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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下午，2021年高考
英语开考。今年英语试题命题
有什么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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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介绍，今年高考英语全国卷贯
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坚持“方
向是核心，平稳是关键”的原
则，依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
准和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深
化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引导，强调关键能力考查，引
导教学回归教材，稳步推进高
考考试内容改革，充分发挥高

考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

落实立德树人，引导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各套试卷围绕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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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体
现考试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引导作用，加强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考查，充分发挥
文化铸魂育人功能。”教育部考
试中心命题专家表示。

今年试题融入中华文化，
坚定学生“四个自信”。例如，

全国甲卷语法填空语篇以游客
在西安古城墙骑行的角度，介
绍城墙景物和文化；新高考 I 卷
语法填空语篇介绍游览黄山美
景的经历。

“这些语篇和情境设置以
浸润的方式引导学生加强对中
国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认同，通过讲述中国故
事倡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引 导 学 生 坚 定‘ 四 个 自
信’。”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
家表示。

进一步落实“五育并举”的
命题思路，今年试题在篇章选
择和作文情境设计方面，优化各
套试卷体现体育、美育和劳动教

育引导的篇章布局。例如，在体
育方面，全国甲卷听力部分选取
了有关谈论网球运动的材料，阅
读部分选取了滑板运动引发人
生感悟的语篇。在美育方面，全
国甲卷选取了介绍摄影大赛及
相关作品的语篇。在劳动教育
方面，全国乙卷选取了有关做家
务益处的语篇。

夯实全面发展基础，
持续强化关键能力考查

“按照高考评价体系总体
要求，英语科优化情境设计，加
强阅读理解和书面表达等关键
能力考查；强调语言学习基础

的重要性，增强试题开放性和
灵活性，引导学生夯实全面发
展的基础。”教育部考试中心命
题专家表示。

今年试题深入考查关键能
力，通过扩大选材范围和材料
类型，精心设计试题，提高考查
高阶思维能力试题的比例，进
一步强化阅读理解能力考查。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介绍，高考英语考查阅读理解
能力均在语篇层次上进行，重
视对语篇的精细阅读，尤其强
调对文章整体结构和关键信息
的理解。新高考英语试卷通过
提高阅读理解试题的分值与比
重，进一步强化阅读理解能力
考查，引导中学英语教学关注
和重视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和
提高。

稳定试卷结构和难
度，提升命题质量

“试卷在命题过程中充分
考虑不同区域学生群体的能力

水平和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合理控制试合理控制试
卷难度与试题区分度卷难度与试题区分度，助力高
考综合改革顺利实施。”教育部
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表示。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介绍，试卷结构保持稳定，以考
查英语学科必备知识为基础，
考 查 听、说、读、写 等 关 键 能
力。在试卷结构设计上，稳定
维 持 多 年 的 由 听 力 、阅 读 理
解、语言知识运用和写作四部
分组成的试卷结构。

针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实
施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的不同进度，
高考英语科分别命制了适用于
新旧课程标准的不同种类和不
同版本的试卷，精准匹配各高
考综合改革省份的高中英语教
学实际情况和学生水平，助力
高考综合改革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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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介绍，
题目类型多样且难易搭配合类型多样且难易搭配合

理理，，考查要点覆盖面广考查要点覆盖面广，，试卷试卷
中各难度层级试题比例稳定中各难度层级试题比例稳定；；
通过创新选择题设问方式及合通过创新选择题设问方式及合
理设置选项等方式理设置选项等方式，，进一步提进一步提
升试题质量升试题质量。。

在材料难度方面，试卷遵
循课标要求，注意话题选择的
适切度和语篇语言难度。听力
部分的录音材料既涵盖学生十
分熟悉的日常话题，也包括一
些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在阅读
理解部分，既有相对易读的文
章，也有较高难度的科普议论
性文章。

在语篇语言难度方面，试
卷在坚持保留原语篇文本基本
风格的前提下，尽力减少过多
文化背景、生词、长难句等因
素的影响，使文本行文流畅、
表达清楚。在写作部分，短文
续写的材料内容贴近日常生
活，情节简单清楚，语言通俗
易懂，考生不仅能够读得懂、
还可以产生共鸣与联想，从而
写出恰当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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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关键能力 引导全面发展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评析2021年高考英语试题

本报记者 焦以璇

今 年
高 考 化 学 命

题有哪些特点？
释放了哪些教改信

号？考试结束后，教育
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对化

学试题进行了评析。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表示：“2021年高考化学命题坚
持稳中求进的总体原则，持续稳
妥推进高考考试内容改革。试
题充分发挥化学特点，精选试题
情境，弘扬学科核心价值，创新
呈现形式，优化设问方式，聚焦
学科核心素养，突出考查关键能
力，助力基础教育改革和高考综
合改革稳步推进。”

