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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届高三摸底考试：新征程，新起点，

2018年高考备考全面启动，为2018年高考备考迈

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随着2017年高考成绩的公布，邯郸市教科所

立刻投入到2018年高考备考中，高三摸底考试顺

利进行。

2017年8月27日在四中南校区召开了摸底考

试考务会。

8月28日至29日，在市委教育工委委员、教

育考试院院长曹建召和教科所苑秀中所长的带领

下，教科所分五组对本次考试进行了巡视。

8月30日至31日网阅。

邯郸市2018届高三摸底分析暨备考工作推进

会：认真分析 科学谋划 强化落实 再创辉煌

9月20日上午，邯郸市2018届高三摸底分析

暨备考工作推进会在邯郸一中召开。市教科所副所

长白延刚作邯郸市2018届高三摸底考试分析报

告。市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考试院院长曹建召针

对高三备考作了讲话，指明了今后我市教育科研和

高三备考的方向。苑秀中所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2018年高考九大学科专家讲座：增强高三复

习备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学习和掌握高

考考纲变化的新动向，加速高考质量的提升

2017年10月27日，市教科所联合河北省出版

总社，在邯郸市一、二、三、四中及邯山区一中同

时举行2018年高考专家讲座。来自全市40多所高

中的2200多名一线教师参加了培训。讲座期间，

市教工委委员、市教育考试院院长曹建召、市教科

所所长苑秀中、副所长白延刚、焦美平先后到各个

会场进行了巡视和指导。

2017年高考中考总结分析会：全面总结经

验，分析原因，更好做好2018年中、高考工作

12月19日上午,市教育局举行了邯郸市2017年

高考、中考总结分析会。（详见2018年第一期）

高考备考再发力 九大学科齐相聚：明确高考

备考方向，搞好高三二轮复习，引领全市提高高三

备考效率

2018年 3月13—18日举办了高考九个学科专

家报告会，全市高中近1700名一线教师参加了培

训。讲座期间，市教科所苑秀中所长、白延刚副所

长等先后到各个会场进行了巡视和指导。

全市高三一模工作：全面了解我市高三学生复

习状况，更好地作好全市高三复习备考工作

3月20号，举行了考试部署会。

3月22日、23日，全市高三年级一模考试顺利

进行。

3月25号上午阅卷工作完成，学生成绩已经发

放到各学校。

目前，我所正在进行各项数据的分析工作，将

于近日举行全市各学科的分析会和全市一模成绩分

析会。

28-30日，高中室教研员利用网络教研平台先

后举办了高三一模各学科的成绩分析会，9个学科

的2000多名教师参加了本学科的分析。

4月3日上午，邯郸市2018届高三一模分析会

在邯郸市第三中学召开，市教育工委委员、考试院

院长曹建召出席了会议并讲话；所长苑秀中主持了

会议；副所长白延刚作了全市一模分析。各高中学

校校长、教学校长、高三年级主任、教科所相关人

员共计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根据我市2018届高三复习工作计划，全市高

三第二次模拟考试将在4月23-24日举行。

2018届高三备考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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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 SHU

科学精准规范备考 全面提升高考成绩

——2018年高三一模成绩分析报告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在市教育局的高度重视和正

确领导下，经过全市高中学校和

市教科所的通力协作、共同努力，

2018年高三一模于3月22-23日

顺利完成，24-25日完成网阅，成

绩当天发至学校。3月28-30日，

高中室教研员利用网络教研平台

先后举办了高三一模9个学科成

绩分析会，2000多名高三教师参

加，效果很好。同时，市教科所对

成绩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汇总，编

印了《高三一模考试成绩统计

册》，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一模的组织

高三一模是在摸底考试、质

检基础上组织的又一次大型模拟

考试，既是对前期复习的检测和

诊断，也是高三全体学生的一次

实战演练。为此，市教科所高度

重视，从考试组织、网阅和成绩分

析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也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试题命制

本次一模试卷由金太阳教育

研究院命制。从考试反馈看，试

题按照“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

和创新性”的要求，突出了必备知

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的考查；

试题按照高考大纲、考试说明要

求，注意创设应用情境，突出了对

主干知识、方法思想及综合运用

能力的考查。总体看，试题既体

现高考方向，又切合学生实际，难

度适宜，区分度较好，学校反应良

好。

2．考试及网阅

考试前，市教科所召开了专

门的考务会议，对考试和网阅进

行了系统的部署；考试期间市教

育考试院院长曹建召、市教科所

所长苑秀中带队深入市一中、市

二中、市三中、市四中、荀子中学、

市17中及磁县一中、临漳县一中

等学校进行了巡视；高中教研员

分组到市直高中和民办学校进行

了巡视。同时，各县（市、区）教研

室领导到本地参加考试的学校进

行督导和检查，保证了考试的顺

利进行。绝大多数学校能严格按

教科所要求组织考试，设置了专

门的考试区域，拉起了警戒线；考

场内单人单桌，每个考场两位监

考教师，考场秩序井然；建立了保

密室，保证了试卷的安全；启用了

金属探测器、屏蔽仪和视频监控

系统，严肃了考场纪律，营造了浓

厚的模拟考试氛围。

本次一模扫描和网阅的速

度、质量等方面都比过去有了明

显的进步。一是时间掌握较好，

用一天半时间完成了阅卷任务；

二是教师认真负责，三阅率明显

降低；三是题长高度重视，组织严

密有序，多数教师参加了试阅，保

证了阅卷的质量。网阅中心协调

指挥，保证25日当天成绩数据发

放到了各学校，受到学校领导和

高三教师的好评。

3．难度系数：

2018年一模学科难度系数

学科难度系数和去年一模基

本相同，其中文科数学和物理、化

学难度较大。

二、一模成绩分析

参考人数。本次一模41所

学校参加，考生32865人，比去年

增加3227人，增幅10.89%；其中

文科 11570 人，比去年增加 571

人，增幅5.20%；理科21295人，比

去年增加2656人，增幅14.25%。

划线原则。按照2017年高

考21所省级示范性一本、二本上

线人数的1.05倍（和质检相同）分

别确定一本、二本分数线。由于

艺体生刚刚返校，有的未能参加

考试，对学校的统计数据可能存

有偏差，但对总体影响不大。

（一）总体情况

2018年一模考试，一本上线

7787人，上线率23.69%；二本上

线13190人，上线率40.13%；本科

上线 20977 人，上线率 63.83%。

理科

系 数

文科

系 数

语文

0 . 6 5

语文

0 . 6 3

数学

0 . 4 8

数学

0 . 3 8

英语

0 . 5 7

英语

0 . 5 2

物理

0 . 4 1

政治

0 . 5 1

化学

0 . 4 4

历史

0 . 5 5

生物

0 . 5 1

地理

0 . 6 1

理综

0 . 4 5

文综

0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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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一模成绩与去年一模对比分

析如下。

1．上线人数

今年一模一本上线7787人，

比去年一模增加 800 人，增加

11.45%；二本上线13190人，比去

年 一 模 增 加 1295 人 ，增 加

10.89%；本科上线20977人，比去

年 一 模 增 加 2095 人 ，增 加

11.10%。

一本增加人数最多的：武安

一中332人、魏县一中172人、邯

郸一中132人；同比减少的：邯郸

三中-82人、涉县一中-96人。本

科人数增加最多的：邯郸二中

411人、魏县一中233人、武安三

中224人、武安一中214人、成安

一中156人、大名一中142人、磁

县一中138人、肥乡一中和临漳

一中都是 133 人、鸡泽一中 126

人、邯郸一中109人。这里面有

考生人数变化的原因，但若按去

年一模1.10倍划线，上线人数还

要增多5%左右。

2．上线率

今年的一本上线率、二本上

线率及本科上线率基本和去年一

模持平。如果按照去年一模的

1.10倍划线，今年的一本、二本、

本科上线率将分别比去年提高

1.10%、2.49%、3.59%。

一本上线率。15所学校的

一本上线率比去年一模提高，其

中 增 幅 最 大 的 ：武 安 一 中

11.12%、峰峰一中4.66%、邯郸十

中4.07%。和去年一模比，一本

上线率排名进步的：武安一中

（4-3）、磁县一中（10-9）、永年二

中（19-18）进步1个位次；馆陶一

中（12-10）、武安三中（17-15）、临

漳一中（21-19）进步2个位次；永

年一中（14-11）进步3个位次，等

等。

本科上线率。20所学校的

本科上线率比去年一模提高，其

中提高幅度较大的：临漳一中

14.42%、市三中南校区13.54%、

磁县一中7.36%；还有10所学校

的本科上线率比去年同比降低。

和去年一模比，本科上线率排名

进步的：磁县一中（16-10）、三中

南校（20-14）、临漳一中（27-21）

进步6个位次，武安三中（15-11）

进步4个位次，涉县一中（10-8）

进步2个位次；还有个别学校的

本科上线率比去年位次降低。

由于划线较低，从理论上讲

持平就是提高。这些数字预示着

2017年的高考一本、本科有望再

创新高！

（二）优秀生分布

理科最高分为674分（市一

中）。前10名中，邯郸一中7名，

魏县一中 2名，武安一中 1名；

11-20名中，邯郸一中7名，涉县

一中1名，曲周一中1名，大名一

中1名；21-31名中，邯郸一中7

名，武安一中4名。前30名合计：

邯郸一中21名，武安一中5名，魏

县一中2名、涉县一中1名、曲周

一中1名、大名一中1名。

文科最高分为664.5分（市一

中）。前10名中，邯郸一中4名，

武安一中3名，邯郸三中1名、邯

郸四中1名、涉县一中1名；11-20

名中，邯郸一中8名，武安一中2

名，磁县一中1名；21-30名中，邯

郸一中7名，武安一中3名，大名

一中1名。前30名合计：邯郸一

中19名，武安一中8名，邯郸三中

1名，邯郸四中1名，磁县一中1

名，大名一中1名，涉县一中1名。

——从一模文、理科优秀生

的分布看，今年的清华、北大有望

实现新的突破。

（三）理科情况

1．一本

全市理科一本上线28.19%，

7所省级示范高中高于市平均

线，分别为邯郸一中78.59%、魏

县 一 中 59.23% 、武 安 一 中

54.35%、邯郸三中 49.09%、邯郸

四中43.63%、大名一中30.26%、

峰峰一中 29.18% ；两所高于

20%：磁县一中23.21%、涉县一中

21.59%；馆陶一中等7所高中在

10%以上；有8所省级示范高中的

一本率低于10%。从质检和一模

两次考试的一本率排名看，位次

进步的：磁县一中（9-8）、馆陶一

中（11-10）进步1个位次，肥乡一

中（17-15）进步2个位次，邯郸十

中（23-20）进步3个位次，等等。

2．本科

全 市 理 科 本 科 上 线 率

72.54%，11所省级示范性高中高

于平均线，其中前8名在80%以

上，分别为魏县一中98.90%、邯

郸 一 中 98.02% 、邯 郸 三 中

96.74%、武安一中 95.77%、邯郸

四中91.54%、峰峰一中83.29%、

邯郸二中 82.04% 、大名一中

81.13%；磁县一中、馆陶一中、涉

县一中3所高于70%；成安一中、

武安三中、永年一中、大名中学、

曲周一中、三中南校、肥乡一中7

所学校高于60%；8所省级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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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本科率低于60%。一般高中

本 科 率 前 三 名 ：大 名 中 学

64.47%、三中南校 62.27%、邯郸

十中50.76%。从摸底、质检和一

模理科本科率排名看，进步最突

出的：成安一中（15-13-12）进步

3个位次，磁县一中（11-11-9）进

步 2 个 位 次 ，肥 乡 一 中

（19-20-18）进步1个位次等，等

等。

（四）文科情况

1．一本

全 市 文 科 一 本 上 线 率

15.42%，7所省级示范性高中高

于平均线，分别为邯郸一中

62.11%、邯郸三中 47.10%、武安

一中42.25%、魏县一中41.36%、

邯郸四中 40.38% 、涉县一中

27.89%、大名一中19.22%；11所

省级示范性高中低于5%。从三

次考试文科一本率排名看，进步

最大的：武安一中（5-5-3）、肥乡

一中（15-15-13）进步2个位次，

武安三中（11-9-8）、邯郸二中

（14-13-11）进步3个位次，等等。

2．本科

全市文科本科率为47.79%，

13所高中本科率高于平均线，其

中前9名高于60%，有邯郸三中

98.55%、魏县一中 95.53%、邯郸

一中93.02%、武安一中89.85%、

邯郸四中 86.77% 、涉县一中

72.11%、大名一中 65.26%、邯郸

二中64.97%、武安三中62.85%。

有 8 所省级示范性高中低于

30%。普通高中前三名：大名中

学59.46%、三中南校50.43%、二

中南校 15.29%。从三次考试文

科本科率排名看，进步突出的有

大名一中（11-10-7）进步4个位

次，肥乡一中（15-14-12）、三中南

校（16-18-13）进步3个位次，邯

郸 三 中（3-2-1）、曲 周 一 中

（17-16-15）进步2个位次，等等。

从文科成绩分析发现，24所

省级示范性高中，11所的一本率

低于5%；41所学校中有28所学

校（包括11所省级示范高中）的

本科率低于50%，其中还有14所

学校本科率低于10%。文科成绩

仍然是我们的短板，拉低了邯郸

总体的上线率。——主要问题是

文科的生源基础差，根本原因在

于没有让学习基础好的学生报文

科。这样，就会直接影响邯郸在

河北省文科名校计划的录取率。

此外，2018年邯郸市艺体考生报

名10563人，占21.08%，比去年增

加近3000人，严重超出河北省艺

体学生的结构比例，值得引起我

们的高度注意！

三、主要问题

（一）学生方面

1．基础不扎实。语文的文

言翻译、文化常识、名句默写、成

语等内容的得分率均在 50%以

下。数学概念理解不深不透，运

算速度和能力不强，直接影响着

基础题目的得分。英语词汇量、

阅读量不足，对词汇在不同语境

中的用法与区别掌握不够好。理

综核心概念、基本原理死记硬背

不会运用，运算的准确性不高。

比如物理求平均速度时不注意单

位换算，不能按要求保留有效数

字等。文综基础知识不全面，没

有形成网络体系，答题时表述不

准，混答、乱答、错答现象突出，各

科普遍都有“会而不对，对而不

全”的问题。

2．审题能力欠缺。主要是

阅读理解能力差，不善于抓住题

干中的关键词、关键条件。如语

文题考查的是散文，但部分学生

却答成小说“推动情节发展”。理

科审题不善于从材料或图表中发

现关键信息，解题找不到突破

口。文综审题时只关注问题，不

看材料，答非所问。比如政治题

目设问是两个问题（意义和措

施），但许多同学只答一问；历史

题让回答相同影响，有些学生却

回答各自影响。这些都是审题不

认真的突出表现。今年一模命题

不少题目是依托主干知识、以新

材料的形式呈现，较多考查学生

对材料信息的准确理解、分析提

取、综合运用能力，与前几年的高

考明显的差异，这恰是学生的一

个短板。

3．实验仍是薄弱环节。了

解发现，对理科实验学生普遍有

畏难情绪，致使实验题的得分率

较低。物理22题（5分）是课本中

的经典力学实验题，得分率仅有

36%；化学26题实验探究15分，

学生得分多在4分以下，正答率

22.76%。

4．综合运用能力不强。主

要是面对新情景、新问题，解题没

有思路，不知如何下手。作文整

体构思能力不强，问题不明，结构

不清，观点和思想缺失；数学填空

题失分严重，主要是面对新颖问

题不能灵活运用知识和方法；化

学第7题是取材生活中的化学，

学生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得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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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物理考查运用数学知识解决

物理问题的能力，包括数学计算、

利用图像分析和建模是学生的弱

项。文科综合分析、概括能力弱，

比如答主观题，不会分条作答，胡

子眉毛一把抓，有的则摘抄原文

拼凑答题，等等。

5．答题不规范。主要表现

为书写不整洁，术语不准确，表达

不规范；回答问题条理不清，不按

要求作答；还有的是书写潦草、涂

抹严重、卷面不整洁、答题位置不

对等低级错误。比如，如数学理

科13题、15题答案都是2，有的同

学把2写成或z；英语写错单词后

直接在上面涂抹，看不清楚；政治

将40（2）错答在40（1）位置上，造

成失分。还有综合科目时间掌握

不好，能做的题目时间不够。

（二）教学方面

1．一、二轮复习标准不高。

一轮忙着赶进度，忽视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基本方法思想的理解

和掌握，没有打牢扎实的基础；二

轮专题复习不到位，知识方法思

想没有形成体系，学生综合运用

能力尚未形成。比如数学立体几

何19题难度不比高考大，但许多

学生处理的不好。其中，理科学

生不能建立合适的空间直角坐标

系，或坐标法运用不熟练，运算出

错较多；文科学生则表现为定理

应用错误、平面几何知识薄弱、逻

辑推理和运算能力不足。

2．高考研究不到位。高考

已经变成“能力和素养立意”，我

们还在那里纠结“知识立意”；高

考突出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

创新性的考查，而我们对新情境

下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

合运用能力、探究能力等重视不

够。教师关注较多的是三轮复习

搞完了没有，知识点讲到了没有，

对通过复习是否转化为学生的能

力和素养关注的远远不够。学生

为何对实验恐惧，就是平时缺失

了对实验的动手、动脑、体验和感

悟，一见到实验题目就发怵。高

考凸显对应用性、探究性的考查，

理科实验必然成为命题的重要载

体之一。

3．备考精准性不高。一是

分层教学有名无实。学校基本上

把学生分成了三四个层次，从调

研看邯郸一中、武安一中、魏县一

中、邯郸三中、峰峰一中等学校能

够体现出分层教学，但多数学校

的教学内容、作业、训练题、考试

试卷、评价方法等方面没有明显

的区别。二是考试过多，纠错不

足。老师说：上周刚讲过，为何这

次还出错？根本原因是学生没有

“反刍”的时间，对错误的原因还

没有消化吸收又迎来了新的考

试。三是标准化答题训练不到

位，对学生的审题、标准化答题指

导不够，要求不严，也与高一、二

的习惯养成不好有关。

根本原因是研究不到位，说

明“一课一研”在研究目标、研究

内容、研究效果及团队合力发挥

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

四、改进建议

从分析看，今年一模成绩比

摸底、质检及去年一模同比都有

明显提高。这次一模保定市和我

们使用同一试卷，但邯郸的分数

线明显高于保定，其中理科一本、

本科分别高17分、38分，文科一

本、本科分别高35分、95分，说明

我们各校今年的复习备考整体上

是扎实的、过硬的。我们不仅要

发挥优势、坚定信心，更要正视不

足和问题，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今

年高考再创新高。

（一）系统分析，确立主攻目

标

年初，各学校都已经明确了

今年的高考目标。2018年全市

的高考总目标：清北保20，争25

人；一本突破 35%，本科突破

75%，综合排名全省第三。各校

要对照目标，深入分析，找到各层

次目标的主攻方向。近几年，邯

郸一中在尖子生的培养上下了很

大的功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

届高三通过竞赛已有1200多名

学生取得名校自主招生报名资

格，其中4人已经具备清北录取

资格，2018年市一中清北突破16

人大有希望。魏县一中、大名一

中、武安一中、市三中、市四中、峰

峰一中、涉县一中、磁县一中、曲

周一中等学校都有全市前30名

的学生，希望各校要坚定信心，深

挖潜力，不断加大尖子生的培养

力度，力争全面实现清北的重大

突破。

从成绩分析看，还有许多省

级示范性高中的一本率不足

10%，本科率（含一本）不足60%，

这与全市的目标差距较大。希望

高中学校都要对目标生、边缘生、

边缘科进行深入的分析，进一步

明确清北目标生、一本目标生、本

科目标生，找到每个目标生的薄

弱学科、薄弱内容及薄弱环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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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每个年级、班级和学科教

