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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铸魂育人，助力教育评价改革
——2021年全国高考试题评析

教育部考试中心

高考命题依托高考评价体系，
科学设计考试内容，有效鉴别学生
的思维品质和发展潜能，为科学选
才夯实基础。通过增强试题的开放
性，鼓励学生发散思维，引导创造
性思维的培养；紧密结合学科内
容，强化对关键能力的考查，提升
核心素养考查的有效性。在充分考
虑教情学情的基础上，命题总体保
持平稳，有利于学生稳定心态、发
挥水平。

1.增强试题开放性，深入
考查学生思维品质

2021年高考命题贯彻落实《总
体方案》要求，创新开放性考查方
式，从材料信息的丰富性、试题要
素的灵活性、问题解决路径的差异
性、答案的多样性等方面增强开放
性，为不同水平的学生提供发挥空
间，深入考查思维品质。

语文学科对名篇名句默写试题
进行创新，答案由唯一变为开放。
学生既可以根据课程标准推荐的古
诗文背诵篇目进行作答，也可以从
平时积累的古诗词中找到答案，考
查的重点由固定篇目的记忆理解转
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积
淀。比如，新高考 II 卷 （新课标
版）第17题第（3）小题以古代诗
人受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
叶下”的启发，创造出“落木”一
词以指代落叶为情境，学生答出含
有“落木”的古典诗词中的任何一
句均可。该题既兼顾了课堂学习的
内容，又给喜爱古诗词的学生提供
了更多的作答空间。

数学学科通过引入结构不良试
题等方式增强试题开放度。新高考
II卷第14题要求学生在理解函数性
质的基础上从抽象到具体构建出一
个函数，试题有多个答案，在考查
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方面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全国甲卷理科第18题给出
三个条件，要求学生选取其中两个
作为已知条件，另一个作为结论组
成一个命题，并证明命题成立。该
题共有三种不同的组合方案，给学
生充分的选择空间。学生构建命题
的方式，直接影响到解题的思维过
程，体现了不同的思考角度和方
向。

文综全国甲卷第42题引入“卫
所”概念，在特定的时空框架内创
设了包含政治、经济、民族、边防
等多重要素在内的复杂情境，要求
学生在明代疆域图中直接标示出卫
所集中分布的区域，并自主选择恰
当的时空尺度进行比较、分析、综
合，答案具有开放性。全国乙卷第
41题围绕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司
马迁的《史记》创设情境，设问分
别从“史家”“史书”“史学”入
手，采取开放式设计，引导学生深
入思考撰写史书应该包括的要素，
将认识从对具体史实的理解上升到
理论高度。全国乙卷第37题以巢湖
西岸圩田区从种植庄稼转变为发展
水产业为案例，呈现人湖关系协调
发展两个不同的方案，要求选择其
一作答，引导学生开放思路和视
角。理综乙卷第29题要求设计实验
验证植物在干旱环境中特殊的CO2

固定方式，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实验
思路，答案具有开放性，深入考查
学生设计实验方案的能力。

2.加强关键能力考查，有
效鉴别学生发展潜质

关键能力是支撑学生未来长远
发展和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是培
育核心价值、发展学科素养所必须
具备的基础。2021年高考进一步深
化对信息整理、应用写作、语言表
达、逻辑推理、辩证思维等关键能
力的考查，提升关键能力考查的有
效性。

试题通过图像、表格等方式提
供丰富的数据信息，深入考查学生
信息整理能力。如理综全国
乙卷第28题巧妙地将两个

反应平衡常数的对数与温度的倒数
绘制成线性关系图，要求学生由图
中信息获取平衡常数与温度的内在
关系。文综全国乙卷第25题给出
西汉末和东汉中期不同地区的民
户数量，要求学生分析数据变化
所呈现的社会发展趋势，引导学
生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对史料去
伪存真、去粗取精，形成新的合
理判断和客观评价。

