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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上午 9 点，2020 年高考
文科综合开考。今年文综试题命题有
什么特点？各学科突出考查学生的哪
些关键能力？其背后蕴含怎样的教改
思路？对此，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
家进行了解析。

思想政治：体现学科特
点，融入重要时事

“2020 年高考思想政治命题以高
考评价体系为依托，落实高考内容改
革要求，在体现立德树人时代性上下
功夫，在德智体美劳全面评价上下功
夫，在聚焦关键能力考查上下功夫，
鲜明体现学科特点，助力发展素质教
育。”这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对今年高考思想政治试题的总体评
价。

今年思想政治试题融入了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内容。命题专家认为，试
题巧妙设计情境，让学生感受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体现的科学精神，认识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比如全
国Ⅲ卷第 39 题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倡议秉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为背景构建试
题情境，要求考生回答战胜疫情为什
么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借此
引导学生理解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独特
价值。

此外，思想政治试题还呈现了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相关内容。命题专家
举例分析，全国Ⅱ卷第 40 题以不同
青年群体的扶贫故事为素材，展示青
年在脱贫攻坚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引
导学生思考如何树立理想信念，担当
时代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今年思想政治试题坚持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学科育
人资源，助力学生培育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命题专家说，例
如全国Ⅰ卷第 22 题以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内容为背景材料，考查学
生对价值观知识的掌握情况，引导学
生深刻理解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

深化改革、强化关键能力考查，
是今年文综各学科命题思路共同的特
点。命题专家分析说，今年思想政治
学科以高考评价体系为指南，结合学
科特点，遴选确定重点考查的关键能
力，突出对考生信息整理、论证与阐
释、辩证思维等关键能力的考查，提
升考试人才选拔效果。例如全国Ⅲ卷
第 40 题以新中国黄河治理为背景，
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
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相
关重要讲话为素材，考查学生运用唯
物辩证法分析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
能力。

历史：突出以史育人，彰
显人文关怀

以史育人是历史试题应有之义。
“2020 年高考历史试题通过考查对国
史、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改革开
放史的学习和掌握，促进考生进一步
深刻认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艰辛探索和历史必然，激励学
生坚定‘四个自信’。”命题专家说。

在命题专家看来，今年的高考历
史学科试题进一步增强了时代气息。
既有美术史、书法史、戏剧史等领域
的素材，强调考查的适切性和学科间
的综合渗透，促进学生实现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又强调对考生历史视野
的拓展，通过创设情境和要求考生联
系所学，全面认识和分析解决问题，
在更高层面上对问题的复杂性、深刻
性加以把握。

“今年高考历史学科命题聚焦关
键能力考查途径。”命题专家说，首
先，试题依靠不同类别的史料和多元
化的素材呈现形式，筑牢阅读理解、
信息加工能力考查基础；其次，试题
借助任务驱动、增强探究与开放性、
改进作答指向等手段，加强了对批判
性思维、历史辩证思维能力的考查。

“此外，试题还通过增加主观题
设问的针对性等方式，加强了对语言
表达和组织论述能力的考查。”教育
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说。

命题专家表示，今年高考历史学
科注重史料和素材的公平性和表述的
规范性，使试题更加符合学生心理预
期，彰显特殊时期人文关怀。为降低
疫情对不同考生群体的影响，历史学
科各卷种试卷结构、题型题量、阅读
量、考查内容等均保持稳定，试题更
加符合考生的认知水平。在发挥学科
育人功能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卷面整
体风貌的积极正面性，力求试题情境
更加真实生动、贴近学生心理和社会
生活。“把真善美的人本理念和奋斗
进取、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传达到考
生内心，引导学生从特别的经历中汲
取成长的财富”。

地理：注重选拔功能，助
力素质教育

“2020 年高考地理各套卷以稳为
主、稳中有新。”命题专家介绍，地
理各套卷在题型与结构、呈现形式与
风格等方面基本上延续了近些年的特
点。试题以学科素养为导向，突出关
键能力考查，紧扣主干内容，既科学
地贯彻了高考评价体系的精髓，又符
合中学地理教学的实际，在“稳”与

“变”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与平衡点。
今年的地理学科试题精选体现时

代精神、地域特色的素材，比如以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背景设计试
题，挖掘我国自然、文化景观中蕴含
的地理原理，将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智
慧与地理现象和地理问题相结合等，
将树立正确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等德育目标渗透其中。