师身上。

（二）科学备考，明确复习方

向

科学备考解决的就是复习方

向，即抬头看路的问题。2018年

3月3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姜

钢在《中国教育报》发表《牢记立

德树人使命、写好教育考试奋进

之笔》的文章，对于2018年的复

习备考有重要的方向性指引作

用。下面是最近对新高考学习和

归纳的一些要点，供大家参考。

1．关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

立德树人要引导学生树立

“四个”正确认识：一是从历史到

现实，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

中国发展大势。二是从国际到国

内，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

和国际比较。三是从社会到个

人，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时代责任

和历史使命。四是从理想到实

践，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远大抱负

和脚踏实地。传统文化的考查主

要体现在阅读材料和命题背景材

料上。比如，语文的名篇默写、阅

读材料和作文，政治、历史、地理

试题的背景材料，将更加侧重从

优秀文学作品和历史、现实积淀

中，精心选粹饱含人文精神与时

代气息的素材，引导学生感受认

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厚的内

涵。

2．关注高考命题考查要求

的变化

一是基础性就是考查必备知

识和关键能力。通过对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基本思想方法的考

查，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和方法

内化为自身的能力。二是综合性

就是考查综合运用能力。重点考

察学生综合运用学科知识、思维

方法，多角度地观察、思考、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应

用性就是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注重将学

科内容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

学进步、生产生活实际等紧密联

系起来，要求学生能够基于试题

情境深入思考，整合所学知识得

出观点和结论。四是创新性就是

考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试题通

过增强情境的探究性和设问的开

放性，允许学生从多角度进行思

考，对同一问题或现象得出不同

的结论，使学生能够从标准答案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3．关注学科素养的考查

语文：阅读“关键能力”的培

养很重要！2018高考语文将扩

大文本选取范围。论述类文本将

多选用论文和时评，考查逻辑论

证和批判推理能力；实用类文本

将多选用新闻和报告，考查信息

处理和超文本阅读能力；文学类

文本将多选用小说和散文，考查

审美鉴赏能力。要求学生在阅读

广度、数量、速度上要下大功夫，

全面提高阅读能力、文学素养和

思维品质。

数学：逻辑推理能力要比刷

更多题重要！2018高考数学将

以数学知识为载体，考查学生缜

密思维、严格推理的能力。同时，

通过多种渠道渗透数学文化。如

有的试题将通过数学史展示数学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有的将

通过揭示知识的产生背景和形成

过程，体现数学的创造、发现和发

展特点；有的将通过对数学思维

方法的总结、提炼，呈现数学的思

想性。

英语：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得

尽快养成。2018高考英语将通

过深度发掘语篇材料思想内涵，

突出对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考

查，促进学生学习能力、交际能

力、人文底蕴的养成。如阅读理

解部分可能选取科技创新、环境

保护、一带一路、遗产保护等话题

设计试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人

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体悟和谐发

展之道。

文科综合：学科素养不是一

句空话！地理试题将更加注重反

映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和区域

认知的价值取向，将地理学思想

方法自然贴切地融入素材。思想

政治学科将精心选择能够更好地

承载学科知识、反映学科特色的

素材，贴近学生生活、贴近时代，

更好地发挥考试对教学的导向和

促进作用。历史学科将更加注重

考查历史思维的过程与方法，如

考查学生对历史事实和历史叙述

这两种不同史学概念的理解和辨

别程度。

理科综合：新知识或拓展信

息将更多出现。2018高考理科

综合将坚持把创新思维和学习能

力考查渗透到命题全过程，向学

生提供新知识或原有知识的延伸

拓展信息，考查学生的探究能力

和创新精神。化学试题可能增加

化学反应图形和性能关联图形的

题材，让学生在获得化学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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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回归到基本反应原理和

物质结构知识中去。物理学科将

动量和近代物理作为必考内容，

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为学生

解决问题提供更多有力工具，引

导学生更好地认识实际现象，理

解深层次问题。生物学科要求学

生能够对生物学问题进行探究，

包括提出问题、做出假设、制定和

实施计划、得出结论、科学表达

等；同时，要求学生具备实验设

计、实验结果预测的能力。希望

各学校结合2017年的三套全国

卷对比研究，高考的方向就会更

加明确。

（三）精准备考，落实分层教

学

精准备考就是基于培养目标

的精准复习，解决的就是“教什

么，怎么教、教到什么程度”的问

题。

分层教学有个形象的比喻叫

“分槽喂养”，关键是给不同的“饲

料”。体现在教学上就应该给尖

子班、一本班、本科班的学生以不

同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

标准，因为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这就需要对教学的资料内容进行

增删省补。我们的教师敢于做加

法，不敢做减法。担心万一考了

呢。因为没有科学的研究心中就

没有数。基于科学研究就敢于大

胆的增删省补，彻底走出“一个教

学设计、一张试卷打天下”的被动

局面。

对策：基于培养目标的分层

教学实践研究。集中全校骨干教

师之力，用好“一课一研”，重

点解决不同层次“教什么”、“怎

么教”、“教到什么程度”的问

题。一是敢于通过研究删减省

补，给不同层次学生适合的教学

内容；二是敢于有不一样的一二

三轮，包括复习内容不同，训练

的试题不同，检测的试卷不同，

复习的进度不同，等等。为此，

学校应组织“两个”攻关项目。

第一个是瞄准名校的尖子生

培养项目。即按照新高考基础

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

要求，强化学生必备知识、关键

能力和学科素养的提升。既要解

决难题，也要扎实基础，养成好

的习惯，训练解题的速度和准确

率，形成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素养。不能出现难题会做得分而

基础中档题失分相互抵消的问

题。

第二个是本科班攻关项目。

即强化基础，大幅提升本科率问

题。高考有60%的基础题目，拿

下基础分足以上本科。要敢于降

低难度，放慢进度，讲基础、练基

础、考基础，老师教的轻松，学生

学的自信，成绩自然提升。前提

是基于研究做好“加减法”，我们

的一些本科率不高的学校值得在

这个方面大做文章。

基于培养目标的分层教学就

是通过分层授课、分层练习、分层

辅导、分层考试、分层评价，真正

做到因材施教，大面积提升教学

质量。

（四）规范备考，提升应试能

力

一是做实二轮专题复习。二

轮不能省略，而且要做实。每个

专题、每一节课都要有明确的复

习目标，强化对知识的梳理和整

合，让学生做实、做深、做透，

有效突破基础题、中档题屡屡丢

分的瓶颈。二是强化“纠错提

质”意识。二轮要围绕高考的重

点、学生薄弱点及一模发现的典

型错误，通过专题讲解、变式训

练等复习到位。对于学生的纠

错，一定要给“反刍”的时间，

注意引导学生总结错因、举一反

三，达到真正融会贯通的目的。

三是强化基础实验复习。选择一

些有代表性的、与基础知识紧密

结合的、带有一定探究性的实验

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加深对实

验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学生的实

验探究能力。四是提高审题能

力。主要是阅读理解能力，能够

迅速从材料或图表中获取信息、

捕捉关键词，找到解决问题的思

路。五是养成规范答题习惯。告

诉每个学生“规范能增30分！”

做到答题语言表述规范，用好学

科术语；答题表述序号化、段落

化、层次化；书写清晰、工整无

涂抹。同时，消灭考试中的低层

次错误，努力做到“会做的题目

100%得分”。

一模后，市教科所将继续强

化对复习备考的引领，全面关注

和跟踪全市高三复习的进程。坚

持深入学校进行视导调研；组织

好二模考试、阅卷和分析；深入研

究高考动态，用好教育信息化手

段，当好教师复习备考的智库和

参谋。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

要敢于迎难而上、挑战极限，深挖

潜力、再创新高，确保2018年全

市高考目标的实现。

9



2018年4月 第4期
《邯郸教研》

http://www.hdjks.cn/xsqk

语 文
YU WEN

邯郸市2018届高三一模语文学科分析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杨永辉

2018届高三一模考试已于3

月 22、23 日举行，为总结经

验，反思问题，明确今后备考的

方向和策略，特对本次考试分析

如下。

一、试卷数据分析

一模语文试卷难度理科

0.65，文科0.63，难度适中。从

分数来看，理科最高分 131.5

分，平均分97.44，文科最高分

135.5分，平均分94.42。我们一

模的平均分和省2017年高考均

分基本持平。这两年，河北省高

考语文学科阅卷尺度一直在放

宽，分数较高。而我们受前些年

阅卷标准的影响，阅卷尺度较

严，这就造成学生一模分数过

低，一模分数和高考分数差别较

大。这次阅卷，我们吸取以前的

教训，把阅卷标准适当放宽，从

平均分来看，基本实现了最初的

想法。

从小题分来看，大多数题目

的得分情况还是理想的。22道

试题，有14道得分率在60%以

上，选择题第2题得分率82%，

第6题得分率82%，第7题得分

率 86%，第 13 题得分率 78%，

主观题第20题得分率79%，作

文均分43.13，得分率72%，上

述试题得分率较高。但也有一些

试题得分率不理想，如第11题

文化常识、13 题文言文翻译、

16题名句默写、17题成语得分

率均低于50%，得分较低，而这

些知识点都偏重在知识积累层

面，显示出我们的学生积累不全

面不准确。

本次考试语文试卷符合考纲

的新变化，和2017年全国高考

试卷有较高的相似度，试题有一

定难度，也有较好的区分度，能

够客观反映学生现有的学习水

平，考试中呈现出的问题对今后

的复习备考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各校成绩分析

理科省级示范性高中前5名

是邯郸一中中华校区、武安一

中、魏县一中、邯郸三中、邯郸

四中，普通高中前5名是邯郸市

第十中学、邯郸市三中南校区、

大名中学、创A教育、荀子中

学。

文科省级示范性高中前5名

是邯郸一中中华校区、武安一

中、邯郸三中、魏县一中、邯郸

四中，普通高中前5名是大名中

学、邯郸市三中南校区、邯郸市

第十中学、邯郸市第七中学、荀

子中学。

有些学校的成绩不理想，尤

其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省级示范性

高中的成绩还不如普通高中，成

绩差的离谱，这不是一句简单的

生源问题就能解释的，希望这些

学校能深入思考，找一找自己学

校问题的症结。

三、考试暴露出的问题

1．知识积累不全面不准确

试题中文言翻译、文化常

识、名句默写、成语等知识点得

分率均在50%以下，得分较低，

而这些知识点都偏重在知识积累

层面，显示出我们的学生积累不

全面不准确。

2．文体意识不清晰不浓厚

文学类文本考查的是散文，

但部分学生却答成小说“推动情

节发展”，这是没有文体意识的

表现。学生不能区分散文和小

说，不懂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

这暴露出我们复习备考中重解题

轻文本解读的弊病。

3．精准概括能力有待提

高

部分学生答题只分析不概括

或者概括不准确不全面，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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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概括能力欠缺。

4．规范答题能力有待提高

部分学生答题不分条作答；

或者分条作答，但只概括不分析

或者只分析不概括，反映出学生

规范答题意识不足。

5．作文思维能力有待提高

主要表现为：审题有偏颇，

文体不明确，行文中途易辙，结

构混乱不明。

四、复习备考存在的问题

1．三轮复习，流于形式

目前，许多学校都采用三轮

复习的方法，一轮知识点复习，

二轮专题复习，三轮套题训练。

既然我们把复习分为三个阶段，

也就意味着这三个轮次的复习有

不同的特点，学习内容、授课方

式等应各有不同，如果没有区

别，也就没有必要搞三轮复习

了。但从调研情况看，不少学校

二轮复习和一轮复习没有明显的

区别，老师讲解某个知识点时讲

授的内容、课堂的形式和一轮复

习基本一样，不过是简单的重

复，失去了搞三个轮次复习的意

义。

2．分层教学，有名无实

当前，不少学校实施了分层

教学，把学生分成了尖子班、拔

高班、普通班、特长班等若干层

次。根据学情，因材施教，是符

合教育规律的。但从调研看，有

些学校的分层教学，徒有形式。

不同系列的学生在教学内容、作

业、训练题、考试试卷、评价方

法等方面没有明显的区别，分层

教学，意义寥寥。

3．教研粗放，效率低下

有的学校教研

氛围不浓、一课一

研流于形式。教研

组对高考的方向、

试卷的变化、教学

内容的研究不深

入，不透彻，不清

楚高考内容的实质

变化，不知道高考

试卷变化的隐含信

息，不知道高考已由知识立意转

向能力立意、素养立意，也没有

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依然沿袭

多年的备考方法，低头走路，不

知抬头看天。方向不对，效率低

下，甚至误入歧途。

4．关键学生，重视不够

冲击清北的学生、一本的

边缘生、本科的边缘生，是应

着力抓好的关键生，这些学生

对学校成绩的影响至关重要，

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但从调

研看，虽然不少学校都提到要

抓关键生，但真正进行深入研

究的少，采取有效措施的少之

又少。例如，本科的边缘生有

多少，这些学生再提多少分就

可以稳上本科，这些学生哪些

学科可以提分，哪些知识点采

用什么方法可以提分。如果我

们把工作做深入做细致，边缘

生不再边缘，成绩也就提升了。

5．课堂模式单一，耗时费

神低效

根据教学内容不同，课型应

是多样的，新授课、复习课、练

习课、试卷讲评课等等。而不同

的课型我们采用的授课方式也应

不同，讲授课、合作探究课、自

主学习展示课等等。从调研看，

不管是什么知识内容，老师们采

用的往往都是传统的讲授课，课

型相对单一，效果也不显著。

6．资料缺少传承，单打独

斗居多

每一轮复习备考，老师们都

会付出心血去整理备考资料，然

后，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断淘

汰、丰富、沉淀，形成自己学校

特有的教学资源，而这些资源是

决定学校竞争力的软实力。但调

研中发现，教学资料往往以级部

为单位编定，级部与级部之间缺

少有序的传承，有些资料是某个

老师自己整理的，没有在组内形

成共享，这些都造成教学资源的

巨大浪费。高考备考应三年一盘

棋，教学资源要不断的丰富传

承。

五、复习备考指导原则

新课标高考语文试卷分阅读

与写作两大部分，我们总的复习

原则：阅读应以读懂为要，读懂

应以讲授阅读方法为要，讲授阅

读方法应以分清文体特点为要；

写作应以表达真我为要，表达真

我应以符合逻辑为要，符合逻辑

应以结构层次清晰为要。

YU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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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2018届高三一模

语文试卷主观题分析
峰峰第一中学 吕俊英

一、答题亮点

非连续性新闻阅读第 9 题

（3.95分）、语用第20题（4.84分，

80.75%）和作文第 22 题（均分

43.19分）。

以作文为例: 本次考试作

文材料的要求是就表情包对表达

能力的作用谈看法，属于任务驱

动型作文。学生在审题、立意方

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作文的均分

在43.19，属于正常区间，最高分

53分。亮点一是明确任务，立意

精准，文体特征鲜明，结构清晰。

学生能认真分析材料，围绕“表情

包”对语言表达的作用来行文，观

点正确，论述过程完整，论证方法

丰富（对比论证、假设论证、点面

层进），内容能贴近现实，多角度

行文。二是书写工整、美观，标点

使用正确，错别字少。学生应考

能力增强，考虑到考场作文的要

义之——赢得阅卷教师的青睐首

先靠书写。同等级的文章，书写

好的适当提了分数。

二、存在问题

第一、知识方面

文体不明，直接导致答题的

思路不对。文学类文本考查的是

散文，但部分学生却答成小说“推

动情节发展”，不能区分散文和小

说；作文要求是任务驱动型，文体

应该是议论文，但出现了记叙文

和书信：这一知识错误是规范答

题的大忌。

第二、能力方面

作文考查的除了阅读写作之

外，更重要的是思维能力。

1.审题能力有待提高

部分学生不了解任务驱动型

作文的封闭性这一特点，对指令

性这一特点不够重视。未注意到

对此中的词的含义——表达能力

的限定，只结合三则材料进行议

论：有写表情包产生的理由、表情

包的使用。

2.思维能力有待提高

一是行文中途易辙 部分学

生开头写表情包，但随后展开去

写“科技”“创新”“软件”“语言”

“汉字”“文化传承”等；极少数学

生只在文末出现“表情包”的字

样：出现了偏离材料和题意的现

象。

二是文体特征不明、不当

任务驱动型作文讲求引论简

洁、议论充分、联系紧密、结尾点

题。尤其是论证过程，是文章的

灵魂。部分学生出现了议论文论

证过程不严谨：没有意识到段首

句作用，过于随意，出现“曾经看

见过这样的事例”；事例论证时叙

述多于议论，或只叙述不议论；抄

所给的材料，不做分析和拓展，思

路狭窄，议论没有广度。

出现了书信、小说等文体，不

符合本次写作要求。如果是书信

的形式，而有议论的内核，是可以

的，正常打分。而小说这一文体，

是不能完成本次写作任务的。

第三、习惯方面

1.未养成良好的做题习惯，

导致理解分析判断能力弱。实用

类阅读和古诗阅读，学生在做阅

读题时，不做重点疑点勾画，分析

判断停留在表面上，导致筛选比

对理解分析能力差，失误频发！

2.部分学生书写能力亟待提

高

部分学生出现的问题——不

易辨识，主要有勾抹严重，字体纤

细缠绕，字体庞大出格。为强化

学生的文面意识，勾抹严重者扣

1分。直接影响阅卷速度和阅卷

心情，带来的损失不只是扣几分

的问题，而是学科素养的失败展

示！

本次一模考试，让我们发现

还有知识的盲点和难点亟待我们

去突破。要想打好二轮复习的攻

坚战，我们深觉肩上的重担，仍需

要继续齐心协力，积极谋划，突破

现有的二轮备考瓶颈期。

以作文为例，作文分值 60

分，要突破 45 分这一瓶颈，向

48-50分奋进，需要在以下几方

面着力提升：

（1）审题立意进一步加强，研

读立足材料，分析材料之间的有

机关系，明确写作要求，从内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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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一定要准确和规范。尤其

是文体意识要浓厚，避免创新不

成而丢分严重。

（2）任务驱动型作文的结构

可以加大训练强度，尤其是论证

过程中的递进式结构应该成为努

力的方向，为学生赢得发展等级

的分数助力加油。可从引-析-

联-升-结的规范写法要求做起。

（3）向书写工整美观要5-10

分。实力相当时，颜值高取胜。

离高考还有60天，后面的考试频

率会更加密集，如何提高考场的

书写质量，是我们师生必须要下

大力气共同解决的课题。

从试卷构成角度看，本次试

卷整体较为稳健，局部有所调

整。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文学类文本调整为散文。

从近期的一些信息来看，散文阅

读应该重视。

2.非连续性文本第8题由双

选改为单选，分值由5分降为 3

分，多出的2分给了第9题主观

题。个人理解整体降低了难度。

3.默写仍然是情境型默写，

在一句高中一句初中，一句2个

空一句 3个空的基础上有所变

化。第二句以核心意象“月”统摄

三句，更强化了综合性与运用性，

符合新课标的方向。应引起注

意。

4.21题为反方拟写辩词。仍

然考查逻辑能力，和2017年的推

断题相比应用性更强。

从学生答题情况来看，弱项

主要集中在几个题上。

首先是古文12题。本题难

度系数0.1，我校均分0.3，低得有

点不正常。分析了一下试卷。学

生问题主要出现在几个方面。正

确项D的表述中“他上书皇帝，指

出朝政过失”所对应的原文“上手

书遣使访朝政阙失”学生没理解，

断句错误，想成了主语是黄中，应

该是皇帝亲笔写信派遣使者去向

黄中咨询朝廷的缺点。A项有人

将“教授”想成动词，对“没有得到

龙大渊的照顾”判断失误，有人从

“黄中予以反驳”质疑原文二人是

一般对话而没有读出反驳的语

气。B项主要问题集中在“问劳

甚渥”和“皇帝给他丰厚赏赐”的

对应关系上，学生认为原文只说

了口头表扬，理解较为片面。C

项“觉察到金人的意图”所对应的

原文“言其治汴宫，必徙居见迫”

