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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专业成长

【链接】

2019年天津市高考继续实行“全国统
一考试，分省自行命题”的模式。英语科

（天津卷）考试按照有关文件规定3月份组
织一次（以下简称3月卷），6月份组织一次

（以下简称 6 月卷），听力两次考试均安排
在3月，6月只进行笔试。从考试试卷和学
生反应情况看，天津卷英语科考试呈现出
稳中有新、新中求进的特点。

英语试题贴近生活，突出育人
导向

天 津 英 语 高 考 两 次 考 试 试 卷 依 据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大纲和天津市招生统一考试说明的要求命
制，与往年相比，听力试题结构稳定，笔试
试题结构稳定，考查内容与方式有所创
新。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立意语言能力考查：2019 年天津卷
英语科命题立足考查考生在语言知识、语
言技能、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
素养整合发展基础上的综合语言运用能
力。在此基础上，着重考查考生用英语处
理信息、分析问题和表达思想的能力以及
跨文化交际能力。如 3 月卷和 6 月卷语言
知识运用中的语法题和阅读理解分析题以
及写作中的阅读表达和书面表达题目等，
都对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以及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等能力有所考查。

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英语试题命制与
实际生活相结合，所选语言素材是学生所
了解、所熟悉、所理解的。天津英语卷选择
了学生日常接触、耳熟能详的材料，使得学
生没有距离感和陌生感。如 3 月卷中 4 个
阅读理解题中有两个与学校生活有关。6
月卷中 4 个阅读理解题中有 3 个与学生学
习生活有关。3 月卷和 6 月卷写作题中的
两个题目都和学校生活有关。

注重创设语言情境：语音、词汇、语法
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一个语音、每一个词

汇、每一个语法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存在
的，语言情境的创设对于考查考生在具体
语境中进行语言辨识、分析、解读、处理、使
用的能力是有实际意义的，天津卷在语言
情境设计方面尤为突出。听力试题以及两
试中完型填空题、阅读理解题和阅读表达
题语言情境的设计自然是不可或缺的，3
月卷和6月卷单项填空15道题至少各有8
道题都是有情境设计的，不是单纯地、孤立
地考查词汇和语法。

强调文化意识培养：毋庸讳言，语言
是人类社会交际的工具，也是文化赖以留
存、传递、交流、发展的媒介。英语具有工
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特点，其自然属性
明显，社会属性更为明显。天津高考英语
试题中选择了许多与社会、心理、人文、人
性等有关的篇目。如3月卷中完形填空试
题选择了一个建立公益项目“抱抱的伙
伴”的故事，6 月卷中阅读表达试题选择
了一个受学生爱戴的 80 岁的老校工的故
事，完形填空试题选择了一个拾金不昧的
故事，3 个故事本身无不闪烁着人文、人
性的光辉，学生解答试题时会受到感动和
教育，心理上会产生强烈共鸣。

嵌入现代社会元素：教育要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们生活在
现代社会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
科技、文化等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一天的生
活都富有现代气息，因此试题中的听力材
料和阅读材料的选用都与时俱进。如3月
卷阅读理解题中的学生住宿指南、有关两
个年龄的讨论，6 月卷中对生态系统中食
物网的描述以及学习动机重要性的论述
等，都与现代社会相关。

引导学生思维发展：语言能力、文化意
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是英语学科核心素
养的四大要素。今年对于天津考生来说是
传统高考的最后一年，难能可贵的是，天津
卷除了关注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学
习能力的考查外，还特别关注学生思维品质
的考查。如3月卷中阅读理解试题中有关病
患叔叔与臭豆腐的作比性论述发人深思，6
月卷阅读表达题第60小题中的设问：Who
is the sunshine in your life？Please
explain.（谁是你生命中的太阳？请解释。）
此题具有开放性、启发性，题目跳出了应试
的圈子，引人思考，让人拍案叫绝。

英语教学应进一步提高教
学效益

天津英语卷稳中有新，应该说对进一
步引导中小学推进英语素质教育，进一步
加强学科核心素养有促进作用。新中求
进，我们还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英语教学要进一步坚持立德树
人方向，不断推进素质教育，以促进学生全
面、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英语教学要进一步研究语言规
律和英语学科教学规律，不断提高教学效
率。提高英语教学效率必须研究、遵循和
运用好两个方面的规律，一是英语作为语
言学的规律，二是英语学科教学的规律。

