级教师戴申卫认为，
今年地理试题总体质量很高，有很强
的代入感，既有利于考查考生多方面
的核心素养，又有利于推动高中地理
学科教学的积极转变。

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命题专家介
绍说，今年地理试题结合学科实际，
通过精心选择反映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的典型
案例设计情境，深入挖掘其
中的地理内涵，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
全球视野、合作共赢等观
念融入地理能力的考查，使
地理试题不仅成为选拔的有
效手段，也成为开阔考生地理
视野的重要途径。

无论是全国Ⅰ卷第36题依托
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创设
情境，还是全国Ⅱ卷文综第 43 题、
全国Ⅲ卷文综第3至5题涉及的乡村
振兴战略，结合产业扶贫，提升农民
就业、创业能力等精准扶贫举措设置
问题，都是对考生“用地理的眼光”
观察时事、认识世界、提升区域可持
续发展分析能力的考查。

戴申卫坦言，对地理实践力等核
心素养的考查并不容易，今年的地理
试题恰恰覆盖了这些方面。

“出题的很多背景材料都取材于
现实中的动态性、两难性的劣构问
题，有效避免了以往基于良构问题而
带来的高分低能现象。”戴申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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