没读懂；“后来证明他的预见是对

的”对应的句子到了下一段，这也

对学生判断起到了扰乱作用。

综上所述，12题要么是学生

没读懂字面意思，要么是没能在

语境中理解深层意思，要么是对

散落多处的设错手法缺乏认识。

下一步应对措施，继续积累高频

实词，帮助学生最大限度的读懂

文本。想办法提升理解力。多见

见常见设错手法。

其次是古诗14、15题。诗歌

一直是难点，学生对“野哭”不理

解，虽然给出注释，但全是古文，

无法给学生提供支撑作用，个人

认为如果用现代汉语注解的更明

确些是不是好一些，包括注释一

可以注明诗人因严武死去失去依

靠而四处漂泊，是不是学生做起

来难度会降低？

再次是散文5、6题。第5题

好多学生答成了承上启下，考虑

到作用题都会让学生从内容、结

构两方面去答，所以这个题的问

题设置成有什么用意是不是更恰

当。第6题属于揣摩语句，是散

文中的常见题型。提醒学生注意

两点：一是加强语境意识，注意联

系上下文，紧贴文本思考，二是将

散文的文学性语言转化为平实叙

述语言来答题。

本次的21题呈现新意，比三

处推断显得更有实用性。学生失

分主要是没有论据，当然有的学

生属于没看清题目要求。

综上所述，后面一段时间应

在本次考试所暴露的一些问题上

对症下药，精准备考，以期取得理

想成绩。

邯郸市2018届高三一模语文试卷分析

邯郸市第四中学 景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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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专项+考试

专项：微专题20个（讲解+

练习）

二、要求：

1.能力为本，学科素养是关

键。注重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语

言的能力而不是应试能力，教

“真语文”而不是教“高考”，多

训练思维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大量

做题。开展《中国好诗词》《传

统文化》《二十四史经典佳句赏

析》等专题讲座。

2.务必上好阅读课。阅读教

学要全面化，增加阅读量，加快阅

读速度。专门用上课的时间讲解

《语文学习报》，其中讲解第一版

补充时政作文素材和信息，讲解

第二版是为了解决如何写好作文

的问题，讲解第三版是为了解决

文学类文本出现的问题，讲解第

四版是让学生学会鉴赏诗歌。课

下利用早读的时间让学生阅读精

选的时政文章，利用课余时间让

学生去阅读《光明日报》《青年参

考》《南方周末》等报纸。

3.课堂教学力求在常规教学

中寻求“高效”。高校课堂的核心

是“以学论教、明确目标、师生互

动、讲练结合”。“以学论教”就是

要了解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通

过考试阅卷总结出来的得分率，

我们可以知道学生的主要问题在

哪；通过作业批改我们可以了解

学生的知识漏洞；通过与学生座

谈，我们可以了解学生最需要讲

的知识是什么。其次是围绕目标

去确定重难点，再去确定教学内

容与程序。再次在课堂上，要具

体落实“师生互动，讲练结合”

课堂教学过程，重要的是学生的

练，练习是巩固学到的知识。那

些高考考试的内容，也是不断地

通过强化训练来巩固。老师把时

间花在精讲上，备课时精心打磨

需要布置给学生的东西，想想怎

么才能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高效

的训练。最后就是要布置好作

业。布置作业一要明确具体内

容，要尽量和上课讲的内容相符，

既重基础，也要提升。用简单题

夯实基础，用难题提升素养；二要

明确完成的时间和检查的措施。

如果没有检查，老师留的作业也

就形同虚设了。检查到位，才是

真正落实“高效”。

4.提高答题速度，教他们如

何分配答题时间及如何舍取。平

时考试一定按时交卷。周测限时

练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月考试

卷要在2小时20分钟内完成。

5.充分利用好早晚读，背诵

知识点。成语、得体、诗歌的专

用术语、64 篇课文、名句名

篇、摘录的好段落等等。落实人

盯人、上课前检查的制度，让学

生真正利用好早晚读的时间。

6.夯实基础，步步落实，重

视选择题的训练。“成语”“语

病”“得体”等基础知识题要常

抓不懈，要注意资料的总结和整

理，建立自己的资料库，小题常

练；注意现代文阅读、文言文阅

读、诗歌鉴赏选择题的规律方法

总结。

7.注意规范答题：规范思

路、规范文面书写、规范专用术

语的使用、规范答题步骤等。能

熟练运用相关技法去解题。对于

文言文部分，要系统梳理文言实

词、文言虚词、文言特殊句式、

文言翻译的知识点。对于诗词鉴

赏，要掌握诗词鉴赏的常见情感

类型。小说阅读中，要掌握人物

形象鉴赏、思想精神分析。人物

传记阅读中，要掌握住概括归纳

题、人物性格分析、分析精神内

涵的解题方法。

8.认清短板，强化练习：要

准确找出自己的短板，对相应板

块的解题方法进行总结，并辅以

大量练习，形成自己的固定答题

方法与套路，并不断强化。建立

题库，反复思考，不要只是盲目

做题，要注重对典型例题的总

结，对错题的反思，对错题的归

档整理，须知磨刀不误砍柴工，

失分点可能即是增分点。

9.让学生关注时事：每周利

用晚读时间放教学视频，观看

规范为要 能力为本
——市一模考试后语文备考策略

邯郸市第一中学 余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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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1+1》《新闻周刊》《感动

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

录片可以让学生了解掌握时政，

可为写作补充大量素材。

10.注重书写：多多练字，

一周至少有三篇练字。平时练

习、作业、记笔记、考试就要注

意书写，做到字迹清楚，卷面整

洁。

一模考试结束之后，我们仔

细研究了考试中学生的答题情况

并且总结了一模复习后学生仍然

存在的问题。为迎接2018年高

考，实现高考既定目标，我们拟定

了二轮三轮复习策略，真正使我

们的语文备考熬出生活味儿、精

致范儿、理智腔儿、时代音儿。

一、一轮复习安排及学生存

在问题

高三语文复习一般分为三轮：

第一轮(2017.5—2018.1)重在全面

复习，夯实基础；第二轮(2018.2—

2018.4)重在专题复习，查漏补缺；

第三轮(2018.4—2018.6)重在强化

训练，提高实战能力。

(一)第一轮复习具体安排：

（二）学生一轮复习后存在问

题：

1．诗歌鉴赏对诗意理解差，

做题没有方法。

2．非延续性文本概括能力

差，答题缺乏针对性。

3．作文立意概括不够准确，

论述缺乏高深宽。

二、 二轮复习

（一）二轮复习具体安排

（二）备考策略温馨提示：

1．要有整合归纳意识及相

应的跟踪训练。

二轮三轮复习会做大量的习

题，综合或专项都会有。如果做

完就扔到一边就太可惜了，所以

我们要带领学生进行细致的修

改、分析、归纳，并且做出各种形

式活泼的跟踪试题进行针对性检

测。有错即改正，改后能拿分，举

一反三，熬出生活味儿。

2．要反复强调书写的工整

规范。

一模阅卷时看到很多同学因

潦草模糊的书写而影响了得分，

这不仅仅是少了几分，甚至会使

我们辛苦复习的成果付诸东流。

有人说，高考语文就是考书法，这

当然是有失偏颇，但也从一个侧

面说明了书写规范的重要性。所

以要在学生的书写规范上熬出精

致范儿。

3．要注意实事素材的积累。

高考备考故步自封是不行

的，所以要求我们在备考中面向

生活、面向名著、面向社会、面向

经典。老师挑选热点的经典的素

材印发给学生，给出具体的要求

并带领他们去吸收消化，真正激

发出他们自己的情感、智慧和文

采，争取使他们在高考中能够凭

借这些写出有生命力的作文，熬

出时代音儿。

4．要总结各种题型及答题

方向。

采用学生自主学习法，汇总

近几年高考题，总结设题类型，自

主建模。包括传统题型和新题

型，都不能放过。要指导学生从

思考问题的角度了解——考什

么，怎么考；指导学生从阅卷人的

角度了解——答什么，怎么答。

使学生的作答熬出理智腔儿。

总之，高三的备考有如春起

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语文

的备考更是要循序渐进、慢火细

熬，只要功夫下到，就一定能熬出

语文的生活味儿、精致范儿、时代

音儿、理智腔儿。

生活味儿、精致范儿、时代音儿、理智腔儿

——市一模考试后语文备考策略

邯郸市第三中学 程 丽

1——6周

7——12周

13——16周

17——20周

21——23周

24——26周

文言文阅读

诗歌鉴赏

论述类文本阅读

实用类文本阅读

文学类文本阅读

语言文字运用

2.21——2.28

3.1——3.22

3.23——4.2

4.13——5.3

5.4——6.1

开学、考试

基础语用+自主训练

实用类+论述类+文学类

文言文+诗歌

三轮冲刺

15



2018年4月 第4期
《邯郸教研》

http://www.hdjks.cn/xsqk

语 文
YU WEN

以阅读为本 以高考为纲

——市一模考试后语文备考策略

魏县第一中学 康保民

2017 年高考语文试卷与以

往相比，最大特点是阅读量增

大，为此，今年高三的语文复

习，我们学校做了一个尝试，即

没有按照试卷中试题的顺序来安

排复习内容，而是紧紧围绕“阅

读”这条主线，通过对多种类型

文本阅读的鉴赏指导，让学生在

阅读中逐渐提升理解能力、概括

能力、表达能力。

一、第一阶段 （2017 年 7

月初—2018年3月）

这一阶段，我们的目的是夯

实学生的基础，让学生能读懂文

章。以“一主体，二指导”为工

作重点，即“以阅读为主体，以

阅读方法、鉴赏方法为指导”。

这一阶段我们的阅读视野比较宽

泛，只要是高考试题涉及的文体

我们都有涉及，只要是近几年的

高考文章我们都要阅读，并且对

阅读方法、思想内容概括进行指

导。

1.阅读内容

①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作品

选、外国小说作品选、名家经典

文章）

②散文（从名家经典作品中

节选，以及各大网站新作节选）

③文言文（先秦诸子散文、

山海经、贞观纪要、齐民要术、

战国策、左传、菜根谭、天工开

物等）

④诗歌（高考试题中的诗

歌、名家诗歌）

⑤时文阅读（各大热点新闻

事件评论、十九大报告）

2.方法指导

①阅读指导：告诉学生各种

文体该怎样去读，要读出文章或

诗歌的什么。比如小说，首先要

勾画出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次

要），然后概括小说的情节发展

过程，最后概括人物性格以及小

说的主题。

②鉴赏指导：就是对作品的

语言、写景写人的手法、表达主

旨的技巧、布局谋篇的特点进行

鉴赏指导。例如诗歌，让学生在

翻译诗歌的基础上，说说所鉴赏

诗歌写景或写人的手法有哪些，

有什么好处，引导学生形成一种

自觉鉴赏的意识。

二、第二阶段 （2018 年 3

月—2018年5月底）

这一阶段，是提升学生应试

能力的关键时期，虽然复习要以

高考试题为主，但是这几种文本

阅读仍然是我们的主体，我们只

是不在阅读范围上扩展，而是瞄

准高考题，以高考题指导方向。

1.高考试题重做，专题重组

首先，按高考试题的模块，

抽出来“论述类”“文学类（小

说、散文）”“实用类”“文言

文”“诗歌”这几个阅读专题，

让学生把近几年的高考题（已适

当改编）再重新做一遍，并且要

求学生按照前面复习时指导的方

法对其鉴赏（主要是学生互相交

流，老师点拨）。

其次，从各省市的模拟题中

找出典型的试题，以及学生前面

做错的试题，重新编辑，加强训

练，查漏补缺。

2.创建题模，精讲精练

不搞题海战、疲劳战，而是

按不同类型的阅读文本整理出典

型试题，让学生总结该类试题的

应答规律，从而看到相同类型的

试题就能快速地梳理出答题的思

路，组织好答题的语言。

3.读书写作一体化

写作是复习的难题，这一阶

段我们不再把写作单独列出来训

练，而是与阅读组合为一体，形

成“读写一体化”的训练模式。

即“阅读材料——学生阅读——

提炼观点——寻找论据（材料、

名言）——写作（提纲式或整篇

写作）——讲评修改”。通过多

个阅读材料、多个写作训练、多

次修改训练提升学生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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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高三一模考试

数学学科分析及复习建议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张向农

2018年 3月22-23日邯郸市

高三一模考试举行。本次考试试

卷由金太阳提供。

一、数学试卷总体评价和基

本特点

考试内容符合高考大纲和考

试说明要求，绝大部分题目的方

向与高考吻合。

本试卷每一道题都经过了精

心的编制，突出考查学生的理性

思维，在知识的交汇点上，在知

识的应用上，在考查数学本质上

设置考查点。

全卷重视基础，突出对能力

特别是运算能力的考查，运算量

偏大，没有偏题怪题。

1．试卷结构 七道解答题

（含两道选做题）覆盖了三角函

数（文科）、数列（理科）、立体

几何、统计概率、解析几何和函

数与导数，极坐标和参数方程、

绝对值不等式等，均为高考中的

重点内容。

2．试题特点 题目设计巧

妙，难度多以中档偏上为主，运

算量偏大，覆盖面较大，体现了

对创新意识的考查。

3．难度 本次高三一模考

试整体难度系数理科0.47，文科

0.38，高于高考难度。

二、各小题分析

从考试成绩各小题数据可以

看出：

优秀理科学生在小题中的复

数、集合、独立事件的概率、解

三角形、线性规划、三视图、二

项式定理的复习中比较到位，接

下来的专题复习过程中，可以不

用加大力度重点练习；

优秀的文科考生在小题的复

数、集合、向量的共线、三视图

中复习比较到位，接下来的专题

复习过程中，可以不用加大力度

重点练习；

理科学生在分段函数、三角

函数的图像与性质有关对称和零

点方面的问题、几何体的内切球

问题、几何图形中平面向量的运

算以及形式新颖问题不难的题目

的训练上需要加强，在应用问题

上需要加强，在函数与导数的选

择题填空题方面需要加强。

文科学生在分段函数、等比

数列、三角函数的化简、圆锥曲

线的性质、几何体的内切球函数

与导数的选择题填空题上需要加

强。此外，本次考试文科考试在

填空题中的表现不如人意，反映

出大部分学生对中档题目的解决

能力偏低。

理科、文科在填空题方面失

分严重，理科难度0.38，文科难

度0.18。除了题目本身的原因，

解题方向不明、运算能力偏弱、

面对新颖问题心生恐惧是主要原

因。

解答题中，除了文科在概率

统计(题目比较简单，阅读理解

不存在障碍）方面的题目得分率

比较满意外，其他各解答题的得

分率都不令人满意。说明经过一

轮复习和一段的专题复习，学生

的解题能力还偏弱。（当然因为

小题中的难题难度较大，使得留

给大题的解答时间偏少是原因之

一）

三、本次考试暴露的问题

概念理解不深，运用有欠

缺。学生自觉运用概念去判断解

题的意识差；运算能力弱。事实

上深层次的原因是推理能力弱，

数 学
SHU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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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算的过程中，不能选择合适

的运算路径，不能合理简化运算

过程，在遇到挫折时不能及时调

整运算方法。

在面对新颖问题时不能灵活

运用知识和方法。如理科9题，

文科10题。

答题欠规范，书写潦草。一

些填空题中的答案书写不清，需

要阅卷人去仔细辨别甚至去猜。

如理科 13 题 15 题答案都是 2，

有的同学把2写成ā或z，还有

写1错划掉，上面写2，不知是1

还是2还是X。

立体几何需要加强。本次考

试立体几何 19 题 理 科难度

0.41，文科难度0.19.事实上，此

题并不比高考立体几何题目难，

但是学生处理不好，理科学生不

能建立合适的空间直角坐标系，

坐标法运用不熟练，运算出错；

文科学生则表现出1.定理应用错

误；2.平面几何知识薄弱；3.逻

辑推理和运算能力不足。

四、复习建议

1．特别重视专题复习。围

绕学生薄弱的、高考的重点、

检测中发现的典型错误，通过

重新组编题组、专题讲解、变

式训练等复习到位，务必看到

明显效果。发现问题后一定要

找出学生出现运算错误的真正

原因，也就是解题策略和方法

方面的原因，对症下药。不能

一律通过增加训练强度去硬性

弥补。目前复习中出现的为了

赶进度，明知某个知识点有漏

洞，但是仍然继续向前推进的

现象经常出现。

2．限时练习。当前的各地

的模拟卷、综合练习卷的运算量

大是普遍现象。事实上，高考对

运算要求也比较高，量也比较

大，只是没有一模大而已。因

此，对平常的小检测，课堂上的

小练习，实行限时练，在保证准

确率的情况下提高解题速度。

3．关注学情，以学情定教

学容量和复习难度。突破基础

题、中档题屡屡丢分的瓶颈。

4．良好的知识结构、扎实

的基础知识以及熟练的基本题型

及方法，是取得高分的三个关键

因素。良好的知识结构的本质是

对数学概念的深入理解及概念之

间、分支之间概念的有机联系。

它对于面对新颖的问题灵活运用

知识解决问题有极大的作用；熟

练的基本题型及方法，在对于大

部分比较熟知的题目时，能够迅

速找到并选择合适的方法加以解

决。这二者的基础乃是扎实的基

础知识作为前提。

5．用好这次考试的数据和

资源

本次考试是为数不多的高考

实战演练。学生的重视程度，学

生的心理都和平常考试不一样，

更接近于高考。此外，本次考试

试卷的质量也比较高，许多题目

的质量接近于高考。对于这些题

目反映出的学生的问题，必须给

予高度的重视。

本次考试结合试卷的整体难

度可以看出各校的一轮复习效果

还是明显的。这次题目的整体难

度高于高考，运算量也大于高

考。但是也要清醒的看到，我们

的复习还存在的不少的短板。

只要有新意的题目，学生的

得分率下降的就非常明显。例

如，理科的填空题，难度0.38，

理科的17题0.42,18题0.47,19题

0.41,20 题 0.19。文科的填空题

0.18,17 题 0.41,19 题 0.19,20 题

0.13,22题0.29。

拿理科的第17题数列题来

说，学生在观察分析条件，枚举

找出规律，执果索因意识方面存

在较大的问题，在运算方面存在

不小的问题。

拿文科的17题来说，第二

问证明其中一个角是另外一个

角的二倍。学生不知如何考虑

这个问题。此时理性的考虑应

该是哪个角比较大？联系 cosB

的值可以考虑B比较大。结合

条件可以求出 a,c。此时 cos2A

二倍角公式的使用至关重要。

这是一个正常的解题思路。这

个要传授。

文科立体几何解答题中，

第二问知果索因的意识、几何

直观图的观察能力立体几何会

做做不对的问题如何解决，我

们要通过专题去攻克。

解析几何学生总是得分不

高。其实在平常我们就没有耐

下心来让学生完完整整做过几

道题，综合卷子学生每次到此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老师教给

学生的方法也是求出第一问，

列出方程组写出判别式等等。

对有能力的同学在这方面应该

有专题的训练。让他们通过专

题训练掌握方法，提高解题能

力，增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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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第一次模拟考试结束

了，数学一本有效分理科 87

分，文科89分，二本文理科有

效分均为56分。这样一个超低

的分数给我们高考备考敲响了警

钟！它再次提醒我们在二轮复习

中必须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

的训练，把重点放在提高考试中

容易题和中档题的得分上了！

市一模中的22题和23题与

高考要求比较吻合，难度适中，

在考试中这道题我们学生应争取

拿到满分！而22题得分率只有

0.44，23题得分率为0.55，这样

低的得分率要引起我们足够重

视！

一、坐标系与参数方程模块

高考命题意图：考查曲线的

极坐标方程与直角坐标互化、参

数方程与普通方程的互化；考查

运用极坐标方程或参数方程解决

一些简单的综合问题。

近五年高考试题形式从极坐

标与参数方程兼顾，发展为侧重

考一个方面。例如全国Ⅰ卷

2014年 2017年只考参数方程问

题，2015年 2016年只考了极坐

标方程问题。

邯郸市一模22题

在直角坐标系xOy中，曲线

M 的参数方程为 (t 为参

数，且t>0),以坐标原点为极点，

x轴正半轴为极轴建立极坐标

系，曲线C的极坐标方程为ρ＝

4cosθ。

（1）将曲线M的参数方程化

为普通方程，并将曲线C的极坐

标方程化为直角坐标方程。

（2）求曲线M与曲线C交点

的极坐标（ρ≥0,0≤θ<2π）。

高考热点一 直角坐标方程

与极坐标方程的互化，参数方程

与普通方程的互化是高考常考的

热点

样卷展示

错因分析：忽略了参数t>0

这个条件而扣分（我阅卷的835

份，只有7人得了满分）。

针对这种问题，我们可设定

下面针对性练习：

例1（1）（2014年全国Ⅱ卷

节选）在直角坐标系xOy中，以

坐标原点为极点，x轴正半轴为

极轴建立极坐标系，曲线C的极

坐标方程为ρ＝2cosθ，θ∈

。求曲线 C 的参数方程。

（明确给出范围θ∈ ，

答案：

（2）在平面直角坐标系xOy

中，曲线C的参数方程为

(t为参数)，求曲线C的普通方程.