通过创设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
情境，强化应用写作和语言表达能
力的考查。如语文全国乙卷作文以
“‘弓矢的’的智慧启示”为主
题，要求学生从自身实际出发，多
角度思考这一主题给当代青年的启
示。全国乙卷语用题给出一段关于
水果含糖量和糖尿病人正确食物摄
取的语料，设计了一道补写试题和
一道概述文段内容试题，都要求学
生回到材料提供的语境中思考，这
样的方式很好地综合考查了学生的
应用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英语全
国乙卷要求学生以“Be smart
online learners”为题写一篇发言
稿，任务情境更加贴近真实生活，
提升考查应用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
的有效性。

通过呈现多维度、多角度、立
体化的素材，加强对学生逻辑推理
和辩证思维能力的考查。如理综全
国乙卷第6题，要求运用遗传规律
判断多对等位基因杂合体测交子代
的性状及分离比，对学生逻辑推理
的缜密性要求较高。全国乙卷第26
题利用从炼铁高钛炉渣回收钛、
铝、镁的真实工业生产工艺流程，
考查学生的综合分析和逻辑推理能
力。文综全国乙卷第47题引用不同
时期史料和不同评价者对于五代时
期“长乐老”冯道的评价，这些评
价有自评，有他评，评价的角度和
所持的标准都各不相同，体现了历
史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深入考查学
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3.保持命题总体稳定，利
于学生发挥水平

2021年高考命题在充分调研、
科学分析学情考情的基础上，综合
考虑试题情境的新颖性、思维的层
次性、计算的复杂性、设问的开放
性，采取了更为科学、稳妥、细致
的设计策略，各卷种命题风格、结
构、题型、题量、难度与去年保持
总体稳定，有利于学生稳定心态，
发挥水平，有效检测学生的能力素
养。

2021年高考命题深化基础性，
创新题型设计，设置真实问题情
境，加强关键能力考查，引导教学
遵循教育规律，减少死记硬背和

“机械刷题”现象，有助于高中课程
改革和育人方式改革平稳推进。

科学设计考试，发挥高考选才功能

2021年高考命题全面融入立德树
人，有机结合党史内容，持续深化体、
美、劳考查，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助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全面融入立德树人，不断增
强“四个自信”

2021年高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
学生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
润心，加强道德修养，明辨是非曲直，
增强自我定力，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
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度入题，引导学生领会其精神实质
和丰富内涵。文综全国甲卷第23题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相互关
系的重要论述为材料，引导学生思考一
切从实际出发、把握事物本质联系等哲
学道理，深入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
述中蕴含的哲学方法论和战略眼光。文
综全国甲卷第40题围绕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形成、创新性的理论内涵、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引领作用组织材
料，有助于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
真理性和重大实践意义，增强“四个自
信”。

强化对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品德
修养、奋斗精神等的考查，引导学生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综全
国甲卷第29题通过党的早期领导人蔡
和森对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关系
的论述，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发生

的必然性，彰显革命先烈对马克思主义
的坚定信仰。文综全国乙卷第20题以
电影《夺冠》为背景，启发学生深刻认
识到反映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能够增强
人的精神力量，学习领悟中国女排祖国
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的精神面貌。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充
分发挥文化铸魂育人功能。语文试题取
材古代文化典籍，让学生体味、理解传
统文化，感受经典的魅力。语文全国乙
卷和新高考I卷中的文言文阅读材料选
取《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中
的不同段落，引导学生感悟古代重视民
生、强调法治、君明臣直、上下同心的
优良传统；新高考II卷作文“写字与做
人”，文字内容语带双关，借“写字”
喻“做人”，引导学生对材料中蕴含的
传统文化精神进行“有鉴别的对待、有
扬弃的继承”，体现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的正确态度。英语全国甲卷作文以学
校举办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班会为
情境，要求学生写邮件给外国朋友了解
哪些中国传统文化更吸引外国友人，浸
润式的情境设置方式引导学生加强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2.巧妙结合党史内容，引导学
生听党话跟党走

2021年高考注重呈现百年间中国
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
就，巧妙结合相关学科党史内容，通过试
题用党史教育学生、启迪学生，引导学生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把高考打造成助力
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