再其次，英语教学要处理好几个关
系，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益。教学中要处理
的关系有：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听说与读
写的关系，习得与学得的关系，母语与英
语的关系，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教师
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关系，语言教学与思维
品质提升的关系，等等。

最后，英语教学要注重英语学科素养
的培育。这是时代性也是方向性要求。根
据2017年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的要求，语
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是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素。英语课堂
教学应该以此为目标，进一步改进教学模
式，进一步改善教学方式方法手段，进一步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水平。

（作者系天津市河东区天铁教育中心
主任，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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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自鹏

以尊重学生选择权和个性发展
为旨趣的新一轮高考改革，充分体
现了“以学生为本”的价值追求。
然而，权利的赋予并不代表能力的
获取，多元选择的高考方案必然给
高中的课程建设及高中生的生涯发
展带来新的挑战，倒逼社会各界关
注高中生的成长。

新高考改革亟须强化高
中生涯教育

新高考改革的目的是激励学生
学有所长，尽早确立自己的目标并
开始规划各自的未来，以便在高中
选课、高考选科择校及未来择业时
做出明智的决策。这就要求普通高
中学校必须开展生涯规划教育。

当前，我国高中阶段的生涯规
划教育相对滞后，一方面缺乏独立
的生涯教育课程，另一方面，传统
学科教学中也缺乏生涯教育的内
容。直接导致的结果是高中生在填
报高考志愿时非常迷茫，对自身的
兴趣、能力和优势不确定，对大学
的专业设置、大学专业与高中选科
的关系以及未来的社会职业类型不
了解，显性表现为高中教育与高等
教育的断裂。因此，开展生涯规划
教育，使学生强化对自我及周围环
境的认知，找到自己今后的发展方
向，然后有目的地学习，成为当前
高中教育的迫切之需；同时，生涯
课程作为生涯规划教育实施的重要
载体，亦成为普通高中课程建设新
的关注点和生长点。

课程建设是普通高中生
涯教育的重要依托

高中生生涯发展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仅仅依托于学校某一门课程
或某几项活动很难取得良好效果。
生涯课程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学科课
程的辐射价值，将生涯课程建设融
入学校整体课程建设之中，一方面
要建设专项的生涯课程，另一方面
通过构建专门的生涯课程与学校其
他课程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凸显学
科课程对于学生整体成长的价值。
学校的每一门课程都应充分考虑学
生成长和发展的需要，都暗含一定
的“生涯意味”，只是相对于学科
逻辑，生涯发展的线索略显隐蔽，
学科课程中的生涯内涵被忽视。其
实，每门学科课程都是多维的知识
窗口，学生可以通过具体学科了解
各种知识领域，了解知识和社会的
关联，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学科并发
现未来感兴趣的职业方向。学科知
识也是未来职业必需的基础知识和
技能，与职业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
联系。学科教师在学科知识的教学
中能够引导学生深刻了解知识的价
值和职业的意义，科学有效地指导
学生进行学科学习规划，解决学科
选择等实际问题。

学科课程与生涯教育融
合，助力学生个性化成长

西方国家在中学教育阶段即将
职业能力列入学科培养目标，以提

高学科教师的职业生涯教育意识和
能力，为所有学科制定职业生涯教
育的标准和要求，并努力开发跨学
科主题学习模块，渗透生涯教育的
理念和知识。当前，我国普通高中
在学科教学中渗透生涯教育的理念
和举措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学科教
学中渗透生涯教育有多种途径和视
角，其目标不仅可以让学生得到职
业体验，同时还可以让学生提高学
科职业素养。

首先，可以在学科课程教学中
整合相关内容，寻找生涯教育的契
合点。以高中政治必修一《经济生
活》的第一单元“生活与消费”教学
为例，教师可以通过货币、价格等知
识点的讲解，引导学生了解经济生
活，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

其次，通过丰富多变的学科课
程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
引导学生体悟不同职业的社会价
值。人的一生都在体验不同的职业
和人生角色，在不断自我完善中调
整自我的规划设计。每门学科课程
都有各自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及
手段，可以结合教学内容，设计教学
情境，让学生去体验未来生活可能
会扮演的角色，有意识地让学生在
教学情境中感知自我、唤醒自我。
情境涉及的行为主体越多，影响结
果的因素越多，情境的不确定性越
大，立场、观点、利益越多样，所蕴含
的价值呈现就会越丰富。

