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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

历史
一尧指导思想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袁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和价值导向遥
历史考试突出体现学科育人功能袁
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 历 史的 发 展与 变
化袁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试题袁 贯彻并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遥
2.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袁提供发挥空
间遥
确立为考生搭建展示平台的激励式
命题理念袁 提供多种类型的材料和充分
的历史信息袁 帮助不同个性特点的学生
答题袁 既能反映出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能
力水平袁 又为学生未来学习预留足够的
发展空间遥
部分题目可选做袁 为不同兴趣和能
力特长的学生提供机会袁 有利于学生更
好地发挥优势曰部分设问具有开放性袁让
不同认知水平的学生都有发挥空间袁鼓
励学生多角度尧 创造性地思考和解决问
题遥
3. 突出学科主干知识和对学生终身
发展有益的内容遥
立足主干知识袁以重要的历史概念尧

历史事件尧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等作为主要内容袁体现学科知识的基本
结构框架袁突出对必备知识和基本方法
的掌握与应用遥考查学生在义务教育阶
段的学习积累袁 选材 范 围突 出 首都 特
色袁 加强与学生 生活 和 社会 实 际的 联
系袁体现五个野考出来冶的命题指导思
想遥

二尧主要内容说明
1.2018 年历史学科叶考试说明曳确定
了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渊2011 年版冤曳
规定的野课程目标冶与野课程内容冶为考试
范围袁 明确指出了具体的能力要求和考
试内容袁 通过参考样题来体现命题指导
思想和考查目的遥
2.试卷满分为 90 分袁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遥 试卷中中国古代史尧 中国近现代
史尧 世界史内容所占比例分别为 35%袁
35%和 30%曰 题型及分数分配为选择题
45 分袁材料分析题 45 分曰试卷总体难度
适当遥
3.在能力要求方面强调多层次尧多角
度考查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袁 核心是在
具体时空条件下认识历史事物的能力袁
分析尧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遥

思想品德
4.参考样题蕴含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袁充分挖掘国家统一尧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尧 国家疆域和主权等考试内容的教
育功能袁 注重体现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
和现实意义袁 彰显历史学科的价值引领
和人文情怀袁 强化试题的育人导向和教
育功能遥
5.凸显学科特色袁强调重证据的历
史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遥 包括了
解史料的种类袁区分史料和观点袁能通过
史料提炼观点袁 也能用史实对观点进行
说明遥 参考样题通过内涵丰富的材料创
设新情境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袁考查学
生对史料的解读和获取信息的能力袁以
及运用所学知识袁 从历史视角分析问题
的能力遥
6.参考样题涉及的内容宽广袁素材的
选取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袁 突出历史与
现实相结合尧书本与生活相结合尧国情与
世界相结合遥 部分试题的设计背景体现
综合社会实践活动袁 关注学生在活动中
的实际获得遥
7.注重历史阅读袁参考样题有一定的
文字量袁考查学生通过阅读尧思考尧作答
过程而形成较为完整的思维能力袁 考查
学生获取知识的思维过程袁 避免简单答
案的再认再现遥

一尧指导思想
1.坚持立德树人袁提升试题的思想
性和教育功能遥
把野培养什么人尧怎样培养人冶作为
核心要义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题目当中袁
将政治认同和社会责任感渗透于整
个试卷中袁潜移默化引导学生的思想
认识袁 凸显思想品德学科的思想性尧
人文性尧实践性和综合性的要求遥
2. 确立为考生搭建展示平台的激
励命题理念遥
试题要为每一名学生搭建展示九
年学习成果的平台袁 以释放学生的才
智尧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遥试题要野搭台
子冶袁考学生的野强项冶遥试题的设计要使
每一个学生都能尽其所能袁 有所回答遥
试题的区分不在于题目难度袁而在于学
生认识的深浅尧思维的强弱和知识面的
宽窄遥
3.注重基础袁宽广融通遥
注重对基础知识尧基本技能尧基本
思想和基本能力的考查遥 选材范围广
泛袁突出首都特色袁贴近生活袁注重实
践遥 在命制中体现出 野五个考出来冶和
野三个注重冶遥