命题专家表示，今年的地理试题
注重关键能力考查，提升人才选拔区
分功能。

具体来看，一是突出信息整理能
力，要求学生掌握获取和解读地理信
息的基本方法，快速、准确地从试题

材 料
中 将 关 键
地 理 信 息 提 取
出来，提炼、整合后
建立地理信息之间的联系，从而全面
地理解地理事物的特征、过程与联
系。二是展示语言表达能力，设计多
层次、有深度的问题，考查描述和阐
释地理事物的能力，引导学生按照一
定的学科逻辑组织语言作答，通过表
达的条理和层次，反映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三是培养
辩证思维能力，围绕地理环境的特点
与性质、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
联系，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地考
查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的能力。

“今年的地理试题还体现了课程
改革的理念和要求，提供丰富的探究
活动案例，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帮助
教师开阔地理视野、丰富视角，使高
考地理试题成为助力素质教育的有效
途径。”命题专家说。

例如，全国Ⅰ卷第 4—6 题，通
过对当地冬夏季盛行风的判断、不同
建筑布局对风的阻挡和疏导效应的认
知，展示如何通过居住区内建筑布局
达到对气候环境的趋利避害；地理过
程强调地理事物在时间维度上的变
化。全国Ⅱ卷第 6—8 题，围绕学生
熟悉的绿洲冷岛效应展开，突出了夜
间冷岛这一现象，引导学生思考温
度、热量、辐射、蒸发之间的关系及
能量在区域系统中的迁移和转化，深
化对地理联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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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学科特点 助力素质教育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解析2020年高考文科综合试题

本报记者 赵秀红 王家源 林焕新

7 月 8 日上午，2020 年高考理科
综合试题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今年理
综试题主要考查了哪些知识点和能
力？背后反映出了怎样的育人导向？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对此进行了
解析。

物理：贴近教学实际，增
强时代特性

“2020 年高考物理更加突出物理
学科的基础性，既注重对核心物理概
念和规律的考查，又注重对探究过程、
研究方法、科学态度等方面的考查，旨
在夯实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许多试
题素材来源于教材，贴近中学教学实
际，引导学生打好学习基础，促进课堂
回归教材。”命题专家举例说，全国Ⅰ
卷第 14 题安全气囊的作用、全国Ⅱ卷
第 19 题特高压输电等试题都改编自
教材中的例题或习题，突出考查学生
对重要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

在命题专家看来，今年高考物理
在计算题中继续突出对主干内容的考
查。比如全国Ⅰ卷第 25 题考查学生
对动量定理的灵活运用，要求学生将
动量的变化问题转化为冲量问题，对
学生的物理思维要求较高。

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增强情境的
时代性，是近年来高考物理试题的命
题特色。命题专家举例，全国Ⅰ卷第

24 题 以 我 国 自 主 研 制 的
运 —20 重 型 运 输 机 为 情

境，考查学生运用新信息和
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全国Ⅲ卷第
16 题以我国“嫦娥四号”探

测器在月球背面成功着陆为背
景，考查学生用万有引力定律
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

在命题专家看来，今年高
考物理试题还加强了对学生
信息获取与整理、批判性思
维、实验探究、物理学术
语言表达等方面能力的考
查，突出对有利于学生
终身发展关键能力的培

养，着力提升学生物理
学科素养。例如，全国Ⅰ卷

第 20 题呈现物块的重力势能和动能
与下滑距离间的关系，要求学生能够
从图像中提取信息，分析物块下滑物
理过程中的能量变化，对学生的信息
整理能力要求较高。

生物：精心创设情境，体
现人文关怀

“2020 年高考生物试题基于高考
评价体系进行设计，坚持立德树人，
注重发挥育人功能。”命题专家说。

结合生物学科特点，2020 年高
考生物试题有机融入新冠肺炎疫情、
生态工程建设等内容，体现时代精
神，凸显价值导向。命题专家举例
说，全国Ⅱ卷第 1 题从遗传物质、遗
传信息传递、机体免疫应答等方面，
将新型冠状病毒和肺炎双球菌进行比
较分析，既引导学生加深对新冠病毒
致病方式和防治措施的理解，又融入
了时代主题。