再其次，学科教学中有着丰富
的生涯教育资源可开发和利用。语

文、外语学科让学生触摸文化与文
明，发展学生感知世界、洞察生命
中的秀美风光的能力；数学带领学
生发现数字与逻辑的美；科学与技
术课程展现创意创造创新的美；历
史政治课程以思辨的美丰富学生的
精神世界。各学科中为人类文明发
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师们身上体现
出的诸如奋斗、坚韧、牺牲、求
真、爱国、善良等人性的光辉，也
必然形塑学生的人格发展。除此以
外，深入分析各学科核心素养的内
涵并使其内化为个人素养，可以为
学生高中阶段的选科及未来的专业
选择奠定良好的基础。

生涯规划教育是关乎人的一生
的教育，包括学业、职业和人生规
划等方面的教育。其中，高中阶段
的学业规划主要解决的是选科、选
考，以及高中三年的学业安排和管
理等问题。在这个阶段，课堂是生
涯规划教育的主阵地，课程是生涯
规划教育的重要依托。为了充分发
挥生涯教育的作用，更好地回应新
高考改革带来的诸多挑战，生涯课
程建设应遵循整体化思路，将生涯
专项课程、学科渗透课程以及各类
活动课程体系化，使其成为生涯教
育的有效路径，助力高中生个性化
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本文系 2018 年江苏
省基础教育前瞻性课题“普通高中
新型生涯规划教育研究与实验”阶
段性研究成果）

学科课程建设中的生涯之约
魏善春

敬爱的师长、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立德树人，必立足于胼手胝足

的劳作、宵衣旰食的奋斗。从庭院
洒扫到港珠澳大桥的建造，都是劳
动成果的体现。劳动能化苦为乐，
能化贫为富，能积健为雄。温饱始
于耕作，幸福归于家园。立己达
人，缺劳动即为空谈，只有汗水才
能升华理想为诗意，筑道路至远
方。仅仅依赖科技智能，是无法立
人、成人、达人的。

科技的发展，减少了人的体力
劳动，但人的身体、人格的全面发
育，必须在生活、劳动甚至挫折苦
难中才能积淀。机器人可以替你扫
除房间油渍，却无法清洗人格的孱
弱；科技产品能清理皮肤的污垢，
却无法沸腾你的激情和斗志。程序
不能代替亲身体验，心灵的程序，
得靠自己在生活劳动中辛勤编制。
人性天生有趋利、偷懒的习性，不
经汗水的打磨洗涤，人格怎能强
健、晶莹？心灵的阴霾、经络的淤
塞，只有劳动才能彻底荡涤。

国人对劳动素有劳心、劳力之
分，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之训，此乃小儒之言，误人误
己之论。

自古以来，真圣贤真学问，大
多离不开劳动、汗水的体验，才臻
于大成。古人称文字学问为“小
学”，只有通过知行合一、格物致

知、行万里路，洞察社会、完善自我
的学问，方进阶为“大学”。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科技智
能、机器程序，绝无此功能。只有亲
身劳动，才能砥砺身心。

热爱劳动的品质，绝非仅属于
体力劳动者蓝领工人。生活中劳动
的意义，远超金钱、汗水、苦累本
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有此等
大愿，幸福自然不期而至。劳动与
享受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子，没有苦
难何来幸福？饭来张口，衣来伸

手，坐享其成者，久之必成只会摇
尾乞怜的宠物。

劳动，本身就是生活的组成部
分，是人文素养的支点，是人生价值
的体现。曾国藩位极人臣，却以朴
实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八字为家训，其中“蔬、鱼、猪、扫”四
字，都是谈培养劳动家风的。诸葛
亮曾“躬耕陇亩”，陶渊明“带月荷锄
归”，庖丁通过解牛悟道，徐霞客足
行天下完成巨著。“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事业要成功，

人生要幸福，必始于亲力亲为，不畏
辛劳，躬行磨砺。学生时代，积极
参加劳动、家务、班务、志愿者服
务，正是要养成躬行之志、练成躬
行之力，培养视躬行为福的人生
观、行动力和幸福观。少年时代缺
了劳动，少了躬行，身心便缓慢成
长，或成侏儒，仅靠高智商，或许
能成就事业，但难以成就幸福。

