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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高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修订

用好叶考试说明曳
助力高考复习
2018 年 高 考 北 京 卷
叶考试说明曳本周与考生见
面遥 叶考试说明曳是考生了
解高考考什么尧 考到什么
程度尧 怎么考的纲领性文
件遥 了解了这些袁考生才能
明确复习什么尧 复习到什
么程度尧怎么答题袁才能为
高考复习助力遥
叶考试说明曳中划定了
考试范围袁 明确了考查能
力袁即考什么遥 考生复习就
要紧紧围绕这些展开遥 考
试范围和能力要求就是让
考生复习有边界袁 即解决
了考生复习什么知识尧提

升什么能力的问题遥 比如袁
语文学科将叶论语曳纳入经
典阅读考查范围袁 考生就
要将 叶论语曳 纳入备考范
围遥 大纲中要求的知识和
能力袁 是考生复习的用力
点遥
叶考试说明曳中明确了
考试要求袁 即考到什么程
度遥 是识记尧理解尧分析综
合袁还是表达应用及评价曰
是了解尧理解尧掌握袁还是
灵活和综合运用等袁 各学
科都有明确要求遥 比如袁有
的知识点要求识记袁 有的
知识点要求灵活和综合运

用遥 对知识尧能力的要求不
同袁 考生复习时要花费的
时间尧精力也不同袁这也就
是复习到什么程度的问
题遥
叶考试说明曳中明确了
试题类型袁并附有样题袁即
怎么考遥 考生了解题目类
型及相应的要求袁 才能有
针对性地备考遥 比如袁作文
要求感情真挚袁思想健康袁
考生平时的写作训练就要
结合此要求遥 叶考试说明曳
中的样题部分均是往年高
考题袁 也是考生切身体会
高考要求和难易度的重要

内容遥 这些内容均有助于
考生解决怎么答题的问
题遥
高考复习时间紧袁考
生认真研读 叶考试说明曳袁
可围绕叶考试说明曳复习袁
避免复习走弯路袁 或者费
力不讨好袁 才能在直通高
考的大路上有更好的表
现袁 才会在高考中有最佳
的发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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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调整主要体现在
参考样题部分遥 在保持原
有题型尧 数量和结构的基
础上袁删除 5 道试题袁包括
3 道 选 择 题 尧2 道 非 选 择
题袁增加 2017 年的 5 道试
题袁 其中 3 道选择题尧2 道
非选择题遥 调整后袁样题部
分点面结合袁 既有较广的
覆盖面袁 又有纵深的各层
级能力与基本素养的考
查遥 调整后的参考样题具
有如下特点院注重基础袁强
调学科基本素养与方法袁
鼓励独立思考与创新袁贴
近实际袁培养人文情怀遥
地理保持试卷结构尧
考试内容及要求的稳定遥
在参考样题主体稳定的基
础上袁调整部分题目袁新替
换 的 题 目 均 来 自 于 2017
年试题遥其中选择题替换 4

道题袁 非选择题替换 1 道
题遥 新换入的试题特点鲜
明院强调学科基本方法袁体
现学科素养曰 着力考查基
础知识袁 关注考生义务教
育以来的地理知识积累曰
秉承贴近时代尧 贴近生活
和考生实际的命题理念遥
政治总体保 持稳 定 袁
试卷结构尧 考试内容及要
求均没有变化遥 参考样题
部分在保持原有题型数量
和结构的基础上袁 更换了
3 道题目遥 新替入的题目
均为 2017 年试题遥 调整后
的参考样题有以下特点院
发挥育人功能袁 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曰 考查核心
能力袁全面提高学科素养曰
关注社会生活袁 引导考生
参与社会实践曰 注重试题
创新袁 探索高考评价的新
形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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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试卷结构尧 考试
内容及要求均没有变化遥
参考样题有调整袁 删除 3
道题袁增加 3 道 2017 年试
题袁 其中 2 道选择题尧1 道
非选择题遥 调整后的样题
有以下特征院联系实际袁考
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曰回归教材袁注重实验曰
注重基础袁 考查对物理思
想的感悟及对物理方法的
理解曰 体现学科素养的考
查遥
生物调整体现在三个
方面袁 一是将学科能力要
求调整为野理解尧应用尧思
辨尧创新冶袁每项能力包含
2耀3 条具体要求遥 这一调
整植根于原能力体系袁是
根据教学实际尧 培养要求
进行的调整遥 二是完善了
考核目标表述袁将野考查考
生的生物科学素养尧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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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终身学习冶 作为考核
的总体目标遥 基于能力要
求的变化袁 相关的表述也
进行了相应调整遥 三是更
新了部分参考样题袁新替换
入 7 道 2017 年试题袁 包括
4 道选择题尧3 道非选择题袁
并梳理了样题野说明冶文字袁
以此对学科关键能力与学
科素养进行了解读遥
化学考查内容和要求
保持稳定袁 对参考样题进
行微调遥 具体是院在题目数
量和题型结构保持不变的
基础上袁 更换了 3 道试
题袁其中 1 道选择题尧2 道
非选择题遥 部分试题排序
有调整遥 调整后的样题袁
仍然注重对必备知识尧关
键能力尧学科素养与核心
价值的考查袁 体现基础
性尧综合性尧应用性和创
新性遥