（利用对勾函数的值域隐含给出x

范 围 ， 答 案 ： xy-y2-1=0，

(x≤-2，或x≥2)）。

（3）在平面直角坐标系xOy

中，曲线C的参数方程为

(α为参数)，求曲线C的直角坐

标方程。（利用正（余）弦函数

的值域隐含给出x范围，答案：

y＝x2，

阅卷心得：

1.两种方程互化时，要注意

转化等价性，避免出现增解。2.

解答这类题时，应保留简单运算

推理过程，避免步骤不全而丢

分！下面看邯郸市一模 22 题

（2），这是高考考查的另一个热

点。

高考热点二 求两曲线交点

的直角（极）坐标问题

解题策略：方案一 在直角

坐标方程的背景下求解，

方案二 在极坐标方程的背

景下求解。

如本次试题 22 （2）：第

（1）问已经求出曲线M的普通方

程为y= (x-2)(x>2或x<0),曲线C

的直角坐标方程为x2-4x+y2=0,所

以只要联立这两个方程，解方程

组求出直角坐标，然后转化为极

坐标就可以了。

例2（1）求曲线C：

与直线 的交点

的极坐标。

明方向 讲策略 重细节
——邯郸市一模考试22题23题试题分析

永年区第二中学 冀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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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求曲线C1:

与C2： 的交点极坐

标。

这道例题我们当然可以先将

极坐标方程化成直角坐标方程，

求出直角坐标，最后转化为极坐

标求解了，但这样解题势必增大

运算量，我们也可以直接运用极

坐标求解。

解析：（1）当ρ≠0时，

解得： 所以交点为（ ）

当ρ=0时，显然成立，所

以（0,0）也是交点，综上两曲

线的交点的极坐标为：（0,0），

（ ）。

（2）当ρ≠0时，由

得：

当ρ=0时，显然成立，所以（0,

0）也是交点。综上可知两曲线

的交点为：（0,0），（ ）。

高考考查新动向：近几年高

考加强了使用极坐标解决几何问

题的力度.如运用极坐标方程的

几何意义求解交点、长度、距

离、最值等问题.我们如果一味

地运用直角坐标方程求解势必增

加运算量，占用更多的考试时

间，影响考试总体得分.如2015

年全国Ⅰ卷和2015年全国Ⅱ卷

22题解题中运用极坐标求弦长

非常方便。

例3 (2016 年全国Ⅰ卷)在

直角坐标系xOy中，曲线C1的参

数方程为 (t 为参数，

a>0).在以坐标原点为极点，x轴

正半轴为极轴的极坐标系中，曲

线C2：ρ＝4cosθ。

(1)说明C1是哪一种曲线，并

将C1的方程化为极坐标方程；

(2)直线 C3的极坐标方程为

θ＝α0，其中α0满足 tanα0＝

2，若曲线C1与C2的公共点都在

C3上，求a的值.

不难发现：这道题第一问已

经把C1的方程化为极坐标方程

了，C2本身就是极坐标方程，

C3：θ＝α0 是经过极点的直

线，只要把θ＝α0 代入曲线

C1，C2的极坐标方程就可以得到

求解。运用极坐标比较直接也比

较简单！

解析(1)曲线C1的极坐标方程

为:ρ2－2ρsinθ＋1－a2＝0。

(2)曲线C1，C2的公共点的极

坐标满足方程组

若 ρ ≠0，由 方 程 组 得

16cos2θ－8sinθcosθ＋1－a2＝0，

由已知tanθ＝2，可得16cos2θ－

8sinθcosθ＝0，从而1－a2＝0，解

得a＝－1(舍去)或a＝1。

若ρ=0，a＝1时，极点也

为C1，C2的公共点，在C3上。

所以a＝1。

提醒注意：用极坐标确定曲

线交点坐标，注意验证极点（即

ρ=0）是否满足题意，避免漏掉

极点这个公共点。

高考热点三 求最值问题

求最值是高考一个不变的热

点，当涉及到椭圆或圆上的动点

的最值以及取值范围的问题，通

常利用椭圆或圆的参数方程，将

问题转化为三角函数的最大值、

最小值得到求解。如2014年全

国Ⅰ卷、2017 年全国Ⅰ卷和

2016年全国Ⅲ卷对这部分知识

进行了考查。

例 4 以原点O为极点，x

轴正半轴为极轴建立极坐标系，

曲线C的极坐标方程为ρ＝

例5 (2016·全国卷Ⅲ改编)

已知点P为C： ＋y2＝1上的

动点，点Q为 l：x＋y－4＝0上

动点，求|PQ|的最小值及此时P

的坐标。

解析可设点P的直角坐标为

( cosα， sinα)。因为 l 是直

线，所以|PQ|的最小值即为P到l

的距离d(α)的最小值，

当且仅当α＝2kπ＋

时，d(α)取得最小值，最小值为

，此时P的直角坐标为

高考热点四 利用直线参数

求线段长度问题

经过点P(x0，y0)，倾斜角为

α的直线l的参数方程为

(t为参数)。若点A，B为直线l上

的点，其对应的参数分别为 t1，

t2。我们总结以下几个常用的结

论：(1)|PA|=|t1|;(2)|AB|＝|t2－t1|;(3)

|PA|·|PB|＝|t1t2|.这是一道非常成

熟的试题，无论老师讲解还是学

生练习都比较到位，近几年高考

全国卷没有出现。

例6 (2016·江苏卷)在平面

直角坐标系xOy中，已知直线 l

的参数方程为 (t为参数)，

椭圆 设直线l与椭圆C相

交于A，B两点，求线段AB的长。

解析：椭圆C的普通方程为

2 2

20



2018年4月 第4期《邯郸教研》
http://www.hdjks.cn/xsqk

SHU XUE

特别提醒:运用直线l的参数

方程 (t为参数)的参数

t的几何意义解题时，注意观察

参数t的系数平方和是否为1。

高考预测：如果将例6中直

线 l的参数方程 (t 为参

数)变成 (m 为

参数)，其它不变，这道题怎样

利用参数方程求解（提示:令 t=

2m转化为例6求解）。

二、不等式选讲模块

高考命题意图：考查绝对值不

等式的解法，往往含有两个绝对值

号；考查利用不等式的解集或利用

函数的最值求不等式中所含的参

数的取值范围。近五年高考全国

Ⅰ卷试题中只有2014年没有考查

绝对值不等式，2017年则为二次不

等式，明显加大了运算量。

原题呈现邯郸市一模23题

已知函数 f(x)＝|x-4| + |x－

1|-3。(1)求不等式f(x)≤２的解集；

(2)若直线y=kx-2与函数y＝f(x)的

图象有公共点，求k的取值范围。

第（1）题是高考必考的热点。

高考热点一 考查绝对值不

等式的解法

解题策略：采用零点分段法

求解。样卷展示一

样卷展示二

阅卷心得：从阅卷情况看，方

法二书写可避免忘记与去绝对值

的条件求交集而致错，得分偏高，

值得推广。其它解法如图象法

（如果题中有网格易画图，可采取

此法，否则画图耗时会较长），绝

对值的几何意义（有局限性，步骤

过于简单）对于具体的绝对值不

等式不建议使用。

失分分析：1.零点分段法分段

时不要遗漏区间的端点值；2.求不

等式的解集时，答案应写成集合

或区间形式。

第23题(2)问是高考另一个热点

高考热点二 画出含绝对值

的函数图象，或利用图象求参数

范围问题是这部分高考考查的另

一个热点。

样卷展示

这是张作图较好的样卷，但

对直线的变化描述有些少，可能

影响得分。

阅卷心得：作图要规范，用上

尺子，标注特殊点等，用数形结合

解题时应该有必要的说明，避免

不必要的丢分。

高考热点三 利用不等式的

解集或利用函数的最值求参数的

取值范围问题。

例7 (2016·全国卷Ⅲ节选)

已知函数f(x)＝|2x－a|＋a，g(x)＝|

2x－1|.当 x∈R时，f(x)＋g(x)≥3，

求a的取值范围.（提示：转化为[f

(x)＋g(x)]min≥3.）

例 8 已知函数 f(x)＝|x＋

3|－|x－2|.若f(x)≥|a－4|有解，求a

的取值范围。（提示：转化为

f(x)max≥|a－4|。）

方法归纳

1.不等式恒成立问题的解法

若不等式f(x)≤a在区间D上

恒成立，则 f(x)max≤a；若 f(x)≥a

在区间D上恒成立，则f(x)min≥a。

2．不等式能成立问题的解

法：若 f(x)≤a 在区间 D上能成

立，则 f(x)min≤a，若 f(x)≥a在区

间D上能成立，则f(x)max≥a.

全国Ⅰ卷中近五年高考中没

有涉及不等式证明，而全国Ⅱ卷

中出现较多，备考时不建议对证

明题进行加大难度训练.

另外，作为选考题，部分考

生技术操作上出现造成失误：选

考 23 题的考生没有涂 23 题标

记，试卷被打到22题区，这种

情况和高考阅卷评分一样统一判

为0分.这次考试问题卷30多份

（这还不包括老师阅卷时已经按

0 分评的部分），都是这种问

题！

总之，在高考备考中我们应明

确各章节的高考方向，把握试题难

度，研究解题策略和方法，注重解

题细节，牢抓基础，相信我们的学

生会考出一个满意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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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题总体分析

理科

文科

二、把握本质 专题突破 提升素养

角度一 三角函数图像与性质

【一模试题】（理 10） 若仅存在一个实数

使得曲线 关于直线x=t

对称，则w的取值范围是( )

【高考回放】

【17年天津】已知函数

若在f(x)区间（π，2π）内没有零点，则w的取值

范围是

x=t对称，则w的取值范围是( )

角度二 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

【一模试题】（理20）已知p>0,抛物线C1:x
2=2py

与抛物线C2:y2=2px异于原点O的交点为M,且抛物

把握本质 专题突破 提升素养

——市一模考试的一点感悟

涉县第一中学 李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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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C1在点M处的切线与x轴交于点A,抛物线C2在点

M处的切线与x轴交于点B,与y轴交于点C。

(1)若直线 y=x+1 与抛物线 C1交于点 P,Q,且

求：

(2) 证

明:△AOB

的面积与

四 边 形

AOCM 的

面积之比

为定值。

解析一：（2）见标准答案

解析二：（2）联立两曲线方程解得M(2p,2p),则

两曲线在点M处可利用导数求得切线的斜率，挖掘

对称性求面积，较为方便；

解析三：（2）联立两曲线方程解得M(2p,2p),直

接利用切线的替换公式可求得切线方程，挖掘对称

性求面积。

重视：在曲线上某点P(x0,y0)处的切线方程替换

公式为： 常数不变。思考

以点为中点P(x0,y0)的割线的方程应该是怎样的？

【高考回放】

【16年1卷】设圆的圆心x2+y2+2x-15=0为A,直

线l过点B（1,0）且与x轴不重合,l交圆A于C,D两

点,过B作AC的平行线交AD于点E.

（1）证明丨EA丨+丨EB丨为定值,并写出点E

的轨迹方程；

（2）设点E的轨迹为曲线C1,直线l交C1于M,N

两点,过B且与l垂直的直线与圆A交于P,Q两点,求

四边形MPNQ面积的取值范围。

【14年1卷】已知点A（0，-2）,椭圆E:

（a＞b＞0）的离心率为 ；F是椭圆E的右焦

点，直线AF的斜率为 ，O为坐标原点

（1）求E的方程；

（2）设过点A的动直线l与E相交于P,Q两点。

当△OPQ的面积最大时，求l的直线方程。

解析：（1）

（2）直线垂直x轴不符合题意

最后求得直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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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1.三角形面积公式；2.弦长公式

【模板生成】

1.直线 AB为过某定点的动直线，点 P为定

点，则

2.椭圆方程为 =1(a>b>0),直线方程为

Ax+By+C=0 则两曲线相交时，有弦长公式：

3.形如 其中 k 为

变量,用换元法求值域（令t=dk+e)

【试题拓展】

4.已知椭圆： 的焦距为

4，左、右焦点分别为F1、F2，且C1与抛物线C2：

y2=x的交点所在的直线经过F2

（1）求椭圆C1的方程；

（2）分别过F1、F2作平行直线m，n若直线与

交于A，B两点，与抛物线C2无公共点，直线n与

C1交于C，D两点A，D其中点，x在轴上方，求四

边形AF1F2D的面积的取值范围。

【高考回放】

【17年 1卷】已知椭圆C: 四

点P1（1,1），P2（0,1），P3（ ），P4（ ）

中恰有三点在椭圆C上。

（1）求C的方程；

（2）设直线l不经过P2点且与C相交于A，B两点.

若直线P2A与直线P2B的斜率的和为-1，证明：l过

定点。

【15年 1卷】 在直角坐标系 xoy 中，曲线 C：

y= 与直线y=kx+a(a＞0)交与M,N两点，

（1）当k=0时，分别求C在点M和N处的切线

方程；

（2）y轴上是否存在点P，使得当k变动时，总

有∠OPM=∠OPN？说明理由。

解:（1）略

（2）存在符合题意的点，证明如下：

设P(0,b)为复合题意的点， 直

线PM.PN的斜率分别为k1k2,将 y=kx+a,代入C的方

程整理得x2-4kx-4a=0

数 学
SHU XUE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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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拓展】

3.已知 ， 内切

于点A，P是两圆公切线l上异于A的一点，直

线PQ切于 点Q，PR切 于点R，且Q,R均

不与A重合，直线C1Q,C2R相交于点M。

（1）求M的轨迹C的方程；

（2）若直线MC1与x轴不垂直，它与C的另一

个交点为 N，M'

是点 M关于 x 轴

的 对 称 点 ， 求

证：直线 NM'过

定点。

三、备考建议

1.复习专题流程：高考真题→模板生成→专题

拓展→综合补充

高考真题:是基础，充分的将近三年全国卷的

高考真题认真总结,分类总结,考频总结，角度总结；

模板生成:是关键，对频率高的、重要的、典

型的知识板块形成全面地解题模板，使学生感悟领

会到重要的解题策略；

专题拓展：是保障，利用其他省市的高考真

题、平时的模拟题强化模板练习；

综合补充：是完善，利用其他省市的高考真

题、平时的模拟题弥补频率高的、重要的、典型的

知识还没有考察到的角度；

2.不盲目做过多的综合卷，否则冲淡了专题的

备考，学生在综合卷中会出现会的一直会，不会的

仍然不会，建议二模后再强化综合卷，做综合卷主

要是练学生做卷时间合理分配问题和随机应变的问

题，一般时间分配是50+50+20；

3.学生做题顺序的建议，每位教师选择好自己

的教学目标，理想中你的学生可以拿多少分，专题复

习中，我们还是以中档题为主，特别压轴的12，16，

21（2）讲解时注意策略，一般建议做题顺序为1-11，

13-15，选做-17-20-21（1），12，16，21（2）

（上接第28页）往是由于没有看

懂句子造成的。所以教会学生分

析长难句，弄明白句子的意思，

是做对题的前提。在实际的语法

教学过程中也一定要结合语法项

目使用的典型情景呈现语法。基

于语用的语法教学效果肯定比单

纯的语法规则讲解效果要好。

（三）以段落形式进行语法

填空练习。只有基于语篇的练习

才能训练学生在具体语境中的语

法运用能力，同时也考查了学生

的精细阅读能力。老师们要放弃

传统的四选一练习，可以使用课

本文章或高考试题的文章，对高

频词的常用形式进行挖空，让学

生练习。

（四）加强高频词的派生词

的复习。这样的复习应该放入语

篇中，可以让学生根据常考知识

点自己挖空，然后互相交换做

题。这样学生能够站在出题人的

角度看待语法填空题，会更好的

掌握本题型。

（五）规范学生的书写。对

于班里书写不规范的学生应及时

指出错误所在，让学生每天上交

书写纸，老师予以点评。也要及

时鼓励，提高学生练习书写的积

极性。同时，建议学生每天书写

的内容也应该是篇章结构形式

的，而不是一个个不相干的单

词。这样，他们在书写练习的同

时，也会对文本理解力有所提

高。学生的书写规范了，就避免

出现非智力因素导致失分。

总之，高考试题中对于语法

的考察由原来的单选题变成现在

的语法填空题，也就是我们要把

语法知识融入到语篇中予以理

解。只有把握命题方向，我们才

能高效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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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学科的高三备考复习

中学生们都会做大量的阅读练习，

还有一些学生课外会阅读英文报

刊、杂志和小说，但是等到下笔去

写时还是头疼不已，似乎没有什么

提高。学生们读了这么多文章记

了这么多单词和词组怎么还是写

不好100-120字的高考作文呢？

在阅读课上学生一般先阅读

文章然后完成课后的相关的练习，

最后核对答案，练习讲解也是以老

师讲解为主，讲解内容就是翻译和

题目相关的词句。在这样的训练

中学生的关注点往往在答题的正

确与否上，阅读理解的文章也很少

会再读，对文章本身的文字传递的

信息更是关注甚少。而真实的阅

读过程是与作者进行思维碰撞的

过程，需要学生静下心来通过文字

了解作者想要传递的讯息和观点，

与作者进行情感和思想的交流。

所以学生的自主阅读无论对于阅

读能力的提高还是写作能力的加

强都是非常必要的。进行自主阅

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生活和兴趣选择阅

读材料。

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开阔视

野、获得新知、得到启发等目的会

积极主动地阅读，阅读成为人们

生活工作、与人交流、自我发展的

必需手段。学习一门外语就有机

会掌握另一种思维方式，多一种

看问题的角度，多一份智慧。阅

读材料的选择是影响阅读动机的

重要因素，学生往往不堪忍受枯

燥无味的材料，有些劣质的模拟

题的阅读文章中式英语严重，生

词量大，艰涩难懂，不是合适的阅

读素材。阅读是一个由量变引起

质变的过程，要想坚持下去，一定

不要过分地勉强自己。要放松心

情，赋予阅读真实的目的，提高阅

读的兴趣。《二十一世纪报》和《空

中英语课堂》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各地高考真题和材料新质量高的

模拟题的文章学生也可以在完成

阅读题目的练习和核对答案后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再复读一下。

二、对阅读材料进行分类，采

取不同的阅读方法。

阅读材料的种类很多，阅读

目的也不尽相同。如果你是想获

得一些新的资讯那就随便读，让

自己高兴就好。如果是想提高一

下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就要采用

合适的方法了。我们的阅读材料

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开阔视野类：这类的材

料中包括新闻报道、各类明星的

介绍、文化和艺术盛事、科技的新

发明和各种新发现。对于这些材

料，学生可以根据标题和照片等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文章阅读即

可。如果能用下划线划出反映文

章的内容的主题句或是作者的主

要观点就最好，有利于掌握文章

的框架和主要内容，对于提高阅

读速度、培养阅读能力是非常有

帮助的。

（二）英美文化背景知识类：

这类材料有关英美国家的风俗习

惯、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生活状

态等。读起来也比较轻松，了解

主要内容就好。但是背景知识的

积累对于高考阅读的理解是非常

有好处的。比如：读到题目为

New York City’s food truck culture

的这篇文章，你知道 food truck

指的是“街头的移动餐车”，也了

解到通过它可以在纽约街头品尝

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这样的

文章新奇有趣，同时也了解了美

国的饮食文化。

（三）观点评论类：观点评论

类文章介绍新的社会现象和思想

变化，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例如：最近流行的网络名词“佛

系”是什么意思呢？The phrase

was reportedly created in Japan in

2014 to describe young men who

no longer bother to start relation-

ship with women or fellow someone

else’s life path. They prefer to stay

in their own peaceful world without

being disturbed and care little

about passion and success.