“试题精选生态修复、环境保护
素材，引导学生关注生态问题，倡导
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学生的生态意
识。”命题专家说，全国Ⅱ卷第 38 题
以植树造林、“无废弃物农业”、污水
净化等运用生态工程原理进行生态修
复的实际案例，分析种植单一树种的
生态系统抵抗力稳定性，分析施用有
机肥的优点和作用，考查用生物技术

回收污水中重金属实验方案的设计，
引导学生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在命题专家看来，精心创设情
境，助力全面发展，也是 2020 年高
考生物试题的一大亮点。如全国Ⅰ卷
第 30 题结合农业生产，选取中耕、
施肥、间作等农作物栽培措施为素
材，从植物生理调节的角度，考查对
这些栽培措施的生物学原理进行分析
和解释，介绍行之有效的农作物种植
措施，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其内在机
制，领略中华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

“高考生物可通过对体育运动中
生物学现象和原理的考查，倡导健康
生活的理念。”命题专家举例，全国
Ⅱ卷第 31 题，以人剧烈奔跑运动时
机体的生理变化为素材，考查肌肉酸
痛感的生理变化分析，运动过程中胰
高血糖素维持血糖平衡的调节方式等
知识点，引导考生对体育锻炼进行深
入思考，提高科学锻炼的意识。

“2020 年高考生物试题聚焦对实
验探究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获取
信息能力等学科关键能力的考查，对
中学生物教学起到指引作用，有助于
推进素质教育发展。”命题专家指
出，针对一线教学中存在的对实验教
学重视不足等问题，高考生物试题继
续加强对实验探究能力的考查，助推
中学实验教学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使高三学生复习备
考方式相比往年有较大变化。命题专
家认为，2020 年高考生物试题在保
持试题风格和难度稳定的基础上，设
计上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同时合理控
制试题信息量、优化作答书写量，力
求体现人文关怀。

化学：聚焦学科主干，丰
富呈现形式

“2020 年高考化学试题精心选取
日常生活、环保、学术探索、实验探究
等情境素材，聚焦学科主干内容，丰富
信息呈现形式，突出关键能力考查，发
挥化学学科独特的育人功能，提升考
试评价的积极导向作用，发展学生的
学科核心素养。”命题专家介绍。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核

酸检测试剂、各种治疗药物以及大量的
病毒消杀剂均与化学科学密切相关。

“2020 年高考化学试题融入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增强立德树人的
时代性。”命题专家举例说，全国Ⅰ
卷第 7 题以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第七版） 中提
出的一些常用灭活病毒药品为素材，
考查有关化学知识。

同时，化学命题坚持呈现我国科
学家发表的前沿研究成果，在考查学
生化学知识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爱
国情怀。如全国Ⅱ卷第 35 题以我国
科学家研发的超强耐久性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为情境，考查核外电子结构、
杂化轨道类型、微粒间的作用力以及
作用力对物质熔点的影响、晶胞中原
子的相对位置关系和密度计算等。

命题专家介绍，化学试题命题聚
焦学科实践，对考生的信息
整理能力、辩证思维能力、语
言表达能力等关键能力进行
考核，体现了高考内容改革要
求。如理科综合 3 套试卷的化
学试题要求学生利用化学专业
术语准确表达思考结果，引导
学生在学习中培养语言表达能
力。如全国Ⅰ卷第 26 题分析加
过量氯化铵的原因、第 27 题阐释
检验电极活化反应完成的方法。

另外，在命题专家看来，聚焦
教学实际，落实素质教育要求，促
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也是 2020 年
高考化学命题的一大特色。

“今年高考命题基于化学学科特
点，坚持素养导向，选取真实情境
作为测试载体，将实际问题编制为试
题，全面考查学生利用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命题专家举例说，3
套全国卷的元素无机试题取材工业
生产实际，化学反应原理试题、物
质结构与性质试题、有机化学基础
试题均选自学术科研论文，考查
学生在真实情境下阐释催化
反应机理、分析物质转化流
程、判断适宜操作方法，
解决生产实际和科学研
究中问题的能力。
本报北京7月8日电

聚焦主干内容 凸显科学思维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解析2020年高考理科综合试题

本报记者 于珍 焦以璇 柴葳

“试题依托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进一步深化考试内容改革，加强
关键能力考查，体现时代性，确保公平
性，充分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服务选
才、引导教学的功能。”7 月 8 日下午，
2020 年高考英语开考。教育部考试中
心命题专家表示，英语全国卷命题严格
控制试卷难度，试卷质量不断提升，充分
体现了高考评价体系的要求，为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进高考综合
改革和高考考试内容改革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突出时代特征，促进全面
发展