加强价值引领，坚持
立德树人

“ 在 2030 年 前 实 现 碳 中
和、2060 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
标 ”是 我 国 对 世 界 的 庄 严 承
诺。我国化学科研工作者在二
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转化和利
用、清洁新能源开发方面做了
大量研究工作。

此次全国化学乙卷第 7 题
就以碳中和为情境，考查如何
利用化学技术减少二氧化碳。
全国化学甲卷第 28 题和第 35
题以被形象地称为“液态阳光”
计划的全球首套千吨级太阳能
燃料合成项目为情境，展示我

国科学家在绿色发展和清洁能
源开发利用的创新成果的同
时，试题选择硅晶体、甲醇合
成、二氧化碳结构以及我国科
学家研发的、高选择性的金属
氧化催化剂等为考查载体，多
层次、多方位考查化学原理和
物质结构理论。

“2021 年高考化学试题聚
焦基础化学理论和化学工程技
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大贡献，精心创设问题情境，既
引导学生关注化学对国家科
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又
深化了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基
本原理的应用以及综合分析问
题能力的考查，培育学生正确

的价值观。”教育部考试中心命
题专家说。

考查关键能力，全面
科学选拔

信息获取与加工是整个化
学学科能力发展的基础。此次
高考化学试题通过表格、图像
等方式提供丰富的数据信息，
深入考查学生信息整理能力。

“此外，试题通过创设复杂
的问题情境，加强对学生逻辑
推理能力的考查。”教育部考试
中心命题专家说。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表示，今年高考化学试题在往
年的基础上，继续探索通过数

据图的形式向学生提供丰富的
信息，让学生通过化学反应原
理分析数据曲线代表的物理量
之间的关系，考查学生利用数
据进行归纳论证的能力。

“2021 年高考化学试题立
足化学科学特点，注重选取新材
料、新药物、新催化技术等真实
情境，呈现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进一步深化对信息获取加
工、逻辑推理、归纳论证思维等
关键能力的考查，提升对学科核
心素养考查的有效性。”教育部
考试中心命题专家总结道。

加强考教衔接，以考
促教促学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表示，从 2021 年高考化学试题
来看，试题密切关注课程标准
中的学业要求和中学教学实
际，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保障基础性，
增强灵活性，充分发挥高考命
题积极导向作用。

“一是夯实学科基础知识，

倡导教学回归基础。”教育部考
试中心命题专家表示，试题对
基础知识的考查，能有效地鉴
别学生对学科基础的掌握程
度，引导中学教学遵循教育教
学规律，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和
教材进行教学。

“ 二 是 创 新 试 题 呈 现 方
式，鼓励学生理性学习。”教
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认为，
试题转变呈现方式和考查思
路，使考生能由浅入深、由表
及里地分析和解决问题，鼓励
学生理性学习。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介绍，今年化学试题增加基础
题数量，每套试卷只保留两道
具有一定难度和选拔功能的试
题，并且试题减少情境陌生度
和计算量，对于较为复杂的数
据计算，在设计试题时注重考
查原理。“这体现了高考试题科
学调控试题难度，引导落实改
革理念。”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
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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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学科素养 强化基础考查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评析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评析20212021年高考化学试题年高考化学试题

本报记者 梁丹

今年高考物理命题上有哪
些特点？释放了什么教改信
号？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对此进行了评析。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介绍，2021 年高考物理贯彻
落实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 要求，依托
高考评价体系，强化基础性
考查，优化情境设计，增强
试题灵活性，深化关键能力
考查，充分发挥高考命题的
育 人 功 能 和 积 极 导 向 作 用 ，
引 导 教 学 减 少 死 记 硬 背 和

“机械刷题”的现象，助力高
中育人方式改革。

强化基础性考查，引
导教学回归课标和教材

2021年高考物理以高考评
价体系为依托，进一步丰富基
础性考查的内涵，拓展考查的
方式方法。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介绍，2021年高考物理依据课
程标准，贴近中学物理教学实
际，创设典型的问题情境，考
查学生对基本物理概念、物理

规律的理解和掌握，引导教学
遵循教育规律，回归课程标准
和教材，注重概念和规律的形
成过程，引导学生加强对基础
内容的融会贯通，促进学生物
理观念的形成和深化。

今年物理试题还突出对基
础实验的考查。比如，全国甲
卷第23题探究小灯泡的伏安特
性、全国乙卷第23题测量电池
的电动势和内阻，这些实验均
是教材中的基础实验。教育部
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解释，加强
基础实验的考查，有利于考教