针对这一现象，大家怎么认

为呢？ In this fast-changing and

competitive world, it’s only natural

that people are seeking a spiritual

anchor. However, some say that

培养自主阅读能力提高高考作文成绩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苏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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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i actually reflects the reality that

young people are losing their will

to fight. They are pretending to

keep a healthy and wise attitude to-

wards failure simply because they’

re incapable of succeeding.

读后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询问和思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

非常重要的。这对于保持开发的

心态、学到看问题的新角度和培

养批判性思维是非常有好处的。

很多学生在高考写作中除了给出

的要点就无话可说，或者只说要

点不会举例说明或进一步阐述自

己的观点就是平时不联系自己的

生活，也没有思维的训练。

再如：针对夏威夷首都火奴

鲁鲁将立法禁止人们过马路时看

手机，你怎么看？有的人说：I

can’t agree more with this law. I

believe it’s not designed to limit

people’s freedom, but to protect

people’s safety.但是也有人说 I’

m not in favor of it. First, it’s hard

to define whether a person is actu-

ally looking at their mobile phone

or not. Further more, if a person

gets an emergency call when cross-

ing the road, should he or she be

fined? It’s everyone’s right to use

mobile phones.你的看法又是怎样

的呢？

（四）有关某一特定主题的社

会生活类文章：我们的高中课本

的文章是围绕不同主题编写的。

主题指围绕人们生活、学习和工

作的某一范围展开的话题类别。

词句难度适中这类文章是积累写

作素材的好材料。读这样的文章

时要抓出表达的主题并预设一下

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写到这样的

内容，然后再分主题进行词和词

组的积累，并摘抄在笔记本上，经

常复习，写作时要回顾照抄的词

句，自然地运用。

比如：题目为Rewriting great

story这篇文章是关于学校学生登

台表演课本剧，全新打造经典故

事的。我们可以积累到这些相关

的词汇：put on your makeup, get

your costume on, forget one’s

lines, perform textbook dramas,

stand out in the art festival held in

my school, play the leading hero-

ine, in the final scene, one of the

famous works of Lu Xun, plot and

setting, rearrange the plot of the

original。在高考写作中如果写一

封邮件告知你的美国朋友关于学

校举办表演课本剧的艺术节的内

容，是不是就有些词句的素材了

呢？有意识积累有关中国传统文

化的素材。

为实现“立德树人”的培养目

标，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实现跨文

化交流，树立文化自信，传播中国

传统文化，高考试卷中的中国文

化元素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教

材中这样的材料却比较少。在自

主阅读中学生应该有意识地补充

这方面的内容。如：《中国文化掠

影》中的中国的四大发明

The Four Great Inventions

China contributed four great

inventions to the world, which in-

clude the compass, paper, gunpow-

der, and the art of printing.

Compass: the earliest compass

appeare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

riod-the spoon-like compass ap-

peared during the Han period - the

compass was further improved dur-

ing the Song period

Paper: Paper was invented in

the Western Han - Cai Lun im-

proved it in the Easter Han - Xuan

paper appeared in the Tang dynas-

ty - Paper made of bamboo ap-

peared during the Song period

Gunpowder: gunpowder was

invented over1,100 years ago -

gunpowder(flying fire) began to be

used in war towards the end of the

Tang - Various weapons with gun-

powder were invented during the

Song period - Gunpowder was in-

troduced to the Arab world during

the 13 century.

Printing: Wood-block print-

ing appeared in the early Tang pe-

riod - Bi Sheng invented the mov-

able type of clay during the year

between 1041 and 1048 - Later

movable type of metal and wood

was made and widely used - The

technique of printing was gradually

known to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Europe.

高考英语写作试题贴近时代

贴近学生生活，引导学生在学习中

关注社会生活、思考人生，培养批

判性思维，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

法，表达自己真实情感。学生应该

立足表达的需要多思考多积累，提

高运用语言的能力，不断提高自身

语言素养，学以致用，只有这样才

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写作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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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邯郸一模英语语法填空

阅卷情况分析及备考建议
鸡泽县第一中学 黄会省

3月22日、23日邯郸市第一

次模拟考试进行，在本次考试的

阅卷工作中，我担任语法填空题

的题长。现汇总本次一模试卷评

阅中语法填空反映的问题，同时

我们也探讨一下在二轮复习中应

如何备考语法填空题。

一、本次语法填空阅卷情况

（一）整体情况：

一模语法填空题的平均分是

5.7，平均得分率是38%，在这

十道题中62题、63题和68题的

得分较低。

（二）阅卷中反映出的问题：

1.书写不规范，模棱两可。

有些学生书写字母不规范，有的

既像h又像b；还有的学生写单

词的时候出现了拼写错误，他就

把错的字母划掉，其它字母接着

写，结果就是一个单词中间含有

几个划掉的字母。这是不规范

的，正确的改法是把单词划掉，

重新写。

2.不了解所给词的词性，随

意变形。比如把 65空的 freshly

写成 freshed或 freshing,说明他不

知道fresh是形容词。

3.做题不认真，填错地方。

不注意题的序号，在答题卡上填

错位置。

4.常用基础语法不扎实。尤

其是涉及到给出动词基本形式的

62、63和 67题，不知道该用谓

语动词还是非谓语动词。

（三）得分率较低的题的分析。

1.Like music, dance and

painting, eating is also an art in

China and Chinese cuisine 62.

(list) as one of the top in the field of

world cuisines

本 句 主 语 是 Chinese cui-

sine，Chinese cuisine被列为世界

烹饪领域的最佳烹饪之一，此处

为被动语态，时态应为一般现在

时，所以本题正确答案是 is

listed。错写成的答案是was list-

ed 、 listed、 has been listed 或

lists。说明动词的时态和语态这

样的基础语法学生

应用得不好。

2.Nobody could

tell exactly how

many restaurants a

specific city has, let

alone the roadside eateries 63.

(distribute) in streets and back

lanes.

给出了动词基本形式 dis-

tribute，根据题意，本空应该做

the roadside eateries 的 后 置 定

语，所以本题正确答案是 dis-

tributed，错写成 are distributed

的较多。说明学生不知道此处应

使用非谓语动词。

3.It i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color, shape, 68. (appear) and

flavor.

给出了基本形式appear，根

据句意，它是跟color、shape并

列的同类词，所以本题正确答案

是appearance。出错的学生填成

appearence或 apperance，是单词

错误的问题。

二、针对语法填空题，二轮

复习中应采取的措施

上面我们对本次试卷中的语

法填空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那

么，在二轮复习中如何复习语

法？讲什么？讲到何种程度？带

着这个问题，我对近4年高考试

题进行了的剖析，得出下表：

（在上表中字体加黑的内容是这

4年中没有考查到的知识点，但

是提醒老师们在语法复习的时候

也要关注到的点。）

（一）语法教学的重点由边

缘语法转向基础语法。通过以上

表格我们可以看到高考对语法的

考查和以前单项选择的考查不

同。在语言活动中使用频率高的

基础语法成为考查的重点。

（二）阅读是学生做对语法

填空的基础。学生对基础语法运

用地不好，往（下转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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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邯郸市高中毕业

班第一次模拟考试后进行的全市

网阅工作中，我担任改错题的阅

卷组的题长，通过测试和阅卷，我

们发现了学生在改错题型方面的

很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进

行了认真的反思，总结如下。

一、 短文改错题型分析

本次改错试题设计巧妙，看

似云淡风轻，实则直戳学生痛点，

在体现历年高考试题的高频考点

的同时，充分反映出学生在英语

实际应用中的高频易错点，具有

较强的实用性和测试功能。

通过对2017年英语全国卷

改错题型的考查知识点的总结和

比较，我们发现改错题型的考查

重点依然是英语词汇的适当运

用。其中动词、代词、形容词、副

词、名词、冠词、介词等语法项目

的考查出现的频率很高。不同于

语法填空题型，短文改错题型中

词性的误用和易混词辨析成为考

查的热点，这表明改错题型对于

词汇运用的考查趋势更加基础性

和实用性。

二、一模短文改错题型的问

题分析

通过一模网阅，我们发现学

生的主要问题仍然集中在动词的

适当形式的变化和名词复数形

式，比如这次动词ing 的基本拼写

规律（beginning, amusing），动词

时态的正确判断（ended, is al-

ways playing）和 leaf 的复数形式

leaves 都是高频易错点。

典型错误包括：（1）动词形式

的变化：很多学生在书写begin-

ning 时字母n不双写; amuse 变为

amusing 时不去字母e;（2）冠词a

和an 适当运用：有些学生不清楚

冠词 a 和 an 的区别，把 a video

game写成 了an video game (3) 特

殊的名词复数例如：很多学生不

清楚“叶子”leaf的复数形式，把

leaves错写成leafs或者leave

另外，我们发现了一些学生

答题不规范的问题

（1）改错符号，位置和数量不

规范

高考对于改错题的符号和位

置有明确要求：文中共有10处语

言错误,每句最多有

两处.错误涉及一个

单词的增加,删除和

修改。增加: 把缺

词处加一个漏字符

号(∧),并在其下面

写出该词。删除:把

多余的词用斜线(＼)划掉.修改:在

错的词下划一横线,并在该词下

面写出修改后的词。注意: 1.每

处错误及其修改均限一词；2.只

允许修改10处，多者从第11处不

记分。通过阅卷，我们发现很多

学生在做改错题前未认真阅读答

题要求，对于高考改错符号和位

置的要求并不清楚。学生的主要

问题表现在：1.用其他符号改错；

2.改错符号不规范；3.改错位置不

合适；4.改错数量过多。

（2）英语字母书写不规范

通过阅卷我们还发现很多学

生在英语字母书写时存在很多不

规范的现象，例如，字母a,o,u的不

规范书写导致无法确认；字母g的

不规范书写被认为是字母y; 不

规范的连笔导致书写的错误；字母

大小写问题等等。尤其有些学生

虽然知道这个错误怎么改，但是因

为不规范的书写问题没有得分。

改错题型的不规范问题不仅影响

了我们阅卷工作的效率，而且给学

生造成了很多没有必要的遗憾。

三、备考建议

1.基本技能训练到位

词形变化一直是所有学生的

易错点，反映出学生对短文整体

语境的确切理解不足，相关表达

动词时间及状态的线索词汇的熟

悉程度不够。因此，短文改错题

型做完之后既（下转第 31页）

2018年邯郸一模短文改错题

阅卷情况分析及备考建议
峰峰第一中学 赵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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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一模的书面表达要求是

写一封回信，给外国朋友Peter介

绍中国春联的用途、内容和寓

意。为近几年高考常采用的应用

文，写作要求符合学生的认知，同

时又有一定的开放性，给予学生

一定的发挥空间，让学生在有话

可说的同时，考查他们用英语表

达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易于展

现学生真实的书面表达能力，也

有利于评分。

一、书面表达阅卷数据

本次书面表达文科平均分：

14.59分，理科平均分16.04分；文

科得分率：58.4%，理科48%；难度

系数：文科0.58、理科0.64。

二、书面表达问题总结

下面将对本次阅卷中学生出

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

（一）卷面和书写方面

有的卷面涂改严重。书写错

误时，用斜线轻轻的划去即可，千

万不要过度勾描，造成适得其反

的效果。还出现一些让人头晕眼

花，影响评阅的奇葩字体，有的压

线写，有的连笔严重，有的大小不

一。有的学生单词之间间距把握

不好；字间距过大或过小都不可

取，建议两个单词之间相距两个

小写字母即可。还有的学生答题

超出答题区域。

（二）字数方面

书写字数不够或过多。为了

内容的完整性，100-120字之间

为宜，2015年开始，高考答题纸

作文部分为 16行，考生不用占

满，字数够即可。

（三）段落层次方面

无分段、一段式；有的考生不

分段，全篇就一段；而有的则分段

过多，几乎一句话一段。

一般说来三段即可。

（四）内容要点方面

1.抄写大段阅读理解或短文

改错的内容。很多不会写作文的

同学选择把不相干的文章中的词

句抄到试卷上，以求阅卷老师可

以给个“辛苦分”，在抄袭的文章

中时不时插上个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以求蒙混过关。其实，英

语作文的批阅是非常严格的，两

位老师双阅，阈值大于4分就会

交给仲裁老师。考生一定要动手

写自己的内容，只要是自己的语

言，符合一些题意就会有分。

2.偏离主题，作文要求介绍

春联的用途，内容及意义，而有的

考生却写了春节的相关内容；

3.要点不全，如漏写春联的

用途或者寓意等；

4.内容过于单薄，一句话带

过一个要点，明显内容不充实；

5.对于春联的常识缺乏了

解，如春联何时出现，考生们给出

了五花八门的答案。其实，贴春

联是中国最普遍的最具有代表性

的传统文化，学生很熟悉这一活

动，可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却知

之甚少，这正是英语学科核心素

养中文化意识所强调的部分，同

时也是学生所欠缺的。

（五）语言表达错误方面：

1.单词拼写错误：一些基础

单词如write的 ing形式学生写成

双写 t，再如：receive写成 recive、

traditional写成treditional……

2.语法、句式等各种错误

作文开头很高兴你对中国的

春联感兴趣，对什么感兴趣，不会

正确的表达。

I’m glad you have an interest-

ed to…某人对某事感兴趣

I’m pleasure to introduce the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荣幸做某

事

People will very happy.

Looking forward to you reply.

The couplets is a important

thing to China.……

当然，本次考试也出现了很

多吸引人眼球的好句子：

1. As is known to us all, the

Spring Festival is the most signifi-

cant festival in China, so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2. It’s believed that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can bring good

luck and happiness to us, which

2018年邯郸市一模书面表达

阅卷总结及备考建议
邯郸市第三中学 郭新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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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9页）要有归纳，有总

结，还应该注重个体单词的书写

训练。平时的短文改错训练应该

见缝插针，随时随处，5分钟限

时，短时有效，总结简洁扼要。

2.培养适当的语感

很多学生在改错时最大的问

题是找不到错误，这是因为他们

读正确的英语太少，语言感知能

力薄弱。所以，学生们对确切而

适当的语言朗读和背诵训练应该

继续加强，改错之后的正确朗读

和背诵是比不可少的，应该多鼓

励学生在改错之后大声朗读和背

诵正确的短文或句子。

3.训练正确的做题方法

改错题至少需要三遍逐字逐

句的默读才能把所有的改错找出

来，纠正学生凭侥幸心理做改错题

的方法，规范学生的答题方法，培

养学生通过逐字默读，认真理解，

仔细筛查的正确科学的方式做改

错题，养成整洁规范的书写规范。

尽管学生距高考的时间不足

百天，但是学生的英语学习之路还

很漫长，我们要耐心指导学生关注

英语词汇的适当运用和总结考试

经验，帮助学生在高考前有更多的

进步，为今后的学习打好基础，而

高考成绩的提高则是必然。

shows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3.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will

be stuck on the door to express

people’s best wishes and expecta-

tion for the coming new year.

4.I’m more than delighted to

know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

5.Besides , it is used to ex-

press a positive attitude when peo-

ple look back to the past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

这些书面表达除了符合第五

档的给分要求外，卷面书写都非

常整洁、美观、段落层次非常清

晰。

三、书面表达二轮复习备考

建议

（一）加强书写和卷面训练，

“印象分”很重要。较快的阅卷速

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书写必须规

范，卷面必须要整洁，给阅卷人员

以良好的第一印象。书写的练习

应该放到二轮复习的每一天里，

比如，可以让学生每天练习书写

三句经典句式，即可以背诵又可

以提高书写，一举两得。也可以

尝试几次根据书写打分，来引起

学生的充分重视。

（二）加强基础词汇的训练。

平时记单词时除了词义，还要识

记其词性、名词的可数性与不可

数性、动词的延续性与非延续性、

及物与不及物等。写作时，如果

对所写单词的词性没有把握，可

换用其它近义词。

（三）加强对简单句五种基本

类型的训练，避免汉式英语；通过

翻译、改写、转换句型等训练将句

法结构内化。学会恰当使用连接

词、同位语、非谓语动词、短语等

对结构单一的英语句子进行合

并，进行简单句和复合句的转换

训练，逐步掌握较复杂句式。

（四）加强审题的训练，避免

要点不全。训练学生写作必须按

要点来写，缺要点，基本与四、五

档作文无缘了。下笔前，认真审

题，弄清文章的主题、体裁、时态

等，归纳出内容要点，列出提纲，

打草稿，切勿匆匆下笔。另外，注

意根据需要适当发挥，一般一至

两句，不可无限发挥而影响了重

要内容的表达。

（五）突出核心素养的训练。

加强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节日及

文化意识的训练。随着高考改革

的深入，试题会从各个方面加强

对学科素养的考察，而文化品格

素养又是核心内容。因此，在二

轮复习中我们要对学生进行有针

对性的训练。

总之，英语书面表达不同于

语文作文的写作，如果说语文作

文是一个自由发挥的舞蹈，那么

英语作文就是带着枷锁在跳舞。

如同一个人的打扮需要一金一

玉，一珠一翠，疏疏散散的勾画

出画意，一篇文章也需要高级的

词汇和句型去体现写作者的语言

功底和表达能力。希望每一位考

生在二轮复习中，有意识的积累

这些如珍珠般的词句，从而提高

写作的品质。“春来草自青，功

到自然成。”希望大家通过本次

一模考试，分析写作中出现的问

题，努力改进，在高考中取得好

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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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卷整体评价

