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高考窑考试说明

2018年 1 月 17 日

星期三

叶2018 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曳修订的说明
北辰
渊上接第 怨 版冤

地理

物理
物理

一尧调整依据与原则
1.调整依据
地理学科以叶普通高中地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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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依据袁贯彻和落实野一核四层
四翼冶高考评价体系要求袁结合北
京市普通高中地理学科的教学实
际对 2018 年 叶考试说明曳 进行修
订遥
2.调整原则
渊1冤平稳为主袁保持完整
为巩固改革成果袁 充分体现稳
定继承的思想袁 考试整体框架结构
没有发生调整遥 具体体现在院
第一袁试卷结构保持稳定遥
第二袁 考试内容及要求保持稳
定遥考查目标与要求没有变化遥考试
范围保持系统性和完整性袁 仍然考
查自然地理尧 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
三大知识模块遥
第三袁参考样题主体稳定袁其中
大多数试题保持不变袁 延续以往体
现立德树人理念与核心价值观的同
时袁契合考查目标与要求遥
渊2冤适度更新袁体现素养
通过更换参考样题袁 体现命题
与时俱进袁巩固成果袁在继承中进一
步发展遥参考样题的更换袁是在已有

北京地理命题特色的基础上袁 体现
与素养立意的良好衔接遥
二尧参考样题修订内容
叶考试说明曳 中更换 3 组参考
样题袁 新换入题目均选自 2017 年
高考北京文综卷遥 具体更换情况见
下表院

新换试题具有以下特点院
1.强调学科基本方法袁体现地
理学科素养
2017 年第 2 题以较为新颖的
台风海平面风力分布示意图创设情
境袁 意在引导考生注重地理读图分
析袁 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解决
问题遥 2017 年第 9耀11 题组通过设
定不同尺度的研究区域袁 考查考生
关于区域的比较分析方法尧 普遍性
与特殊性的区域学习的思维范式遥

通过对具体野休耕冶政策背后地理意
义的探究袁 注重培养考生对于地理
学科人地协调观念的理解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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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第 9耀11 题组当中涉及
多个重要的中国地理内容袁 结合自
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的区域特征和区
域资源开发等主干知识袁 旨在关注
考生 12 年的地理知识积累袁通过题
组考查考生地理知识的整合程度袁
展现考生学习进阶成果遥
3.秉承贴近时代尧贴近生活和
贴近考生实际的命题理念
选取试题贴近时代袁在关注民
生和农业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方
面都有所体现遥 2017 年第 9耀11 题
以近期国家重要的农业政策为切
入点设计情境和设问袁把时事热点
的重要话题融入地理学科主干知
识中遥 2017 年第 40 题围绕贴合考
生日常生活的博物馆为话题袁引导
考 生 概 括 世 界 文 化 遗 产要要
要故 宫
博物院的旅游价值袁注重培养考生
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遥 设问围
绕野公众开放游览方面应该提供的
环保措施冶这一实际问题袁激发考
生创新思维袁为考生搭建展示的舞
台遥

人根本任务
新调整的参考样 题 注重 体 现
野立德树人冶的教育目标袁充分发挥
高考的育人功能袁 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袁 力求引导考生在知识积
累尧能力提升和素质养成的过程中袁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尧 人生观和价值
观袁增强社会责任感遥 比如新换上的
2017 年第 24 题野中学生庙会练摊冶
将收入作为奖学金提供给西部贫困
地区中学的试题袁 弘扬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友善精神袁 引导考生
懂得在奉献社会中实现个人价值的
意义遥 2017 年第 29 题通过野叶民法
总则曳与每个人的一生息息相关冶的
描述袁引导考生理解叶民法总则曳的
颁行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保
护公民民事权利的重大意义遥
二尧考查核心能力袁全面提高考
生学科素养
参考样题的选择突出考查了考
生综合运用学科内容解决现实问题
的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袁 通过问题
情境的设置袁在宽广融通中袁考查考
生十几年的生活积累尧 扎实的学科
能力和开阔的学科视野袁 培育学科
素养遥 比如新增加的 2017 年第 35
题集中考查了经济学学科的核心能
力袁要求考生在概念明确尧准确读图
和掌握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判断袁有
助于引导考生关注宏观经济运行情

况袁提高考生解读宏观数据尧理解国
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能力遥
三尧关注社会生活袁引导考生参
与社会实践
参考样题强调实践育人的教育
教学导向袁贴近社会生活袁引导考生
观察社会问题袁 拓宽视野袁 积极思
考袁 主动灵活地应用所学知识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袁 学以致用袁 培养
野身在校园袁心系天下冶的社会责任
感遥 比如参考样题通过背景材料的
选择袁鼓励考生主动参与社区管理袁
积极投身国家建设袁 创造性地解决
身边的问题遥
四尧注重试题创新袁探索高考评
价的新形式
参考样题总体上体现了近年来
高考北京卷政治学科在考查方式尧
评价方式等方面的创新袁 强调反映
学科本质特征尧 具有学科特色的考
查方式袁引导考生独立思考袁打破答
题模板袁 摆脱僵化固定答案的思维
模式袁鼓励新方法和新解答遥 参考样
题的呈现形式生动活泼袁 文字尧表
格尧图片等图文并茂曰有短评尧思辨
性问题尧任务完成等多种考查方式袁
十分灵活曰 开放性试题采用等级评
分的评价方式袁 引导考生摆脱唯一
答案的思维模式袁 赋予考生独立思
考的空间袁 突出对考生学科素养的
综合考查遥