文综全国乙卷第40题以毛泽东提
出“两个务必”重要思想和关于进京

“赶考”的谈话为材料，设置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要永葆“赶考”的清醒、如何
理解“两个务必”、青年如何在人生考
试中交出合格答卷等问题，引导学生正
确认识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的密码，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文综全国乙卷第42题呈现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部分重要会议，
要求学生任选两次会议，分析其间中国
共产党的发展及原因，引导学生在作答
过程中认识到，我们党从一个完全新式、
弱小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成为领导中国
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政党，纯洁初心和
崇高信仰是党带领人民不断创造奇迹的
精神支柱。语文全国甲卷作文“可为与
有为”将党的节日、党的歌曲、党的文学、
革命烈士、时代榜样等学生所熟悉的主
题巧妙融入写作要求，引导学生深刻领
会党的历史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无私
奉献、顽强拼搏的历史，启发他们从党
史故事中深化对党的精神谱系的认识。

3.持续深化体美劳考查，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改革学生
评价，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
求。高考各科在总结以往体美劳教育考
查与引导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体美
劳素材中蕴含的育人价值，在考查内容
上更加贴近学生实际，考查形式上更为
丰富多样，将对体美劳教育的引导与考
查内容、考查要求、考查情境有机融
合，自然呈现于试题当中，以达到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试题通过优化素材选取和情境设
置，加强对体育精神的培育和引导，增
强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和参与的积极
性。语文新高考I卷作文素材节选自毛
泽东 1917 年在 《新青年》 上发表的

《体育之研究》，通过“体育之效，强弱
之变”表现体育与身体强弱的关系，引
导社会重视体育，关注青少年身体健
康，引导学生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
炼意志。理综全国乙卷第24题以运动
员拍篮球创设情境，考查学生对动能、
功等基本概念和规律的理解与应用，引
导学生了解体育中蕴含的科学规律，提
升对体育运动的兴趣。

通过挖掘和运用人类历史上优秀艺
术作品中蕴含的美，加强对审美的考查
引导，助力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和培养健
康向上的审美情趣。语文新高考I卷现
代文阅读选取朱光潜和钱锺书讨论美学
领域中“诗画异质”问题的两段材料，
让学生在阅读思考过程中得到审美熏陶
和浸润。新高考II卷的语用题选取介绍
齐白石表现“蛙声十里出山泉”画作的
材料，展现中国画化静为动、以意境取
胜的特点，启发学生领会画家的艺术匠
心。英语全国甲卷阅读试题通过选取风
景艺术摄影大赛的两个作品，介绍作品
的创作过程、艺术价值等，引导学生在
阅读过程中涵养审美能力。

通过联系劳动的真实情境和考查劳
动中蕴含的科学原理，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培养热爱劳动的习
惯。文综全国甲卷第21题以“90后”
钳工小曹扎根车间刻苦钻研，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技术能手”
称号的先进事迹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深
刻认识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
重要价值。理综全国甲卷第32题以研
究甜瓜性状遗传的特点为情境，考查学
生对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的理解及
在生产实践中的运用，凸显科学理论在
提高劳动效率、创新劳动方式中的价
值。英语新高考I卷短文续写试题选取
在母亲节为母亲做早饭的语篇，要求基
于文章内容进行续写，引导学生在实际
生活中积极参与劳动、热爱劳动。

落实立德树人，加强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查

高考命题注重与中学教学的衔接，
进一步丰富基础性的内涵，拓展基础性
考查的途径，凸显基本概念、基本规律
和基本原理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助力中
学课程标准的全面实施。通过创新题型
设计和考查方法，强调融会贯通，引导
中学教学不断提高课程实施水平。通过
真实情境的设计再现学科理论学习和生
产生活的场景，让学生运用必备知识和
关键能力解决实际问题，体会课堂所学
内容的应用价值，激发学习兴趣，为促
进终身发展努力学习。

1.深化基础性，引导教学回归
课程标准

2021年高考进一步深化基础性，
突出对学科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内容
的考查，强化对基础知识的深入理解和
综合运用，引导学生重视对学科理论本
质属性和内在联系的深刻理解与充分掌
握，引导中学通过深化基础知识教学培
养学生的能力素养。

强调对基础知识的深刻理解和运
用，引导教学回归课标、回归教材。理
综全国甲卷第1题以人体内有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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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综全国甲卷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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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
对基本实验技能的考查，这些实验均是