二尧主要内容说明

地理

一尧指导思想
1.坚持立德树人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尧创新与实践能
力以及地理学科人地协调观念等方面袁
全面考查学生的学科素养遥
2.注重基础袁宽广融通遥 注重对基础
知识尧基本技能尧基本思想和基本能力的
考查遥 选材范围贴近生活袁注重实践袁体
现利用所学知识解释尧 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袁强调通过图文阅读获取尧解读地
理信息并解决地理问题遥
3. 贯彻以学生为中心尧有利于学生发展
的理念袁为每一位学生搭建展示九年学习成
果的平台袁释放学生才智尧促进学生的健
康成长遥
4.切实发挥地理考试对深化课堂教学
改革的积极引导作用袁落实学习对生活有
用的地理尧 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
的课程理念袁 促进构建着眼于学生创新
意识和实践 能力 培 养的 开 放的 地 理课
程遥

二尧主要内容说明
1.叶考试说明曳包括考试范围尧考试内

容和要求尧 试卷结构和参考样题四部分
内容遥 以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渊2011
年版冤曳为依据袁阐释考查的目标与要求
和具体的考查内容遥
2.考查目标关注学科能力尧突出学科
特色尧体现学科素养遥
地理学科考查目标以课程总目标为
依据进行定位袁全面考查学科基础知识尧
基本技能尧 基本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水平
以及学科观念的形成状况袁 考查目标是
一个包含学科知识和技能尧过程与方法尧
情感尧态度和价值观的有机整体遥
地理学科突出对学科能力的考查袁
主要包括运用学科工具尧 方法获取和解
读地理信息的能力袁 从地理要素相互作
用的角度认识地理事物和现象的能力袁
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的角度认识和归纳区
域特征的能力袁 从人地协调观的角度分
析和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遥 能力考查关
注的主要方面是地理基本技能尧 方法和
学科工具的运用袁 对地理环境的认识方
法及学科视角的形成状况袁 突出地理学
科的综合性和地域性特点曰 关注自然与
社会的态度以及人地协调观念的养成状
况袁 重点指向学科特有的必备品格与关
键能力遥
3. 依据地理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标

准确定考查标准遥
依据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渊2011
年版冤曳的理念和精神袁地理学科考查要
求分三个层级袁分别是识别与描述尧说明
与归纳尧分析与应用袁每个层级都以运用
地图尧数据尧文字等资料为基础袁关注学
科基本能力遥
4.考查要求体现学业标准层级尧关注
学科能力发展遥
识别与描述的能力要求主要是学生
能够再认或回忆知识曰识别尧辨认事实或
证据曰描述对象的基本特征遥 对于要求识
别尧描述尧说出的内容袁重在考查学生用
地理方法和语言的表述能力遥
说明 与 归 纳 的 能 力 要 求 主 要 是 学
生能够把握知识之间内在逻辑联系曰与
已有知识建立联系曰进行解释尧推断尧区
分尧归纳等遥 对于要求说明尧归纳尧比较
等的内容袁重在考查学生对地理知识的
理解与运用的水平和进步状况遥
分析与应用的能力要求主要是学生
能够在新的情境中使用地理概念尧原则袁
进行总结尧推广袁建立不同情境下的合理
联系遥 对于要求分析尧评价的内容袁重在
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生活实际袁 将相
关地理知识 迁 移到 具 体情 境 之中 的 能
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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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注课程要求袁突出学科特色袁
体现学科素养遥
以初中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为基
础 袁 适应 初 中 学 生 的 成 长 需 要 袁 贯 彻
思想品德课程的思想性尧 人文性尧实
践性和综合性的要求袁考查学生在正
确认识和处理自我成长尧我与他人和
集体尧我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表现
出 来 的道 德 品 质 尧 健 康 心 理 尧 法 治 观
念尧参与意识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2.关注学科能力发展袁体现考查要
求遥
观点理解力的考查袁重在评价学生
识别学科信息或观点袁 描述学科观点袁
论证学科观点袁 表现出政治认同的水
平遥 分析运用力的考查袁重在评价学生
运用学科观点解释生活情境袁 甄别尧探
究问题袁 审视和反思不同态度和立场袁
作出价值澄清的水平遥实践参与力的考
查袁重在评价学生针对问题情境袁基于
道德与法治要求袁作出行为选择袁提出
建议尧方案的水平遥
3.贯彻以学生为中心袁有利于学生
发展的测评理念遥
注重从学生实际出发袁 关注社会袁
突出首都特色袁注重实践要求遥 面向学
生九年学习过程和积淀袁注重对思维过
程和思想方法的考查遥拓展试题资源的
宽度和广度袁发挥情境在能力考查中的
作用袁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遥 设
置选择性尧开放性的试题袁让不同特点
的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袁获得成就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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