调整
方式

题型

2018年叶考试说明曳

2015年第1题尧2题
删除 选择题 2014年第4题尧5题
样题
非选择题 2013年第40题
2017年第2题
新增 选择题 2017年第9耀11题
样题
非选择题 2017年第40题

政治
政治学科叶考试说明曳的修订以
野巩固成果袁稳步推进冶为基本原则袁
积极发挥考试的育人功能袁 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袁 鼓励考生独立思
考尧创新思维袁培养学科素养袁提高
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袁 引导考生逐
步适应考试改革的新要求遥
叶考试说明曳总体保持稳定袁试
卷结构尧考试内容及要求均无变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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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试题遥
具体调整情况见下表院
调整
题型
方式

题目

揖试题 26铱渊2016 年第
24 题 冤尧 揖 试 题 28铱
删除 选择
渊2016 年 第 34 题 冤尧
试题 题
揖试题 30铱渊2014 年第
35 题冤
增加 选择 2017 年 第 24 题 尧29
试题 题
题尧35 题
调整后的参考样题涵盖了高中
叶思想政治曳4 个必修模块和 2 个选
修模块的内容袁 覆盖了 4 项能力及
各层次的考查袁 体现了北京卷近年
来的改革成果袁 注重对中学教学的
良好导向遥
调整后的参考样题呈现出以下
4个方面的特征院
一尧发挥育人功能袁落实立德树

一尧修订依据
根据北京市中学物理教育的实际以及高校录取
新生的选才要求袁依据叶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渊实
验冤曳中的课程目标和内容标准袁以及叶2018 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曳 中的考核目标要
求袁修订物理学科叶考试说明曳遥
二尧修订说明
1.试卷结构无变化遥
2.考试内容及要求无变化遥
3.样题方面袁按照理综叶考试说明曳保持总体稳定的
要求袁原则上保持样题数量不变遥 具体调整方案如下院
调整方式
删除样题

题型
选择题

题目
2008年第15题
2009年第13题

非选择题 2013年第24题
选择题 2017年第13题尧19题
新增样题
非选择题 2017年第24题
总的来说袁调整后的参考样题呈现以下 4 方面特征院
1.联系实际袁以熟悉的情境考查考生运用现有
知识分析问题尧解决问题的能力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袁体现 STSE 教育渊科学尧技
术尧社会尧环境冤是历年北京物理卷的特点之一遥 物理
学源于生活袁日常生活实际中有大量的物理学问题袁
通过对生活中的物理问题的思考袁 不仅能通过分析
问题提高对物理知识的理解袁 也能培养考生的学科
素养及学习物理的兴趣遥
叶考试说明曳包含大量联系实际的样题遥 既有联
系考生生活实际和学习实际的问题袁 也有联系学科
科技前沿和技术应用的问题袁 也有结合学科对环境
问题的分析思考袁如雾霾尧风力发电等问题遥
2.回归教材袁注重从教材中选取素材曰注重实
验袁考查实验操作技能和实验分析能力
重视从教材中选取素材袁 引导中学教学回归教
材尧重视教材是北京卷物理试题一直坚持的做法遥 如
新加入的 2017 年理综卷第 24 题中发电机和电动机
的内容袁两个版本教材都有相应的详细内容袁甚至试
题中的原理图也与教材中几乎相同遥 2017 年理综卷
第 19 题袁通过对教材中演示自感现象的两个实验的
现象描述袁 考查考生对能够产生这样现象的条件进
行认识和分析的能力遥
3.注重基础袁通过熟悉的典型情境和简单问题袁
考查对物理思想的领悟及对物理方法的理解
从历年的北京高考物理试题不难看出袁 注重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袁突出主干知识的考查袁在
此基础上袁 突出考生对物理思想的领悟和对学科方
法的运用也是高考北京卷物理试题的典型特征遥 如
近些年加入叶考试说明曳的历年考卷的第 24 题袁以考
生熟悉的简单情境和典型问题为试题背景材料袁考
查考生运用基础知识袁深入思考问题尧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遥
4.结合新课标的理念袁体现学科素养的考查袁注
重考查对核心概念的理解尧对学科的整体认识
物理命题坚持野走大道尧求大气冶的命题理念袁追
求宽广融通的命题思路遥 新课标在野电磁感应及其应
用冶主题的内容标准中袁强调野了解发电机和电动机
工作过程中的能量转化遥 认识电磁学在人类生活和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遥 冶新加入的 2017 年第 24 题很好
地体现了这一命题理念遥
三尧教学导向
叶考试说明曳的修订袁特别是通过样题的调整袁期
望对中学教学产生如下影响院 引导中学教学重视教
材袁回归教材袁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尧思考教材袁教师研
究教材曰在教学中注重联系实际袁从生活中发现并分
析尧解决物理问题曰注重学生对学科思想及方法的领
悟袁注重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深入理解曰注重培养学
生对学科各模块间的逻辑联系袁形成整体认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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