课程标准和教材中的重要实验，通过考
查引导中学教学做好基础性实验，培养
学生扎实的实验技能。

历史试题对高中阶段历史概念的考
查并不是直接考查概念定义，而是以课
程标准为依据，主要从政治制度、经济和
社会发展、思想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
展开，通过情境创设融合概念要义，注意
对同类概念的比较辨析和不同概念掌握
程度的测量与评价。如文综全国乙卷第
24题以分封制为主题考查唯物史观，
学生须在准确理解分封制概念的基础上
作答；第 26题考查宋代四民社会结
构，要求学生在深刻理解特定时代社会
结构的基础上加深对概念的掌握。

2.创新题型设计，引导教学注
重融会贯通

2021 年高考进一步优化试卷结
构，创新题型设计，运用不同的情境呈
现方式、试题设问方式，创新能力考查
方式方法，增强试题的多样性、灵活
性，引导中学教学重视在基础知识深层
次理解基础上的融会贯通，减少死记硬
背和“机械刷题”现象。

进一步优化试卷结构，创设新题
型，增强试题的多样性。在试卷结构
上，语文学科的语用题全部取消了单题
考查形式，配合材料设计成组问题，形
成相互联系的考查内容，凸显了考查的
实用性、整体性和针对性。在题型设计

上，语文现代文阅读增加了主观性试
题，且开放性进一步增强。如新高考
II卷第5题，针对互联网上有年轻人为
炫耀技术故意在网络中植入病毒的现
象，要求学生结合材料发表自己的看
法，这样的设问让学生更深入地领会
文章的要旨。英语学科拓宽应用文写
作文体，更新试题呈现形式。全国乙卷
要求学生写一篇发言稿，新高考I、II
卷要求学生在英文报庆祝创刊十周年之
际写一篇短文投稿，试题形式更加灵
活，能够更好考查学生融会贯通的语言
表达能力。

通过改进试题呈现形式，丰富试题
设问方式，增强试题考查的灵活性。文
综全国乙卷第44题，以科研团队对青
藏铁路某风沙活动路段两侧的调查为材
料，采用翔实的数据再现真实研究过
程，要求学生自己总结结论并进行论
证，有效考查学生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
的能力，克服了封闭式设问和唯一答案
对学生思维的束缚。理综全国乙卷第
35题考查NH3、H2O、PH3空间结构和相
应的键角关系，并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
键角以及中心原子杂化类型，而是给出
空间结构图，要求学生根据物质结构理
论进行分析。

3.构建真实试题情境，助力教
学培育核心素养

2021年高考试题联系学生的学习

和生活实际，创设真实的学习探索情境
和日常生活情境，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具体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引导学生关心日常生活、生产活动
中蕴含的实际问题，助力核心素养的落
实。

试题拓宽素材范围，广泛选取社会
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创设试题情
境。如数学全国乙卷文、理科第 17
题，以芯片生产中的刻蚀速率为原型，
设计了概率统计的应用问题；全国甲卷
理科第4题以社会普遍关注的青少年视
力问题为背景设计试题。理综全国乙卷
第7题以碳中和为情境，考查如何利用
化学技术减少二氧化碳。

科学研究、科技进步也是重要的情
境载体。数学新高考II卷第21题以微
生物为背景，研究该微生物繁殖若干
代后长期存在的条件或最终消亡的原
因。试题情境取材于生命科学中的真
实问题，有机融入数学建模、数据分
析等数学核心素养与思想方法。理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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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题以病原体快速
检测的基本原理设计情境，考查PCR
技术用于临床的病原菌检测的过程和
原理，引导学生理解生物科学知识与
社会的密切联系。全国乙卷第11题以
我国嫦娥五号探测器带回的月球土壤
成分分析为背景，考查元素周期律相
关内容。

加强考教衔接，促进素质教育发展

6月9日，考生在考试结束后跑
出湖南省长沙市一中考点。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 摄

6月7日，在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考点，考生信心满满走向考场。 本报记者 单艺伟 摄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 立 100 周 年 ， 是 落 实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
体方案》） 的开局之年。
高考命题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坚持对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引导，深
化 基 础 性 ， 优 化 情 境 设
计，强化关键能力考查，
加强考教衔接，推进教育
评价改革，充分发挥高考
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
用，促进素质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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