本报迅 渊记者 邱乾谋冤
记者日前从教育部获悉袁教育
部组织 260 多位专家对普通
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 14 门
学科课程标准进行修订袁历时
4 年全部完成遥
新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
准体现了鲜明的育人导向袁思
想性尧科学性尧时代性尧整体性
等明显增强遥
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九大精神遥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
融入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之
中袁 明确提出培养有理想尧有
本领尧 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袁要
求理解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
导的重要性袁认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主要矛盾转化的意义袁
树立 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冶理念袁形成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和创新能力遥
切实加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遥各学科
结合自身特点袁丰富充实相关
内容袁 特别是语文课标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贯穿
课程各部分袁并设置学习专题袁
要求广泛阅读从先秦到清末各
个历史时期优秀古诗文袁 并背
诵 72 篇渊首冤经典作品曰诵读革
命先辈名篇诗作袁 阅读阐发革
命精神的优秀论文与杂文袁以
及关于革命传统的新闻尧通讯尧
演讲尧述评等袁增强文化自信袁
植入红色基因遥
进一步强化学科育人功
能遥各学科首次凝练提出学科
核心素养袁将党的教育方针关
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具体化尧
细化到各学科课程之中袁明确
学习课程后应形成的正确价
值观念尧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曰 同时提出学业质量要求袁
明确学业质量是对学生多方
面发展状况的综合衡量袁研制
了学业质量标准袁建立新的质
量观袁 改变过去单纯看知识尧
技能的掌握程度袁引导教学更
加关注育人目的袁把立德树人
任务落到实处遥
教育部教材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袁 与 2003 年颁布实施
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相比袁新
的课程方案主要有三个变化院
进一步明确了普通高中教育
的定位遥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袁强调
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义务教育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尧
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袁不只是
为升大学做准备袁还要为学生
适应社会生活和职业发展做
准备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
基础遥 进一步优化了课程结
构遥考虑到高中学生多样化的
学习需求及升学考试要求袁在
保证共同基础的前提下袁适当
增加了课程的选择性袁为不同
发展方向的学生提供有选择
的课程遥规定学生所有科目都
要学袁达到教学基本要求遥 有
特定学科潜力和发展需求的
学生在相关科目上可以多学
些尧学得深些袁做到发挥特长尧
因材施教遥强化了课程有效实
施的制度建设遥从选课走班等
新要求出发,增设了野条件保
障冶野管理与监督冶内容袁强化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课
程实施的责任遥
新的课程标准在文本结
构尧内容及其实施要求等方面
进行了改进和完善袁主要新增
了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
要求两个部分袁 内容更全面袁
结构也更加完整袁努力使标准
从整体上有较大提升遥各学科
课标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袁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尧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教育等内容曰充分反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尧科技进步
新成就曰更加关注学科内在联
系及学科间的相互配合袁克服
碎片化及彼此间的脱节等现
象遥 切实加强对教材编写尧教
学实施尧 考试评价的具体指
导遥大部分学科增加了教学和
评价案例尧命题建议等袁便于
准确理解和把握课标要义袁确
保课标能够落地袁有效发挥统
领作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