（一）试卷结构

1．题型与分值结构

试卷共 13题，满分 110 分。

其中：第一卷8小题，每小题6分，

共48分；第二卷共6题62分，其

中2个实验题，共15分；2个必考

计算题，共32分；选考题（33/34）

一个选择，一个计算共15分。

2．试卷内容

（1）物理试卷命题范围涵盖

高考要求的所有内容。从考查知

识点角度来看，既包含了中学物

理中的大部分知识内容，又对核

心内容、主干知识作了重点考

查。力学41分，约占37％；电学

48分，约占44％；原子物理6分，

约占 5%；选考部分 15分（选修

3-3，选修3-4），约占14%。试卷

共14题，满分110分。

（2）试卷重点考查相互作用、

牛顿运动定律、圆周运动、能量等

考纲要求的主干知识，同时又强

调物理观念方法运用、科学思维

和科学探究的重要性，充分体现

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

（3）试卷难点是含电容器的

电磁感应及在组合场的综合问

题。

（二）试题评价

1．试题符合课程标准和考

试说明的要求，试题情境描述清

楚，题设条件明确，语言叙述流

畅，图文并茂，设问恰切。试题以

主干知识为载体，以物理情景为

依托，突出考查考纲要求的五种

基本能力（即理解能力、推理能

力、分析综合能力、运用数学解决

物理问题的能力、实验能力）。

2．命题细致严谨，没有明显

歧义、错误和漏洞。

3．区分度高，难度适中。全

卷平均分45.02，难度 0.41，区分

度0.51。客观题总分48分，平均

分23.41，难度 0.49（难于质检考

试，质检难度0.54）；主观题总分

62分，平均分 21.61，难度 0.35

（易于质检考试，质检难度0.3）。

试卷整体难度合理，17，21，22，25

难 度系数均低于

0.40，这些试题总分

为37，约占比 34%。

根据考试统计数据，

易、中、难比例为0：

12：2。

4．试题难度层

次配置合理。实验

题一易一难，难的里

也有基础部分，如描

点连线，25题中也有

基础分3分。

5．体现了模块

间的融合，有所创

新，如 14 题在对力

和能量的考查中渗

透了冲量概念，24题

在对圆周运动和能量的考查中涉

及到了动量守恒定律。

6．整套试卷，除16题外，题

题有图，道道有境。但情境设置

较为常规，缺乏新意。

7．对于近三年来全国新课

标Ⅰ卷每年必出现的选择题中的

图象问题本套试卷未曾出现。

8．近三年来全国新课标Ⅰ

卷中选择题中需要计算的都不大

于4题，本套试卷出现了5题。

此外，高中物理中能量观点

考查显得不足，涉及能量的题目

只有15、18、21和实验题22，共计

21分。涉及力和运动的题目较

多，所占分数较多。

（三）一模物理试卷细目表

（四）一模物理试卷与近三年

来全国新课标Ⅰ卷的对比

2018年邯郸市一模物理试卷分析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王 刚 邯郸市第一中学 范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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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题分析

（一）学业等级分布

参加考试人数为22170人，

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21636，缺

考534人。满分110，最高分110

（4人），平均分为45.02。按照智

学网的系统设置方法，成绩优秀

（分数高于 93.5）人数 347，占比

1.61%；良好（分数介于77-93.5）

人数1751，占比8.13%；合格（分

数介于 66-77）人数 2298，占比

10.67%；待合格（分数低于66）人

数17149，占比79.60%。

（二）试题及答题情况分析

【选择题】

第 14 题 C【说明】正答率

65.7％，考查功、冲量的概

念和牛顿第二定律等知

识点，目的是考查学生的

理解能力和推理能力，难

度较小。本题考生错选D

选 项 的 比 较 多 ，为

24.5％。究其原因是这部

分考生没有从这个日常

生活的情景中提取出物

理模型，进行合理推理和

定量计算，想当然的犯了

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完全

忘了伽利略两个铁球同

时落地的实验启示。

第 15题 A【说明】正

答率47.4％，考查了向心

力、向心加速度、超重失

重、功等概念和机械能守

恒，目的是考查学生对概

念和规律适用条件的理

解能力，难度中等。有

18.8％的考生错选了C选

项,有 26.5％的考生错选

了D选项。这反映出有很

多同学对基本概念的理解还不到

位和受力分析的能力还有待提

高。

第 16 题 A【说明】正答率

68.3％，考查了对万有引力规律、

圆周运动及开普勒第三定律，目

的是考查学生分析综合能力和运

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此

题难度较小，且对 STSE有所渗

透，值得称道。有26.5％的考生

错选了B，主要是计算能力不强

造成的，没有把16平方。

第 17 题 B【说明】正答率

35.5％，考查了力的合成与分解、

摩擦力、牛顿第二定律等知识，考

查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和运用数

学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难度较

大。有43％的考生错

选了C很好的暴露了学生计

算能力的不足。

第 18 题 C【说明】正答率

51％，考查了电场强度、电场线、

电势、电势能等知识，目的是考查

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分析综合能

力，难度适中。24.6％的考生错

选B选项，很好的体现出考生对

电场强度这个概念的矢量性理解

不到位。

第 19 题 BD【说明】正答率

52％，考查了能级公式、光电效应

知识，目的是考查学生对跃迁、光

电效应的理解能力和推理能力。

作为本套试卷的第一个多选题，

本题并不复杂，但学生答题情况

并不理想，12.5％的考生错选了A

选项，主要原因是答题习惯不好，

没有画图，另外计算正确率较低。

第 20 题 AC【说明】正答率

47％，考查了正弦交流电、变压

器、电功率、焦耳定律等知识点，

目的是考查考生的分析综合能

力。难度较大。15.1％的考生错

选了D选项，10.7％的考生错选

了B选项。

第 21 题 BD【说明】正答率

23％，考查了电容器、电磁感应、

安培力、牛顿第二定律、动能定理

等知识，目的是考查考生的理解

能力和推理能力和数学应用能

力。难度较大。31.7％的考生错

选了A选项，17.5％的考生错选

了C选项，本题明显看出学生很

少训练这类问题，见到这些题目

后完全不知如何下手，物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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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思维不够。

【主观题评分标准及情况反

馈】

22题评分细则（题长学校磁

县一中 钟晓芳提供）

⑴1.64(2分)

⑵0.403（2分）或0.402J

0.404（1分）

说明：若速度按1.64计算则

动能的结果为0.403J；若速度按

1.638 计 算 则 动 能 的 结 果 为

0.402J。两种结果均给分。

分析：22题考查的是利用纸

带法求平均速度，进而验证机械

能守恒，从学生的答题情况上来

看，学生已经掌握了该方法，得分

率仅有0.36。

集中反映的问题有：

①求平均速度时不注意单位

换算。

②有效数字不合要求。

③求动能时计算量比较大，

学生计算不准确。

④计算重力势能的减少量

时，g不能取10m/s2来计算。

建议：下一步教学中教师要

注意的问题：

①抓基础，对典型的实验要

过关，如围绕纸带求瞬时速度，加

速度，验证动能定理，验证机械能

守恒，探究牛顿第二定律等实验，

还有用光电门法验证以上定理或

定律。

②抓细节，夯实基础，提高审

题能力，减少不必要的失误。如

单位换算，有效数字，基本运算能

力等细节。

③多总结，对重点的实验，教

师帮学生提炼出方法，多归类，找

规律。帮助学生理清思路，以不

变应万变。

23题评分细则22题评分细则

（题长学校魏县一中 吴英提供）

⑴图为直线并过特殊点（0.5,

1.50）注意线延长后过交上边界，

交右上角交点或右边均不给分。

粗细均给分。其他点参照标准答

案原图给分。（给分原则）

⑵2.2.9—3.2 2分

⑶4.2—4.8 3分

⑷小于 2分 （注意：写偏

小不给分）

分析：学生出现的错误及原

因分析

①心中无关系式，乱画，图像

没用刻度尺，画的不规范。

②有效数字保留不到位，如

电压3.0写成3。

③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较

差，两节干电池，大概是 3V 左

右。学生感性认识差。

建议：对下一步教学的指导

建议①强调规范画图，必须用刻

度尺②多做图像与表达式的联系

训练③开放实验室，增加学生感

性认识

24题评分细则（题长学校邯

郸三中 暴子龙提供）

［评分标准］

24．解：（1）木块从C点落回

到A点的过程中做平抛运动，则：

由牛顿第三定律得：木块在C

点对轨道的压力为12.5N。（1分）

（2）设子弹射入木块前瞬间

的速度大小为v0，则有：

其中第（2）问②③式可以合

并为A到C全过程动能定理：

最后结果写成 ，也

可以给分！其他能够算出正确答

案的做法酌情给分！

注意：不从对的里面挑错的。

［典型问题］

24题作为第一道计算题，总

分12分，考查了多个重要的物理

模型：子弹打木块问题、匀变速直

线运动、竖直面内圆周运动、平抛

运动，是典型的多物体多过程问

题。很好的考查了运用物理知识

解决分析问题的基本能力，难度

适中，但是题目最后的计算量较

大， 学生很难算出最后

结果。现就阅卷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总结如下：

研究对象选取不明确

⑴子弹打进木块后的研究对

象是子弹和木块系统，质量表示

应该是M+m，而不是M或m。

⑵受力分析不到位

子弹木块系统在最高点C受

力没有分析清楚，应该是轨道的

支持力+系统重力提供向心力，然

后用牛顿第三定律求解子弹木块

系统对轨道的压力。

⑶运动过程分析不清晰

题目中运动的运动过程较

多，按照题干设问的过程分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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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会比较清楚，更容易得分。

⑷字母及文字表述不准确

①题干已知了很多物理量并

且都有字母表示，学生书写很混

乱，例如：半圆轨道半径“r”书写

成“R”，A、B两点的距离“s”书写

成“XAB”、“LAB”等，平抛的竖直高

度为“2r”书写成“h”、“y”等。

②定理定律名称表述不规

范，例如：“牛顿第三定律”写成

“牛三”、“牛三律”、“牛顿运动定

律”等。

⑸方程式书写不规范

少部分学生没有字母表达

式，而是数字表达或字母数字混

合表达，例如：“1.2=vt”、“ ”

等。

⑹最后结果不写单位

25题评分细则（题长学校邯

郸一中 范志强提供）

(1)电子在电场中做类平抛运

动，则

解得，

所以电子进入磁场时的位置

坐标为（2L，0）......2分

(2)由题可知，电子进入磁场

时的速度大小为

与x轴成45°角......1分

当运动轨迹与ab相切时，有

当运动轨迹与bc相切时，有

解得

（后面写成小于等于的不扣分）

未画轨迹，能准确描述出临

界情况的不扣分；用q的仅扣 1

分；在（1）中求出v的也按上述标

准给分。

［典型问题］

①审题不清，缺乏常识②答

题不规范，符号使用混乱③不知

化繁为简，把能拿到的分拿到手

33题评分细则（题长学校涉

县一中 李海河提供）

［评分标准］

(1)BCE 评分细则：（选对1

个得2分，选对2个得4分，选对3

个得5分，错选1个扣3分，如选

ABC得1分，若选4个，有三个正

确答案的得2分，最低得0分）

(2)解：设初始时刻和两管气

体体积相同时左侧管内气体的

压强分别为P1、P2，则有：

当它的温度上升到 227℃

时，两侧管内气体体积相等，则有：

标准说明：

①两个气态方程每式3分，

长度关系2分，两个结果各1分，

共10分；

②最后结果正确，步骤和上

述不一样，只要方程正确合理原

则上不扣分，若步骤存在明显缺

陷酌情扣分；

③若最后结果不正确，找正

确的式子按细则给分；

④每个公式必须与题目相结

合才给分，否则不给分；

⑤长度关系写成体积关系也

可以，不扣分；

⑥若步骤方程中，有字母，有

数据不扣分；

⑦其它酌情给分。

［典型问题］

①部分同学做选择题留空

白，答题策略存在严重问题；

②书写潦草，步骤很乱，勾抹

严重；太随意、单位、气态方程研

究对象不清；

③写气体状态方程时，左右

两侧研究对象混乱，不与题目具

体情景想联系，具有随意性；

④计算能力差，本题计算量

并不大，有部分同学式子正确，但

最后结果算不对；

⑤压强的单位书写不正确。

34题评分细则（题长学校邯

郸四中 张海峰提供）

［评分标准］

(1)ACE (答对 1个给 2分，

答对2个得4分，答对3个给5分，

错选1个扣3分，最少得0分。如

果选了四个，有3个对的，1个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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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给2分)

(2)解:①

可得C=60° (1分)

即光线在圆弧面上的入射角

等于 60°时恰好发生全反射。

如图所示，设光线从E点射入时，

在F点恰好发生全反射。由几何

关系可知∠FOA=30°，从F点反

射的光线恰好从B点射出，所以

圆弧面FI间均有光线射出，由几

何关系可知∠FOI=30° (2分)

圆弧面上有光线射出的弧长

(2分)

②设光线GH在圆弧面经过

两次反射后恰好垂直OB射出，出

射点到O点的距离为 lOK，则有：

∠AOH=∠JOB= ∠HOJ(1 分)而

∠AOH+∠JOB+∠HOJ=90°（1分)

所以∠JOB= 22.5°(1分)

lOK=rcos22.5°(1分)

第 一

问6分，第二

问4分。结

果对，表述不

清，可酌情扣

1到2分。

［典型问题］

34题（选修3-4）本次考试

平均分为5.5分。判卷过程中发

现的主要问题如下：

①有少部分同学因为时间所

限，没有来得及做本题。②有的

同学答题纸上只有光学部分的答

案，没有过程。可能是因为在卷

子上做完选择题，但是忘记抄写

在答题纸上导致不能得分。③答

题纸上没有光路图，却又设了很

多角度，让阅卷人不知道学生说

的是什么，无从给分。④求出临

界角60°后，直接用90°-60°=

30°，没有利用光束的宽度，得出

最后结果的不能得后边分。⑤有

光线射出的部分圆弧所对应的圆

心角是30°，既没有图，也没有文字

表述，不能判断出是90°-60°=

30°还是 60°-30° =30°得出

的。⑥有不少学生可能因为时间

关系，没有来得及做第二问。

三、主要问题及建议

根据阅卷的归纳统计，学生

在试题作答中表现出来的问题，

无不直接指向基础知识不牢靠，

新情境下识别或建立模型与题叙

条件不符合，布列方程有错误，

运算能力有待提高。一模考试对

学生复习的检验作用明显，从中

暴露出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

1．落实基本要求，加强有

效训练，提高复习效率。复习的

重点必须放在基本概念和基本规

律的理解、基本技能的训练以及

基本物理思想方法的领悟上，既

要突出主干知识体系，又要不留

复习空白和缺憾。要抓住学生在

基础知识上的薄弱点，以常规

题、中低档题训练为载体，一点

一滴，展开训练，把基础打扎

实，确保基础题得分。复习缺少

针对性的表现主要有：①教师不

关注学生存在的“低级错误”。

忽视“低级错误”，使学生在最

容易得分的地方失分是复习中的

最大失误。只要教师在平时能够

及时向学生指出这类错误，这种

“低级错误”应该容易避免。②

不考虑学生基础，追求练习题目

的难度。教师在平时的复习中应

该针对学生的基础选择不同难度

的题目进行训练，在“巩固中求

发展”，在复习中一定要根据学

校和学生的基础，避免只针对

“压轴题”进行复习，避免不切

学生实际的题海战术。

复习教学必须具有针对性，

教师要精心挑选试题，以适合学

生的实际水平为首要依据，把

80%的时间和精力用于80%的内

容。选题不回避陈题、经典题和

好题，要关注设问，不要刻意追

求新题，平时的练习要定位在

80%的内容适合80%的学生。

2．物理实验题得分不高，学

生普遍有畏惧情绪，这反映出物理

实验教学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对

实验原理和动手实验重视不够。

学生“怕”实验的三条理由：实验题

变化太多；需要记忆的知识太多；

解实验题时表达很困难。

比如22题，考查的是利用纸

带法求平均速度，进而验证机械

能守恒，这是一道课本中的经典

力学实验题，得分率仅有 0.36。

集中反映的问题有：求平均速度

时，没有注意到单位换算；没有按

题目要求保留有效数字。23题，

电学实验题，涉及描点连线，并由

图线求解电源电动势和内阻等经

典问题。连线过粗、不光滑等问

题比较突出；部分学生不能利用

实验数据图像处理。

实验是物理学的基础，实验

的过程隐含了丰富的科学思想和

科学方法。实验是形成学生各种

能力的基础，也是高考的重点和

难点。高考物理试卷对实验的考

查，重点放在考查对实验的思

想、方法和原理的理解和实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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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使用上。实验复习不能简单

地背诵条款，必须落实到动脑动

手上。建议：①对于实验的复

习，仍然强调基础性。对基本仪

器如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秒

表、电流表、电压表、多用表的

读数、使用和操作，必须熟练掌

握。要注重实验原理的分析，电

学实验要让学生分清实验目的，

根据实验原理设计电路。对电表

的选择，一定要让学生知道为什

么选择这个表而不选其它表的理

由。②重视课后实验，争取让学

生再动手体验实验的整个过程。

带领学生做好基本实验，规范学

生的基本操作，提高学生对实验

的进一步认识。③适度设计或选

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与基础知识

紧密结合的、带有一定探究性的

实验，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通

过亲自感知，加深对实验的认识

和进一步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实

验探究能力。④图象问题的教

学，除了点、线面、斜率、截

距、轴等细节外，还要教会学生

用函数关系式从整体上把握问

题。⑤要强化对电表改装、电路

设计、组件连接等方面的训练；

重视对学生分析实验故障的能力

培养，注重表达能力的训练。同

时实验的规范训练不容忽视。

3．学生的审题能力欠缺，

答案书写不规范，导致“会而

不对，对而不全”。为了杜绝这

种情况，就必须重视规范表

达，消灭低层次错误。如依据

文字叙述画出情景图、对研究

对象作受力分析、电路分析、

状态分析、画光路图、作光路

分析、解题等都是最基本的操

作技能，都应规范。纠正学生

的解题习惯，要立足课堂，精

讲例题，在充分展示、暴露学

生的解题思维上大做文章。帮

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读题、审

题、解题习惯。

特别提醒：高考的评分原

则是“综合式（或是连等式）

找错”，即只要发现综合式中有

一处错，全部过程都不能得

分。为此，一定要研究评分标

准、落实规范，掌握应对技

巧。研究评分标准可以提高解

题的规范性，增加得分点，考

出更高分数。根据答案找失

分，针对失分找差距，对照差

距找不足，依据不足找改进。

落实教师的规范、学生的规

范、考后教研的规范、试卷讲

评的规范、考后反思的规范！

4．加强应试指导与训练，

强调“有不会做的题，但是没有

不得分的题”，树立得分意识。

基础较差的学生对物理题（特别

是客观题）有畏惧心理，往往不

敢涉足，从而失去一些可以得到

的基础分。鼓励学生争取基础

分，每题都要进行尝试，将该得

的步骤分得到。

5．教师必须采取“非常”

措施：从教和学两方面，做到

精选、精讲、精学；把握学

情，找准学生的“最近发展

区”；注重思维训练，强化对概

念和规律的理解和应用，尤其

是对各种物理模型的分析与比

较，讲透学生的疑难点。突出

高三物理复习的综合性与提升

功能，追求高三物理复习教学

的实效性。

6．明确后续复习并非一轮

复习的精简或重复，应起到雪

中送炭或者锦上添花之效，强

化思维能力训练和独立解决未

知问题的能力训练，达成做一

题而懂一类，快速获得题感。

7．后续复习可以从关注物

理核心素养培养的新视角入

手，深化解题的内涵，恰当引

导，使学生深刻领悟如何建立

思路、如何从策略上把握主

动。①注重培养学生以学科语

言转化为中心的物理思维核心

素养。

利用有效手段培养学生将

描述性的一般问题转化为学科

语言的专业核心素养，即将普

通话或情景类的描述转化为对

应的物理量或物理视角描述。

②注重培养逻辑检索、科学探

究与挖掘关键联系的科学思维

核心素养。复习应着重训练学

生快速寻找题目问题内在联系

的能力，使其学会科学探索，

并逐渐具备探究能力。③注重

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自我发

展的核心素养。

8．加强对新高考改革相关

政策的学习，不断探索提高高

中物理复习教学效率的方法，

做到明道优术。明道——就是

坚定理念、把握规律、明确策

略。优术——优化教学体系，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探索和积

累课堂教学中实用的教学策

略，实现科学备考、高效备考。

（下转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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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高中生化学核心素养的内涵，分

析化学核心素养的五个维度在邯郸市一模试题（化

学部分）中的考查和体现，启示高三备考复习应注

重学生化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关键词】化学；学科素养；化学核心素养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高中化学教育中

“化学核心素养”体系在不断建设和完善，如何有

效的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使学生会以化学的视

角和方法去观察、思考和解答问题越来越受到关

注。而近几年的高考、各地模拟试题也在不断的改

进和创新，命题注重对化学核心素养的考查，那么

化学核心素养的内涵是什么？在考试中如何体现对

化学核心素养的考查？本文以2018年邯郸市一模

化学试题为例进行分析。

一、学科核心素养及化学核心素养的界定

学科核心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

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2017年版]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