“各套试卷选材围绕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自我三大主题全面考查英语综
合运用能力，取材广泛、体裁多样、体现时
代特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命题专家说。

全国Ⅰ卷语法填空语篇以“嫦娥四
号”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成功着陆为素材，
全国Ⅱ卷语法填空语篇讲述中国部分地
区在春节期间用竹子、橘树和梅花装饰
家居的传统风俗习惯，全国Ⅲ卷语法填
空语篇以秀美漓江为背景讲述中国历史
上一段有关人与自然和谐入画的故事。

“这些语篇向学生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成就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
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怀，
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命题专家解读
说。

命题专家介绍，在促进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方面，试题关注体育运动、倡导
健康运动理念，渗透美育知识、引导审美
情趣养成，树立劳动观念、宣传践行劳动
精神。例如全国Ⅰ卷阅读C篇介绍了竞
走运动及其与跑步的不同之处，全国Ⅲ
卷短文改错语篇讲述母亲关注家人健
康，全国Ⅰ卷阅读 B 篇阐述作者反复阅
读自己所喜爱书籍的感悟。

“这些语篇通过设置真实的语言情
境，引导学生关注体育运动、提高锻炼意
识、重视健康饮食，养成高尚的审美情趣
和良好的审美意识，在真实的生活体验
中感受劳动的辛苦和荣耀。”命题专家解
读说。

体现评价要求，强化关键
能力

命题专家介绍，基于高考评价体系
总体要求，试题以学科素养为导向，突出
对听力、阅读、写作等关键能力的考查；
改变相对固化的考查形式，促进学生发展学科素养，提高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一方面，以学科素养为导向，重点加强对阅读理解、应用写作、语言表达和
批判性思维等关键能力的考查。以强化阅读理解能力考查为例，各套试卷阅
读理解部分精选篇章，强化阅读理解能力考查。

另一方面，深化考试内容改革，创新试题呈现形式，稳步调整试卷结构，防
止试题形式固化，积极发挥引导中学英语教学的作用。“全国Ⅰ卷和全国Ⅱ卷
书面表达试题改变近年来常用的撰写书信或邮件形式，以命题作文形式结合
具体的语言活动情境考查语言表达能力。”命题专家说，此举旨在防止试题形
式固化，进一步创新试题呈现形式。

据介绍，基于高考评价体系，新高考英语试卷进行了重新设计，对试卷结
构、试题呈现方式、分值权重等均作了调整。增设的读后续写题型创造性地将

“阅读”与“写作”深度结合，能够有效考查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思维能力
和学习能力，充分体现了高考评价体系所倡导的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

稳定试卷难度，关注考查公平
“试题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考生群体的能力水平和实际情况，合理控制试卷

难度与试题区分度，关注试卷考查的公平性。”命题专家表示。
据介绍，维持试卷结构稳定、合理控制试卷难度，既要全面考查综合语言

运用能力，又要稳步提升试题命制质量。在试卷结构设计上，稳定维持多年以
来由听力、阅读理解、语言知识运用和写作4部分组成的试卷结构。通过恰当
的选材和巧妙的设问，以英语学科必备知识为基础，考查听、说、读、写等关键
能力，同时渗透对学生英语语言知识、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和学习能力等学科
素养的考查。同时，各套试卷所采用篇章材料的难度水平呈阶梯分布，材料难
度与往年基本持平。题目类型多样且难易搭配合理，考查要点覆盖面广，试卷
中的难、较难、较易和容易各难度层级试题比例维持稳定；通过创新选择题设
问方式及优化干扰项设置等方式，稳步提升试题质量。

“充分考虑高考延期的考情和各省份考生复习备考的学情，在稳定试卷结
构和控制试卷难度的基础上，体现时代性，确保公平性。”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
专家举例说，全国Ⅰ卷七选五语篇有关自我接受话题，倡导自尊自信，乐观向
上的人生态度；全国Ⅰ卷书面表达要求学生以身边值得尊敬和爱戴的人为题
写一篇短文，引导学生关注身边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物。“各套试卷中提到的不
愿对孩子撒谎的父亲、与岳母同住一栋楼房的年轻人、在海岛植树几十年的主
人公以及对顾客保持微笑的店员等人物形象都向学生传递着深深的暖意和满
满的正能量。” 本报北京7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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