时下浮躁之风泛滥至青少年，
穿名牌、开名车以示高端，不做家
务、轻劳动以示高贵，此风绝不可
长。田野挑担而行的运动量，秒杀
跑步机上漫步；擦门擦窗洗地，体
内胸中的尘滓会在不经意间也一并
冲刷掉。长年累月坚持，亲人爱、
同事敬、社会拥戴，可谓真善美兼
得、情商体质齐飞。白领蓝领，都可
成为财富的金领；智力体力，都能培
养人生的能力。劳动立人立德，科
技立业立国，劳动与科技是鲲鹏的
双翼。智能产品是脑力劳动的成
果，立人立家是幸福的初心。

我校名“复兴学校”，旨在坚守
优良传统，复兴盛世辉煌。我等学
子，如人人自觉在勤奋学习之余，践
行家务、公益、体力劳动，则人格定
会更加健全，笑容更加灿烂。

愿与大家砥砺共勉，谢谢大家
的倾听。

（作者系国家“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语文特级教师，现任教于
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

假如你是考生，高考作文怎么写？每年高考语文科目考完后，考场外各式各样的“下
水”作文成为一道别样风景。请看这位教学名师的“下水”作文——

水洗尘垢汗洗心 胼手胝足德自成
龚志民

天津市是目前全国少数几个已实现英语高考“一
年两考”的省份之一，作为走在改革前列的排头兵，天
津英语高考试题有何看点？

2019年天津市高考英语学科两次笔
试试卷由61道试题组成，各分为第I和
第II两卷。第I卷由英语知识运用和阅
读理解两部分组成，第II卷为写作部分。

第一部分:英语知识运用。该部分分
为两节，测试考生在不同语境中对英语语
法、词汇知识和日常交际用语等的掌握及
应用情况。第一节为单项填空。本节共
15小题，每小题1分。第二节为完形填
空。共20小题，每小题1.5分。第二部分:
阅读理解。4篇短文，共20小题，每小题
2.5分。第三部分:写作。第一节为阅读表
达。本节提供一篇300个单词左右的短
文，文后设置5个问题，每题2分，要求学
生读后作答。第二节为书面表达。共1
题，满分25分，测试考生运用英语写作短
文的能力。要求考生根据所给情境和相
关要求，用英语写一篇不少于100个单词

的短文。情境包括目的、对象、时间、地
点、内容等;情境提供方式可为提纲、图表、
图画等。短文要求拼写准确、语法规范、
语句通顺、意义连贯、结构完整。

此外，听力考查部分要求考生掌握
英语语音基础知识以及所学功能意念和
话题。掌握约3100个单词及400个左右
常用短语。听力技能考查目标要求考生
能够听懂用正常语速朗读的、所熟悉话题
的简短对话、独白。在听的过程中，考生
应能做到:获取具体的、事实性信息；理解
主旨和要义；对所听内容及相关信息做出
简单的判断和推理；理解说话者的意图、
观点和态度等。测试方式和试卷结构采
取单独测试方式，时间为20分。试卷结构
分两节，共15小题。第一节5段简短对
话，共5小题，每小题1分。第二节3段较
长对话或独白，共10小题，每小题1.5分。

2019年天津市英语高考试题结构

【链接】

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
作。(60)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劳
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
泉。“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热
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绵延至今。可是现实生活中，也
有一些同学不理解劳动，不愿意
劳动。有的说：“我们学习这么
忙 ， 劳 动 太 占 时 间 了!” 有 的
说：“科技进步这么快，劳动的
事 ， 以 后 可 以 交 给 人 工 智 能
啊!”也有的说：“劳动这么苦，

这么累，干吗非得自己干？花点
钱让别人去做好了!”此外，我
们身边也还有着一些不尊重劳动
的现象。

这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请结合材料内容，面向本校

(统称“复兴中学”)同学写一篇
演讲稿，倡议大家“热爱劳动，
从我做起”，体现你的认识与思
考，并提出希望与建议。要求：
自拟标题，自选角度，确定立
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
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2019年全国Ⅰ卷高考作文

6 月 9 日，在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高三毕业生在捐赠书籍。

毕业之际，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在高
三年级开展“感恩母校，把知识留下”活
动。学生将一部分图书进行义卖捐赠，另一
部分经过集中整理，上架至学校“传梦书
架”，供在校学生借阅。

新华社发 （郝群英 摄）

毕业了，
把书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