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高中学生“化学核心素养

[刘江田．化学核心素养及其在高考中的体现．中

学化学教学参考【J】，2017年1-2期]”可界定为

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具有化学学科特质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质标

注。

高中化学核心素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修订）【M】．北京；人

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的内容包括：“宏观辨识

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证据推理

与模型认知”、“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科学精神

与社会责任”等五项内容。

二、邯郸市一模理综试题（化学部分）对学生

化学核心素养考查的体现

1.试卷的整体分析

本次试卷采用理综高考模式，试卷包括7道选

择题(6×7=42分)、三道必考题(43分)和两道选考题

(二选一，15分)，总分100分。其中三道必考主观

题内容为“化学实验”、“化学工艺流程”“化学反

应原理”，选考题分别为“物质结构与性质”和

“有机化学基础”。

表1试卷主要考查的内容

从上表可以看出，试题从知识的“基础性、综

合性、应用性与创新性”出发，既考查了考生对基

础知识的识记和理解，又考查了学生接受、吸收、

处理信息的学习能力，更渗透着对“化学核心素

养”的考查。

2.化学核心素养在试题中对应的考点具体分析

题目和化学核心素养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

关系，一个题目的设置对应多个化学核心素养，有

些化学核心素养与多个题目有关。各项素养之间也

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渗透在试题中。

（1）“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的内涵和考查体

化学核心素养内涵在高考模拟试题中的体现

——以2018邯郸市一模化学试题为例分析

邯郸市第四中学 尚晓静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靳艳艳

化 学
HUA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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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的具体表述是：能通

过观察、辨识一定条件下物质的形态及变化的宏观

现象，初步掌握物质及其变化的分类方法，并能运

用符号表征物质及其变化；能从物质的微观层面理

解其组成、结构和性质的联系，形成“结构决定性

质，性质决定应用”的观念。“宏观辨识与微观探

析”核心素养在试题中的具体考查见表2。

表2“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在试题中的考点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核心素养主要指：学

生对宏观物质的分类，和用符号表征出物质的结构

和变化的能力，比如用电子式、结构式、原子结构

示意图等化学用语表示物质的微观结构，用化学方

程式表示出物质之间的变化，以及判断微观粒子之

间的作用力。是对学生从分子、原子的微观层面认

识物质世界提出了要求。

从上表可以看出，试题对“宏微结合”的考查

很多，例如第9题C、D两个选项中分别考察了两

个特殊的、具有代表性的化合物——氯化铵和氯化

铝。其特殊性在于，氯化铵是由非金属元素组成的

离子化合物，而氯化铝是由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

组成的共价化合物；氯化铵晶体中并不存在NH4Cl

分子，而是存在阳离子NH4
+和阴离子Cl-，阴阳离

子以静电作用力相结合，NH4
+和Cl-选择在静电引

力和静电斥力达到完美平衡时相结合，实现了体系

能量最低、物质最稳定，故保证了氯化铵稳定存

在。而氯化铝恰是另一个特殊的代表，氯化虽然是

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组成的化合物，但其内部不

存在Al3+和Cl-，属于共价化合物，在熔融状态下不

能电离出自由移动的离子，所以不能导电。但是，

直接从宏观物质过渡到看不见的微观粒子，对于大

多数高中生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也就不难解释这

个题目得分率为何很低了。

（2）“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的内涵和考查

“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的具体表述为：能认

识物质是在不断运动的，物质的变化是有条件的；

能从内因和外因、量变与质变等方面较全面地分析

物质的化学变化，关注化学变化中的能量转化；能

从不同视角对纷繁复杂的化学变化进行分类研究，

逐步揭示各类变化的特征和规律；能用对立统一、

联系发展和动态平衡的观点考察、分析化学反应，

预测在一定条件某种物质可能发生的化学变

化。“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核心素养在试题中的

考点见下表。

表3“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在试题中的考点

化学反应中不仅有变化，还存在着平衡。任何

一个化学反应都可以看作是可逆反应，只是反应的

程度有大有小。因此，变化、移动和平衡同时存在

于一个反应体系中，这一点在离子方程式中体现的

淋漓尽致。例如第13题，向草酸溶液中逐滴加入

39



2018年4月 第4期
《邯郸教研》

http://www.hdjks.cn/xsqk

化 学
HUA XUE

NaOH溶液，各种微粒的物质的量与PH值之间呈

现曲线关系。随着NaOH溶液的增加，离子反应由

H2C2O4 + OH
-=HC2O4

-+ H2O， 变 为 HC2O4
-+ OH-=

H2O+C2O42-，产物也由Na2C2O4变成了NaHC2O4，水

的电离程度受C2O4
2-、HC2O4

-的水解平衡和电离平

衡的相对大小的影响。但是，无论产物怎么变化，

其体系中始终存在阴阳离子的电荷平衡、Na元素

与C元素的守恒和质子守恒关系，根据“变化观念

与平衡思想”的辩证观，透过复杂的关系，厘清滴

定渐进过程中的引起量变和质变的主导因素，抓住

主要矛盾问题可迎刃而解。

高中化学知识处处渗透着变化——平衡——移

动的原理，平衡不仅体现在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盐类水解平衡、沉淀溶解平衡，也存在于物质之间

的转化，气体和固体的溶解过程，萃取等过程中。

因此变化与平衡是我们研究化学的核心思想方法，

也是高考试题考查的重点。

（3）“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的内涵和考查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的具体内容为：能初

步学会收集各种证据，对物质的性质及其变化提出

可能的假设；基于证据进行分析推理，证实或证伪

假设；能解释证据与结论之间的关系，确定形成科

学结论所需要的证据和寻找证据的途径；能认识化

学现象与模型之间的联系，能运用多种模型来描述

和解释化学现象，预测物质及其变化的可能结果；

能依据物质及其变化的信息建构模型，建立解决复

杂化学问题的思维框架。“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

核心素养在试题中的考查见下表。

表4“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在试题中的考点

从上表可以看出“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核心

素养的考查主要体现在第26题——化学实验题、

28题——化工流程题，35题物质结构与性质选做

题。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研究手段的学科，强调以

实验现象为依据推测物质性质，得出合理的结论，

在此过程中非常重视证据与推理。例如第26题

——化学实验题，让考生表达判断BaCl2溶液过量

的实验操作和现象，其方法是加Na2SO4溶液有白色

沉淀生成，或加BaCl2溶液无白色沉淀生成都可以

说明BaCl2溶液过量。这个思维过程建立在SO4
2-离

子检验的模型上，为之后的推断提供原型依据。考

生要联系已学过的检验SO4
2-的方法，或用反向思

维法，用SO4
2-检验Ba2+，同时要有严谨的证据推理

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又如35题——物质结构与性质，在给出[CU

(NH3)4]
2+中的两个NH3被两个Cl

-取代，能得到两种

不同结构的产物的信息后，考查考生对[CU(NH3)4]2+

的空间构型的判断。这个思维过程可联想CH4的空

间结构模型——正四面体型，实验已经证明CH4的

二氯代物只有一种，对CH4为何不是正方形的空间

构型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因此，以饱和碳原子成键

的三维空间构型为思维模型，可以推理出[CU(NH3)

4]
2+是平面正方形的结构！其实，无论是二维平面结

构的猜想还是三维立体空间构型的推测，结果无论

对错，对考生来说都是一次认知空间的扩展和认知

水平的成长，都是一次有意义的学习体验。由此可

见，“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核心素养中“能认识

化学现象与模型之间的联系，能运用多种模型来描

述和解释化学现象”的要素，在这个题目中得到了

很好的体现。

（4）“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的内涵和考查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的具体内容为：发现

和提出有探究价值的化学问题，能依据探究目的设

计并优化实验方案，完成实验操作，能对观察记录

的实验信息进行加工并获得结论；能和同学交流实

验探究的成果，提出进一步探究或改进实验的设

想；能尊重事实和证据，不迷信权威，具有独立思

考、敢于质疑和批判的创新精神。“科学探究与创

新意识”核心素养在试题中的考查见下表

表5“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核心素养在试题

中的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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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发展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化学有

着独特的研究方法——化学实验，因此化学实验过

程最能体现探究与创新。26题中设计了实验中出

现的一个实际问题：氨气经冷凝后变成液氨，但会残

留在倾斜的直型冷凝管中，造成实验误差，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如何对直型冷凝管进行“处理”？让学生

在观察、思考的基础上，自行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无疑是对学生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的考查。28题

是化工流程与电化学相结合的综合题目，其中电解

Na2CrO4溶液过程需要以电解槽为模型，进行科学

探究，分析电极反应，电子转移等问题。

（5）“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的内涵和考查

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崇尚真理，形成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关注与

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认识环境保护和资源合

理开发的重要性，具有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绿色化学

观念；深刻理解化学、技术、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相

互关系，赞赏化学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能运用

已有知识和方法综合分析化学过程对自然可能带来

的各种影响，权衡利弊，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参与

有关化学问题的社会决策。“科学精神与社会责

任”核心素养在试题中的考查见下表。

表6“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核心素养在试题

中的考查

树立科学精神，担负社会责任，这是学习的最

终目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化学，生活中处处有化

学知识，试题中处处都在向学生渗透着这样的理

念。例如第7题，考查化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提

到了铝制容器不宜长时间存放酸性、碱性食物以及

含盐腌制食品；用热的小苏打除油污这些生活中普

遍的现象，体现了运用化学知识健康生活的理念。

第28题，展示了以铬铁矿为主要原料生产重铬酸

钠晶体的主要工艺流程，介绍了用电解原理可以实

现Na2CrO4溶液向Na2Cr2O7溶液的转化的方法，以此

为载体考查学生用化学知识和方法综合分析实际生

产中的问题。包括产物的循环利用，酸化滤液所选

择的最佳试剂，煅烧原料过程中的化学反应等知

识。这些题目的设置都旨在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化学

知识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学

科观念。

三、高三备考教学启示

化学核心素养这五个要素是学生科学素养的综

合表现，也是化学学科价值的具体体现。其内涵在

本次模拟考试中的体现和考查，充分反映出新课程

改革下的高考复习需要注重并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化

学核心素养。在教学中可依据章节知识的特点，将

化学核心素养的内涵渗透在课堂教学中。如复习离

子键时可以通过“静电引力”和“静电斥力”平

衡，“能量最低”揭示微粒构成物质应遵循的原

理，引导学生从微观角度理解“原子是如何形成物

质”的；复习化学反应原理图像题时可以让学生体

会“变化守恒”的辩证观……逐渐提高学生在复杂

情境下运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探究创

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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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邯郸市一模生物成绩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许宏娟

一、生物试卷结构及特点

考试范围包括必修一、必修

二、必修三、选修一、选修三的

全部内容。试题内容源于教材，

注重考察知识点的应用，各类知

识在试题中的分布基本合理，题

型及主要考点与高考命题方向一

致；选择题的考察大部分偏向对

知识点的记忆及应用，个别题目

以教材基础知识为背景，考察学

生知识迁移的能力；非选择题部

分依然考察的是高考的高频考

点：细胞代谢、动物生命活动的

调节、种群和群落及生态系统、

遗传、现代生物科技技术。

二、考试发现的问题及对策

问题一：忽视课本，基础知

识记不住，容易遗忘

学生轻视课本，忙着刷套

题，想看又不会看书，需要教师

对学生研读课本指导、督促、检

测。如选择第1题属识记层次，

反而是选择题中得分率最低的。

讲、考多少次也记不住。

对策及建议：

1．研读课本，理解后记忆

反复研读教材，包括“小

字”“资料分析”“相关信息”。

关注教材中关键语句的限定、修

饰性的词语，挖掘出其中的含

义，理解后记忆才能真正将知识

内化为生物学基本素养。如：遗

传定律的时间状语——“减数分

裂时”，说明了它的的适用条件。

2．化零为整，知识网络化

通过思维导图，构建知识网

络，提高信息提取的效率；以生

物学发展史为线索引导学生进行

任务驱动型复习比没有目的地看

书效果好。

另外，布置前置作业，学生

先总结，课上展示交流，学生补

充，最后老师点拨。自己研究出

来的是生成性的爱，印象最深

刻。有利于暴漏学生的问题，便

于以学定教。

3．在试题与课本间不断切

换

读书时想题，理解记忆；做

题时想书，理性思考；错题时找

书，查漏补缺；改题时补书，反

思提高。

4．创新基础知识的考查方

法

教师可将课本上的图解，资

料分析等命制成试题或直接利用

高考试题进行强化训练。把基本

概念转换成填空题，把易错易混

的内容编成判断题。也可由学生

找题，改编题。选修内容可通过

“每日一题”滚动复习。选修题

15 分，是所有题目分值最高

的，属送分题，但得分率偏低。

问题二:获取信息和图文转

换能力不足，凭借自己经验主观

臆断

学生看见图像、图表发怵，

试卷上但凡有图像图标，难度系

数上升。同样的知识点，得分率

差别较大，所以不能盲目乐观。

获取信息能力不足的原因不是语

文没学好，而是学科知识的断

层，对条件不敏感；没有形成学

科思维方式，做题不想考点。图

像题通常是信息、情境题，是高

考考查能力的重要手段，能够考

察学科素养的试题类型。

对策及建议：

多练图像题，情景题，训练

多角度获取信息，提高审题能

力。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归纳总

结，构建知识联系，讲题时要引

导学生边审题，边进行知识链

接，研究提问句中的限定词，研

究问题与答案的联系，周密考

虑，避免答非所问，提升学生的

学科素养和理性分析问题的能

力。

问题三：对实验过程不理

解，操作细节不关注，缺少实践

体验

理、化、生都是实验学科。

现在，用看实验视频的方法代替

实验操作，用看书、做题代替过

程性体现，看似节省时间，实则

花更多时间反复记忆、做题、纠

错。我听到的会忘掉，我看到的

能记住，我做过的才明白。素养

高考就是要考察学生是否真的明

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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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2016年高考题开始出现解

释原因的提问方式。这就要求学

生不仅要明白，还要语言表述规

范，有逻辑性。

对策及建议：

让学生走进实验室，通过亲

自动手操作，观察现象，记录结

果，讨论、交流实验结果与结

论，掌握实验设计的原则，体验

知识生成和科学发现的过程，提

高设计、分析实验的能力，锻炼

学生语言的表达能力。

问题四：答题不规范，不能

用生物学专业术语作答或解释一

些现象

对策：把教材中的结论性语

言和黑体字在理解的基础上熟

记，答题时应尽可能多地用课本

语言；同时要带着学生研究标准

答案的逻辑关系，研究答案给分

点，规范作答。

问题五：原理理解不透，没

有形成学科思想

遗传题中涉及实验设计、预

期结果和结论的讨论、推断和表

达。是最适合考察学科思想和学

科素养的，是每年高考必考的压

轴题，是区分度最高的题。理解

遗传定律的学生轻松拿满分，不

会的直接绕道。

对策及建议：

设计减数分裂和遗传定律关

系及遗传实验设计（基因位置判

断、纯、杂合子判断）、遗传配子致

死等专题复习；研究高考遗传试

题，分类整理，分析遗传题所有考

察角度，建立母题模型，辨析相似

习题；设计常考题、易错题专题,

错题变式回放，有针对性重复；鼓

励学生一题多解，总结自己的解

题方法从而通过总结学科方法，

培养学科思维，最终形成学科思

想。目前，一轮复习后的二轮专

题，被频繁的考试，讲卷取代。教

师没时间作专题研究。

核心概念构建在免疫复习中的策略初探

邯郸市第二中学 万慧君

美国课程专家埃里克森认

为：核心概念是指居于学科中心，

具有超越课堂之外的持久价值和

迁移价值的关键性概念、原理或

方法。这些核心概念具有广阔的

解释空间，源于学科中各种概念、

原理、理论和解释体系，为领域的

发展提供了深入的角度，还为学

科之间提供了联系。国内课程专

家刘恩山教授也指出：核心概念

是基于整个课程标准某个主题的

知识框架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强

调概念之间的关联和概念体系的

结构。基于学者们的观点，生物

学教材中的核心概念是能够反映

该教材核心问题，统领包摄教材

章节中的基本概念、事实、原理及

规律，是构建整个生物学教材的

基本骨架，并且能经得起时间和

实践的检验。

学生在高三复习中普遍存在

一个问题，单个的知识点很熟，也

背的很流利，但是遇到综合题就

傻眼，这也是近两年高考改革特

别关注的问题。既注重考查学生

理性的思维方法和探究问题的思

维过程，还要重视理论联系实

际。培养的是能运用生命科学的

学科观念去理解、思考、解决问题

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背书的书呆

子。导致学生出现这些问题的原

因：一是学习的知识碎片化，没有

一个整体性观念；二是不能将有

一定关联的核心概念，通过观察、

比较、分析找出它们内在的关

系。三是在前两个方面做不到的

基础上，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知识

的迁移，综合运用，解决实际问题

了。下面以免疫复习为例，说明

如何以核心概念为中心构建高三

生物复习课。

前几天有个学生问老师肝糖

元是在肝脏中合成的吧，那么肝

细胞能合成肝糖元么？肝细胞和

肝脏是什么关系？有些老师可能

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可是学

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简单的问

题，肝细胞，他会背，甚至会背里

面各式各样的细胞器及其功能。

可是他不知道肝细胞和肝脏是什

么关系。甚至更不知道肝脏在人

SHENG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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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哪个部位？能和其它器官发

生什么联系？可是这个学生能把

生命系统的层次背的很流利，细

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种群，

群落，生态系统，生物圈。是不是

很普遍，也很可悲。正如在免疫

中的学习一样，体液免疫，细胞免

疫过程都背的很好，会默写。免

疫系统组成也背的很好，内环境

背的也很好，细胞的结构基础背

的就更好了，可他们之间是什么

关系？很多学生未必清楚。他只

在这一个知识点内部会做题。如

果放到整个人体中让他讲讲什么

是免疫，估计没有几个学生能讲

清楚。那这是不是我们的教学出

了问题。可是老师们会说我每节

课都把知识点给学生讲的很清楚

了。每节课都做检测了，掌握的

都很好，可是学生为什么不会看

基础的血常规化验单。不会用自

己所学知识去解释，只知道打疫

苗好，但真正让学生面对各种各

样的疫苗的时候他犹豫了，都要

打么？为什么？

1．知识倒推，核心概念主干

构建

免疫调节是团队合作、分工协

作的活动。免疫调节是由免疫系

统完成的，那么构成这个系统的细

胞、组织和器官有哪些？关系是什

么样子的。在这个设问的提出下

引导学生找出核心概念。教师可

以运用填空式建构概念图，辨析易

混知识，把握基本概念，完善知识

系统，进行主干构建。

2．深度挖掘，穿线成珠整合

扩增

生物学中的概念很多，对概念

的理解和掌握是学习生物的重要

环节，倘若不能正确理解概念及概

念间的联系，解题中就会由于概念

模糊而受到干扰。这也正是学生

失分的主要原因之一。构建完整

的概念体系，它能帮助学生认清概

念间的关系，并且加深学生对基本

概念的理解，增强学生的长时间记

忆能力，在解题中才能更好地进行

知识的迁移应用。

3．归类比较，知识迁移综合

运用

免疫调节和神经、体液调节

是一样的，最终目的都是达到人

体的内环境稳态。如何引导学生

把免疫调节放入内环境中去理

解。教师可以利用易混的核心概

念归类比较，加深理解。在突破

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迁移应用。

例如，在“免疫”专题复习过程中，

根据溶菌酶（体液中的杀菌物质）

和溶酶体这两个易混概念的辨

析，让学生弄清楚溶菌酶的位置

是位于内环境，参与的是第二道

防线，而溶酶体是位于细胞中的

细胞器。每个细胞都有溶酶体，

所以溶酶体无法直接参与非特异

性免疫。而溶酶体要想参与免疫

过程需要通过细胞来完成，可以

通过吞噬，巨噬，白细胞等既能参

与第二道防线。也可以通过吞噬

细胞，效应T细胞参与第三道防线

特异性免疫。这样就有效的将学

生的碎片化的知识迁移到内环境

中，形成整体概念进行综合运用。

4．教学反思——天人合一，

中庸之道，人体内的动态平衡

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

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

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

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

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

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

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

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人体内的

动态平衡极尽中庸之道。

本文中所述的免疫调节以及

之前所述神经、体液调节所达到

的平衡稳态均是动态的，而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把免疫调节和稳态

这个生命观念割裂了。所以在我

们的复习中要选取典型生物知

识，设计有思考价值的问题引导

学生深入思考完成这个核心概念

的升华。积极反思，不断提高生

物知识的概括水平，使学生体验

其中所蕴含的学科思想方法，最

终以核心概念及学科观念来统领

基础知识。

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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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生物学的每一个概念、原理，结论

几乎都是在实验的基础上得来

的。实验是学生获取感性知识的

重要源泉，是实施科学素养的良

好切入点。因此生物学实验一直

是生物高考必出的内容，分值比

重也较大。关于高三的实验专题

的备考策略，我认为应该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

一、明确高考实验命题的特

点，把握复习方向

纵观几年来的高考命题特

点，发现高考对实验的考查形式

和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实验目的、原理的书写。2.

