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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2018 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曳修订的说明
北辰

语文
语文学科叶考试说明曳的修订袁遵循
野立德树人尧服务选才尧引导教学冶的指
导思想袁以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渊实
验冤曳和叶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大纲曳为基本依据袁结合北
京市高中语文教学改革的实际情况袁在
总体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局部微调袁
继续体现高考语文北京卷关注人的终
身发展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
秀传统文化尧强调全面综合灵活考查语
文能力的特色遥
在具体修订内容上袁叶考试说明曳中
的野试卷结构冶野考试内容及要求冶野附录
1 古诗文背诵篇目冶 保持不变袁野附录 2
经典阅读篇目例举冶及野参考样题冶部分
略有调整遥
一尧叶论语曳纳入经典阅读考查范围
阅读经典文学和文化著作袁具有滋
养人的精神品格尧 提升语文综合素养的
双重作用遥形成阅读经典的习惯和能力袁

数学
对人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
义遥 2018 年将中国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
叶论语曳纳入经典阅读考查范围袁继续体
现出高考语文北京卷对经典阅读的重
视袁考查篇目从 2017 年的 6 部增加到 7
部袁 分别是院叶论语曳叶红楼梦曳叶呐喊曳叶边
城曳叶红岩曳叶平凡的世界曳叶老人与海曳遥
二尧对部分参考样题进行调整
参考样题主要说明试题考查的目
的袁体现对语文基础知识尧基本能力的
考查遥 其调整的内容袁主要包括院
一是以新换旧遥 如多文本阅读用
2017 年高考语文北京卷第 1耀8 题取代了
2016 年第 1耀8 题袁微写作则是用 2017 年
第 25 题取代了 2015 年第 26 题遥
二是精简样题袁 删除部分考查点或
题型重复的旧题遥 如古代诗歌阅读删除
2012 年第 10 题尧11 题袁 作文删除 2002
年第 26 题袁此外还删除部分试测题遥参考
样题总数从 2017 年的 75 个减为 69 个遥

一尧指导思想
1.体现数学学科价值
数学是一门思维的学科袁是培养数
学思维的有效载体遥 高考数学以抽象概
括和推理论证能力为核心袁全面考查各
种能力袁强调综合性尧应用性尧探究性袁
检测考生理性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袁体现
数学学科价值遥
2.突出数学学科本质
注重考查考生的数学基础知识尧基
本技能和数学思想方法袁结合考生认知
水平袁测量其对数学本质的理解尧对数
学概念结构的把握尧对数学学习的态度
和信念尧对数学精神与思想和方法的领
悟尧对数学思维的掌握与运用遥
3.注重试题的宽度和广度袁体现宽
广融通
注意试题背景的多样化袁拓宽试题
素材的范围袁设计研究型尧探索性尧开放
型题目袁让考生独立思考尧自主探索尧发
挥主观能动性袁梳理解题程序尧寻求合
适的解题方法袁 为考生展现创新意识尧
发挥创造能力创设广阔的平台遥

4.助力课程与教学改革
所选试题更加符合考生的认知规
律袁体现野以人为本冶的命题理念袁紧紧
抓住野培养什么人袁怎样培养人冶的实质
和核心袁引导教学和考生自觉置身于现
实社会的大环境中袁关心身边的数学问
题袁促使考生在学习和实践中形成和发
展理性思维的精神遥
二尧具体内容
参考样题主要体现试题考查目的袁包
括对基础知识尧 基本能力和基本数学思
想方法的考查袁 以及对后续学习所需要
的数学素养的考查等遥 具体调整如下院
文科院2017 年第 2 题替换 2013 年
第 4 题袁2017 年第 7 题替换 2014 年第 5
题袁2017 年第 3 题替换 2011 年第 6 题袁
2017 年第 13 题替换 2015 年第 14 题袁
2017年第 18 题替换 2012 年第 16 题遥
理科院2017 年第 2 题替换 2006 年
第 1 题袁2017 年第 6 题替换 2005 年第 2
题袁2017 年第 3 题替换 2011 年第 4 题袁
2017 年第 13 题替换 2014 年第 14 题袁
2017 年第 16 题替换 2010 年第 16 题遥