衔接，引导中学教学认真开展
基础性实验，注重培养学生扎
实的实验能力。

创设真实问题情境，
引导学生加强学以致用

今年高考物理加强理论联
系 实 际 ， 设 计 与 生 产 实 践 、
体育运动、科技前沿等方面
紧密联系的实际情境，考查
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物理知识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
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引导
学生注重学以致用，在真实
问题的解决中促进物理学科
核心素养的达成。

比如，全国甲卷第18题以
执行我国火星探测任务的天问
一号探测器进入环绕火星椭圆
形停泊轨道为情境，考查学生
运用开普勒第三定律等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
拓展学科视野，关注国家科技

进展，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
感。

增强试题的灵活性，
引导学生培养关键能力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介绍，今年高考物理通过丰富
试题的呈现形式、设置新颖的
问题角度等方式，增强试题的
灵活性，考查学生推理能力、
分析综合能力、应用数学处理
物理问题的能力等，引导学生
培养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提
高人才选拔质量。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举例，全国甲卷第16题提供了
一根无限长通电直导线所产生
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与距离的关
系，考查学生利用所学的叠加
原理解决此新信息中的问题，
对学生的迁移能力有一定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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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综合能力 加强学以致用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评析2021年高考物理试题

本报记者 刘博智

今年高考生物命题有哪些
特点？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
家对此进行了评析。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认为，2021 年高考生物进一步
深化考试内容改革，注重发挥
生物学科的育人功能。试题立
足学科本质，精心创设问题情
境，延续近年试题风格，以稳为

主、稳中有进；关注学情变化，
引导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和发
展，助力高考综合改革和高中
课程改革平稳推进。

铸魂育人，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认为，今年生物试题注重发挥

生物学科的育人功能，主要体
现在四个方面，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强调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渗透生态
文明理念；关注社会民生热点
问题，体现生物学科价值；联系
生产生活实践应用，树立科学
劳动观念。

生物学与生产生活紧密相
联，源于生活、用于生
活。在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全球的态势下，中

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抗疫成
绩，精准快速的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技术功不可没。全国甲卷
第 38 题以当前疫情防控等社
会民生热点问题为情境，围绕
PCR 技术在病原微生物感染诊
断中的应用，体现 PCR 在诊断
检测中快速、准确的优势，引导
学生树立运用所学知识和能力
解决实际问题的自觉意识，同
时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发展、社
会民生问题，凸显社会责任意
识与个人担当。

科学选才，深化关键
能力考查

今年高考生物立足理解能
力的考查，检测学生对学科基
本概念的掌握水平，既符合教
学规律，又满足高考的选拔要
求。全国甲卷第 1 题围绕人体
内有重要功能的酶、抗体、激
素、核酸等化合物，考查学生对
不同生物分子结构和功能特点
的比较与综合。教育部考试中
心命题专家认为，这些试题紧
密围绕生物学基本概念的理解
进行综合考查，加强考查力度，
旨在引导教学立足学科基础、
强化概念认知、依循教育规律，
以有效开展教学。

今年高考生物着力于实验
探究能力的考查，既满足高校
选材的要求，也体现中学生物
学教学的培育目标。全国乙卷

第 38 题要求给出利用质粒载
体上抗生素抗性基因筛选目标
菌株的方法，直接指向实验实
际操作的考查。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
认为，高考生物在真实问题情
境中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有助于选拔具有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的学生。

科学施策，发挥积极
导向作用

今年高考生物试题蓝图设
计以稳定为首要原则，在试卷
结构形式、内容组织、难度结
构、设问方式等维度保持基本
稳定，使考生能够顺利作答、展
现真实水平，体现高考的人文
关怀。试题设计稳中有新，试
题素材选取注重弘扬传统文
化、引领核心价值，发挥生物学
科的育人功能；深化关键能力

考查维度，分层设计，以全方位
考查能力表现水平。

高考生物灵活转变考查思
路与切入点，减少“机械刷题”
收益，引导考生讲求正确的学
习方法。创设新颖问题情境，
引导考生思考解决新问题，如
全国甲卷第 30 题对基因在染
色体上位置的研究方案考查样
品制备、试剂作用、操作目的等
问题，全国乙卷第 30 题要求根
据所给的种间竞争相关信息判
断竞争结果或原因分析，并概
括归纳出竞争的结果。

高考生物试题综合考量多
方因素，科学制定考试难度目
标，确保梯度选材功能发挥；充
分考虑考生作答感受，延续近
年试题风格，保持考生作答的
亲切感；做好改革衔接，助力高
考改革平稳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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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问题情境 发挥育人功能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评析2021年高考生物试题

本报记者 刘博智

上图 6 月 7 日，在河
北 省 涿 鹿 县 涿 鹿 中 学 考
点，考生摆出胜利的手势。

本报记者 修伯明 摄

下图 6 月 8 日，在宁夏银
川市第二中学考点，家人为考
生送上鲜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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