英语
用计算机考试形式遥 2018 年高考英语纸
笔考试将不再包含听力理解内容遥 叶考
试说明曳全面落实改革进程袁在试卷结
构尧考试内容及要求尧参考试卷尧附录尧
计分及时间各部分内容上均做出相应
调整遥 除上述变化外袁笔试内容稳步过
渡袁在题型尧考查范围尧能力要求等方面
均保持稳定袁延续高考英语北京卷的一
贯特色与要求遥
2. 弘扬中国文化袁用英语讲好家国
故事
叶考试说明曳对书面表达部分的样
题做出调整袁旨在进一步渗透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袁弘扬中国文化袁依靠英语
的交际性与实用性袁 抒发家国情怀袁讲
好中国故事袁 充分体现英语的语用功
能遥 书面表达第一节要求考生为国际友
人推荐旅游路线袁即野长江之行袁泰山之
旅冶遥 该题要求考生对中国文化符号具
有一定的认知遥 长江尧泰山是中华文明
删除院书面表达第一节尧第二节
的代表袁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与审美内
渊2015年冤
涵袁二者均为考生所熟悉袁不同语言层
样题
新增院书面表达第一节尧第二节
次的考生皆有话可说袁可充分体现考生
渊2017年冤
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遥
笔试试卷结构尧内容尧题量尧计分和
3.推进素质教育袁以考生为主体
时间安排具体如下院
叶考试说明曳强调考生的主体地位袁
鼓励主动思考袁多角度思维袁旨在进一
结构 内容 节 题量 计分 时间
步推进素质教育袁把思维能力的培养与
15
第一 知识 一
45
训练融入在语言教学之中遥 书面表达第
部分 运用 二
20
一节引导考生对中国名胜长江尧泰山进
15
第二 阅读 一
100
行综合比对并向国际友人进行推荐遥 考
40 分钟
部分 理解 二
5
生在推荐过程中要加以条理化的梳理袁
1
第三 书面 一
积极调动多角度思维袁展现丰富多彩的
35
部分 表达 二
1
动脑过程袁摆脱单一方式尧唯一答案的
100
局限遥 书面表达第二节要求考生以野感
总计
55+2 120 分钟
恩母校冶为主题袁记述一次毕业视频的
拍摄经历遥 考生根据题目要求袁再次回
三尧修订说明
顾校园生活中的点滴遥 利用所学语言表
1.落实听力改革袁笔试稳步推进
根据叶北京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 达真情实感袁重点突出考生的主体感受
革的实施意见曳精神袁推进北京高考英 及共鸣袁不仅体现了语言的实用性与交
语科目改革袁高考英语听力理解部分采 际性袁更展现了语言的本质与温度遥

一尧修订原则
英语学科叶考试说明曳以体现改革尧
稳步过渡为主体思路进行调整修订遥 在
全面落实育人要求的基础之上袁不断渗
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开拓国际视
野袁弘扬人文情怀袁鼓励考生用英语讲
好中国故事遥 因高考北京卷英语听力考
试时间与形式有所调整袁叶考试说明曳在
试卷结构尧考试内容及要求尧参考试卷尧
附录各部分内容上均有所变化遥
二尧修订内容
根据英语听力考试时间及形式的
相关调整袁叶考试说明曳在保持整体稳定
的基础上加以修订遥 其中袁笔试试卷结
构尧考试内容及要求尧参考试卷不再包
含听力理解内容遥 听力理解部分录音
稿尧附录中的语音项目表从叶考试说明曳
中移除遥 此外袁部分样题进行更新袁内容
见下表院

历史
历史学科叶考试说明曳的 I野试卷结
构冶和 II野考试内容及要求冶部分保持不
变袁 修订主要体现在 III 野参考样题冶部
分袁在保持原有题型尧数量和结构的基础
上袁做出部分调整遥 样题调整如下院

的学科素养遥
3.鼓励独立思考与创新
注重试题的开放性和选择性袁 鼓励
考生的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袁 呵护考生
个性的养育与表达遥 无论是学科内综合
题还是学科间综合题袁 都有较高分值的
调整
题型
题目
开放性设问袁 给考生足够的空间进行历
方式
史阐释袁展示高阶的历史学科素养遥 考生
选择 2015年第12题
需要自己发现问题袁 并寻找解决问题的
删除 题 2016年第15题尧23題
路径遥 开放设问没有标准答案袁重在考查
试题 非选 2013年第37题
考生阐释论证的逻辑思维能力与创新能
力袁以及对历史的独到见解遥
择题 2013年第40题
4.贴近实际
选择
贴近教学实际袁贴近现实与社会袁考
2017年第14题尧17题尧22题
增加 题
查方式与角度新颖灵活遥 首先袁从考生认
试题 非选
知特点与兴趣出发袁 注意素材的平易近
2017年第37题尧40题
择题
人遥 再者袁设置多样的新情境袁或者以小
上 述 新 样 题 和 保 留 的 样 题 组 成 见大袁从中观和微观层次切入历史袁或者
2018 年的野参考样题冶袁做到点面结合袁 从考生身边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现象入手
既有较广的覆盖面袁 又有纵深的对各层 等袁以生动鲜活的素材为背景袁让抽象的
级能力与基本素养的考查遥 参考样题作 概念尧 规律等宏大叙事具体到人和事的
为一个整体具有以下特点院
层面袁不仅便于考查考生的应用能力袁还
有助于培养考生的历史意识袁 加深对历
1.注重基础
以多样的素材反映历史发展的重大 史与现实的理解遥
事件尧主要内容和现象袁重在考查学科基
5.培养人文情怀
本素养与学科思维水平遥
注重考试的教育功能袁 培养考生的
人文情怀尧民族自豪感与历史使命感袁并
2.强调学科基本素养与方法
注重考查考生运用所学的基础知 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遥 所选样题既注重
识尧基本方法袁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尧分 中国传统文化袁 又涉及人类文明的优秀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独立思考和创新 成果袁 把中国史与世界史置于人类文明
的能力遥 鉴于题型功能袁选择题更侧重基 演进的框架中加以反思与考查袁 一则追
础知识与基础能力曰 非选择题则保持视 根溯源袁 有助于考生加深对传统文化的
野开阔尧跨度大尧综合性强的特点袁体现 理解袁 进而继承并弘扬之曰 再则立足本
能力考查的综合性袁 考查考生解读图文 国袁开拓视野袁在比较中认知世界各国各
资料袁分析具体问题袁寻找路径解决问题 地区文明发展历程袁 进而理解不同的文
的高阶能力袁 以及在较广阔的历史时空 明和族群袁此乃人类相互理解尧和谐共处
框架内对历史发展与演变进行历史阐释 的前提与关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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