对照设置，变量控制，重复实验。

3.实验步骤或实验思路的详细设

计和步骤续写。4.实验中有关设

计的原因分析。5.用多种形式表

示预测实验结果，如表格和曲

线。6.实验数据的处理，现象分

析，得出结论。

二、回归教材，细化归纳知识

点

1.回归教材，挖掘经典实验

高考中，无论考查的能力层

次有多高，考查的知识点都在课

本中。因此实验复习时,要注意回

归课本，点面结合、分类指导，有

针对性地各个击破。尤其要挖掘

经典实验，提升学生实验科学素

养。许多高考试题以经典实验为

背景。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及运

用。通过已有知识在新情境下解

决问题的能力等。因此在复习中

应重视教材中涉及的经典实验。

指导学生分析细化经典实验的每

一步的意义及各步骤之间的联

系，理解其原理、目的等知识。重

视对实验最终结果的记录分析

等。这样有利于学生全面掌握生

物实验基础知识，提高复习效率。

2.归纳总结相关知识点

在复习实验基础知识的基础

上，还应把相关知识点从内涵到

外延有机的串联起来。归纳总

结，构建起完整的知识网络，以提

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抛砖引玉，我举两个例子。

（1）有关洋葱的实验:洋葱材

料易得，价格便宜，是实验室常用

的实验材料。

①观察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

和复原 紫色洋葱鳞片叶的外表

皮细胞的液泡较大，细胞液中有

紫色的花青素，不用颜色就能清

晰地观察到质壁分离及其复原的

过程。②观察DNA和RNA在细

胞中的分布 洋葱内表皮无色，

且内表皮与叶肉容易分离，因此

白色洋葱也适宜做本实验的材

料。③检测生物组织中的还原

糖 白色洋葱含糖量高且近于白

色的组织。④叶绿体中色素的提

取和分离 洋葱的管状叶片含有

较多的叶绿素

⑤观察根尖分生组织细胞的

有丝分裂和低温诱导染色体数目

的变化实验中也常用洋葱根尖

（2）高中生物实验方法汇总

①构建模型：制作DNA分子

双螺旋结构模型——构建物理模

型法；种群数量增长模型——构

建数学模型法；血糖调节——构

建概念模型法。②同位素标记

法：赫尔希和蔡斯的噬菌体侵染

细菌的实验；鲁宾和卡门的实验；

卡尔文循环。③假说—演绎法：

摩尔根证明基因在染色体上，孟

德尔的分离和自由组合定律。④

类比推理法：萨顿提出“基因位于

染色体上”的假说。⑤对比实验

法：探究酵母菌的呼吸方式；温

度、PH等对酶活性的影响。⑥密

度梯度离心法：证明DNA进行半

保留复制；分离各种细胞器——

差速离心法。⑦纸层析法：分离

叶绿体中的色素；胡萝卜素的鉴

定。⑧样方法／标志重捕法估

算种群密度。⑨染色鉴定法:斐林

（水浴加热）+还原糖——砖红色

沉淀 双缩脲+蛋白质——紫

色 苏丹Ⅲ+脂肪——橘黄/苏丹

Ⅳ+脂肪——红 碘淀+粉粉——

蓝色 DNA +甲基绿——绿色

RNA+吡 啰 红——红色 酒精+重

铬酸钾——灰绿色 线粒体+健

那绿——蓝绿色 等

三、指导学生熟悉实验题的

一般题型及解题方法

考试中常见的实验题型有：验

高考生物实验专题的备考策略

峰峰第一中学 刘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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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型实验和探究型实验，考查方式

有补充完善型，设计型。评价和修

订型。不管那类题型，解答实验试

题时都应注意以下环节。

1.实验目的的书写常见写法：

探究/验证/研究+自变量+因变量

（或检测指标）

实验目的是解析实验题的方

向。原理阐述步骤设计，结果预

测。实验分析实验结论等都需要

围绕实验目的来进行。可以通过

分析实验用具找出解题的突破

口。同时注意结合考题寻找课本

中相关的知识点，原理，运用高中

生物学知识解答相关问题。

2.实验思路（或实验步骤）的

书写，常用四步法

第一步：分组编号

对共性实验材料，均等分组

并编号A、B、C或甲、乙、丙等。选

择实验材料时要注意应用一些表

示等量的描述性语言，如：“生长

一致的”，“日龄相同的，体重一致

的”等等。分成多少组要视题目

中所给的信息而定，一般情况下

分为两组，一组是对照组，另一组

是实验组。如果有两个自变量或

两个因变量，可以分为四组。

第二步：根据自变量的不同

对各组分别进行处理。

其中一组为对照组（往往为

不做处理的组），其余为实验组，

对照组与实验组只能有一个实验

条件不同（单因子变量），其他条

件要注意强调出相同或等量来，

这是重要的得分点或失分点。

第三步：培养条件相同且适

宜，时间相同。

常用“在相同且适宜条件下

培养一段时间”，“每隔一定时间

测量”等字眼。

第四步：观察记录实验结

果。常用“统计分析，算出平均

值”等术语。

3.实验结果的预测（预期）

首先要根据题目判断该题是

验证性实验还是探究性实验，如

果是验证性实验，则结果只有一

个，即题目中要证明的内容。如

果是探究性实验，则结果一般有

三种：①实验组等于对照组，说明

研究的条件对实验无影响。②实

验组大于对照组，说明研究的条

件对实验有影响，且影响是正相

关。③实验组小于对照组，说明

研究的条件对实验有影响，且影

响是负相关。

4.实验结果和结论的不同

结果是对实验现象的描述，

结论是在结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

的理论。在表述时要求完整，前

因后果，尽量扣题。

四、精选试题演练，提高知识

迁移能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要想提高实验题的解题

能力，必须辅以专项的练习，练解

题策略，练书写，练知识迁移能

力。作为教师，应该收集整理一

些典型的试题，指导学生分析答

案的生成过程。对比学生的答题

情况，辨析错误原因。

总之,在进行实验复习时,既

要明确高考的考点和能力要求,

又要重视对教材实验知识体系的

构建;既要对学生进行分类整合

复习,又要重视对实验知识难点

进行各个击破;既要有针对性的

典型例题分析,又要有相关性练

习的强化训练;达到全面提高学

生的实验解题能力。在几年高三

实验复习教学实践中,本人深切

体会到实验分类专项指导是提高

复习教学质量行之有效的措施。

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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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分析

2018 年邯郸市一模生物试

题的命题注重基础性、全面性和

综合性，试题严格遵循考试说

明，以核心知识为载体，坚持能

力立意。试题设置突出对主干内

容的考查，突出对学科内知识综

合应用的考查，突出对实验结果

进行分析的考查，突出对获取和

处理信息能力的考查。

二、试卷分析

必修一所占分值为 38 分，

考查比例较大，其中重难点体现

在两方面：一是对课本实验内容

的考查，如第2题所涉及的质壁

分离与复原实验、第3题所涉及

的酶特性有关的实验，第29题

所涉及的影响光合作用因素的实

验；二是从题干获取和处理信息

能力的考查，如第30题图文信

息——细胞自噬。

必修二所占分值为 17 分，

总体难度较大，且科内知识综合

考查力度大，如第6题综合了遗

传系谱图、常染色体遗传、伴性

遗传、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遗

传平衡定律等知识点，第32题

综合了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基

因型的推断、概率计算、生物变

异类型、子代表现型及比例推算

等知识点。

必修三所占分值为 20 分，

考查突出主干及难点，如第5题

生态系统功能之一——能量流

动，第31题以糖尿病为背景考

查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的能力。

选修模块所占分值为 15

分，考查内容难度较小，注重识

记能力的考查，如第37题中培

养基的配方、菌落的定义、平板

划线法、鉴别纤维素分解菌和尿

素分解菌所用的方法，如第38

题中动物细胞培养的条件。同时

也注重知识点之间迁移与融合的

力度，如第38题巧妙地把必修2

中密码子的简并性与获取目的基

因联系起来，把必修3中内环境

的理化性质与PCR技术联系起

来，实现了跨模块学科内综合，

联系的自然、贴切，把课标要求

的内容进行了科学、规范的结

合，在知识交汇点处出题。整体

上选一难度较选三小，学生得分

情况也有体现，选一平均分高于

选三近3分。

试卷中有三处需进一步商

榷：第 3题图丙蛋白

质、酶与 RNA 的关

系；第31题图 1中激

活的 AKT 酶的作用；

第32题图②的变异类

型。学生针对这三点

有不同的看法。

三、存在问题

从试卷上失分情

况看，学生主要表现

有以下问题：不理解

题意，会背知识点但

不会答题，不会应用；不明白概

念间的联系和区别；不会找题干

中关键词、关键条件；不会识

图，寻找图中关键信息，找不到

突破口；实验能力，分析问题的

能力，计算能力还需进一步加

强；答题随意性大、书写不规范

等。

四、今后建议及措施

1．坚持教学的基础性，全

面性，稳扎稳打，不留死角，不

搞突击。注重在复习中形成知识

网络，通过横向和纵向整理，使

零散的知识系统化。

2．培养学生推陈出新，提

高学生理解，获取信息的能力，

图文转换的能力，迁移应用的能

力。

3．重视对新情景新材料试

题的分析，拓宽学生视野，增大

信息量。加强对实验的复习，提

高实验设计与分析能力。

2018年邯郸市一模生物试题分析

邯郸市第一中学 蔡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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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的高考肩负探索

构建“一体四层四翼”的高考评

价体系的重任，其中“四层”包

含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

养、核心价值。在关键能力中，

理解能力、获取信息能力、实验

探究能力、综合利用知识能力是

高考必考的四项能力。随着新课

程改革的深入实施，高考命题逐

渐突出对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的

考查。高考中生物学科不少题目

依托主干知识、以新材料的形式

呈现，所考查的知识内容往往隐

藏在试题情境中，文字信息量

大，图形、图表较为抽象，较多

考查学生对材料信息的准确理

解、分析提取。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经常发

现有些学生阅读能力差，对于题

目中所给的文字、图表等信息，

不能抓住关键词、关键条件，导

致答非所问，原本能拿分的题目

失分。审题是解题的第一步,也

是最关键的一步。若不慎重，就

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的结果。在二三轮复习中，关注

审题能力的培养，在高考中会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从文字材料中获取信息

2015—2017年高考全国新课

标I卷生物试题的文字总数都超

过2500字，文字是题干信息最

基本的呈现形式，文字信息中给

出了解题的基本材料、出题人的

考查意图、解决问题的角度及突

破口。

（一）文字类试题获取信息

的途径

文字信息题获取信息一是要

对题干的文字材料进行阅读，在

最短的时间内从材料中提取出有

效的信息如关键词、关键句，限

制性词语等信息。二是从选项材

料或提问材料中获取信息。无论

选择题还是非选择题，均是围绕

一个共同的背景，试题在设问时

各选项、各小题之间具有一定的

关联性。试题除了题干信息之

外，选择题的选项材料，非选择

题的设问中都包含着出题人给予

的信息。三是要从高中生物的基

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角度联想材

料获取信息。概念是客观事物基

本知识在人脑中的反映，具有逻

辑性概括性抽象性等特点，基本

概念的形成和掌握直接关系到学

生对题干隐含信息的敏感性。忽

视生物基本概念及原理会导致学

生钻牛角尖，审题方向发生错

误。

（二）审题习惯培养是提高

审题速度的保障

平时复习中应该特别注意审

题方法的讲授，指导学生阅读试

题，鼓励并要求学生在平时的练

习中树立信息提取的意识，反复

训练尝试，才能逐渐形成能力。

有的同学审题习惯差时只用眼睛

看，碰到题干稍长的题，会“看

不下去”，甚至出现窜行、走神

等问题，不能保证审题的快速准

确。针对此现象，提倡“笔尖带

读，勾勾划划”的审题方法。在

审题时笔尖顺着文字移动，眼随

着笔尖念题，勾画句子成分：一

找“主语”——确定范围；二找

“关键字”——确定基本角度；

三找“定语”——知晓限定的条

件，限定的答题角度；四找“行

为动词（说明、分析、比较、判

断等），明确答题要求。

教师方面在试题讲评课上要

多引导学生陈述解题思路，不断

的暴露学生的审题思维过程，并

加以纠正，帮助其建立正确的、

规范的审题思路，从而培养获取

信息能力。

二、从坐标图、图形、图表

题中获取信息

通 过 对 近 五 年 （2013—

高考生物复习中审题能力的培养

涉县第一中学 刘罗庆

生 物
SHENG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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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全国新课标 I 卷进行统

计，不难发现高考题经常会出现

以曲线、柱形图、图表等为载

体，考查学生将图表转换成文字

表达，数据分析处理等能力（见

表1）。这类题大多是以知识的

获得过程或知识的发现过程为背

景来设计的，所呈现的知识往往

不是课本上现成的结论，有的甚

至要求学生“现学现用”，利用

所获得的信息分析解决问题。读

懂、读透图表、曲线等题中呈现

的信息显得尤为重要。

表1：2013—2017年全国新

课标I卷统计

（一）现阶段学生存在的主

要问题

由于学生对于生物学知识

的掌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相

关知识的机械记忆，不能将所

学知识进行很好的整合、转

化，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能恰

当地进行图文、图表转换，不

能通过曲线、图像的分析获取

相关的解题信息，不能正确理

解曲线反映的生物学事实、原

理、规律，欠缺从曲线图中获

取曲线走势信息并进行比较、

推理和归纳的能力。

（二）坐标题的审题能力的

提高

生物坐标图的类型很多，

但无论多么复杂的曲线，审题

时关键看四个方面。

一是识标，看清楚横纵坐

标分别表示的含义，找出纵、

横坐标之间的联系，纵坐标与

横坐标的关系，有的比较明

显，有的则比较隐晦，需利用

所学的生物学知识联想、推

理，再结合教材，联系相应的

知识点。尤其是纵坐标的表

述，往往出题人会绕着弯子考

查。这时候要注意克服惯性思

维，切莫被“牵着鼻子走”。还

有一些曲线有两个纵坐标，要

对应好曲线，防止“张冠李

戴”，造成错误。

二是明点，找出重要的

点，如曲线的起点、转折点、

终点、曲线与纵横坐标以及其

他曲线的交叉点等，它们往往

隐含着某些限制条件或某些特

殊的生物学含义。要弄明白这

些点的含义，出现原因，并加

以对比，分析。

三是析形，准确描述曲线

的增减变化以及找准引起这种

变化的主要原因，从而揭示出

各段曲线的变化趋势及其含

义。若为含多条曲线的坐标曲

线图，则可先分析每一条曲线

的变化规律，再分析不同曲线

变化的因果关系、先后关系。

四是用图，通过联想、迁

移等再现与图像曲线相关的知

识点，生物学概念、原理、规

律等。

在二三轮复习中，要通过

训练，提高从模型、图表等非

文本信息的提取方法，提高理

解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并逐

渐提高评价和分析能力。一是

多借助概念图进行概括与归

纳，培养“图文转换”的能

力。二是善于利用教材图像进

行表述、联想，挖掘隐含条

件。三是可用图表表示的内容

应尽量用图表表示，提高理解

能力。

总之，高中生物审题技巧

的现状，已经严重阻碍了教学

质量的提高。在平时的教学中

教师必须有目的地渗透，坚持

不懈地引导学生审题，让学生

渐渐地学会审题。

SHENG WU

（上接第50页）

四、下一步备考建议

1．狠抓基础知识，二轮复

习要基于学生的实际，不能好高

骛远，盲目拔高，争取让学生在

下阶段基础知识掌握的更全面、

牢固，就可以减少答题时不必要

的失误，也可以提高主观题的语

言的规范程度。

2．适当加强历史思维能力

的训练，可通过模拟题锻炼学生

的思维、利用高考题纠正学生的

思维。

3．选做题须注意，可以针

对性的训练，避免学生答选做题

时选择的固化。

4．强化学生的时间意识，

首先争取让所有学生在规定时间

内能答完文综卷，并逐渐形成答

文综题的自己的节奏，争取得到

更高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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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卷特点

1．总体上:本次考试的历史

试题，整体难度一般，但学生要

得高分并不容易。试题从题型设

置上与课标全国卷基本一致，部

分题仿照去年高考全国卷的形式

做了些变动，如选择题的27题

和开放性试题。从知识点分布上

看，必修一二三相对均衡，但偏

重中国史内容，世界史较少。从

能力上看，试题全面考查学生的

历史学科素养，唯物史观、家国

情怀、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

史解释都有体现。

2．选择题:每道题均依托主

干知识、以新材料的形式呈现，

较多考查学生对材料信息的提

取、理解、解释，基础知识考查

较少，这一点与近两年高考题有

一定的差异。

3．非选择题:整体来看较为

简单，41题需要充分提取材料信

息、结合所学相关知识，没有太

大难度；42题，题型较为常见，

所依托的知识，学生们也是较为

熟悉；选做题三道，从难度上有

明显差异，46题更容易得分。

二、学生答题情况

1．整体情况

2．题型得分分析

（1）选择题：得分率低于

0.6的共有4道，其中有三道题得

分率在0.5-0.6之间，分别是25

题“唐代朝廷依照诗名而取

士”、26题“明中叶，江南市镇

传统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动”、35题

“战后美国面临经济转型压力”；

得分率最低的是第30题“1926年，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只有

0.29；其他题得分率较高，尤其是

第28、32、33题，超过了0.8。

（2）主观必做题：

41（1）平均得分3分，（2）

平均得分9.8分，基本符合预期。

42题，比设想的得分要低一些。

（3）选做题：

选做45、46、47题，从试题本

身看，难度存在明显差异，46题

更容易得分。从学生的答题情况

看，46题的得分率明显有较大幅

度高过另外两道题。但是学生们

选择最多的却是45题，可见学生

做题的时候存在较大的思维定式

和惯性，会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三、学生答题存在的问题

1．选择题：（1）史料信息的

获取与解读能力依然欠缺，要么

是不能理清材料信息之间的关

系，比如“诗名”与“取士”、城市与

农村中的斗争；要么是不能把材

料中的信息与课本知识建立起联

系再进行判断，比如削减煤钢指

标与纠正左倾错误、机杼为阖镇

恒产与经济结构的变动。（2）基础

知识掌握不牢，不能通过时间信

息定位史实，排除错误选项，比如

30题的1926年，学生们不能据此

定位到国民大革命时期；31 题

1961-1962 年，不能定位到大跃

进之后的调整。（3）重要概念理解

不到位，比如卢梭的人民主权、商

品输出与资本输出等。

2．主观题：（1）审题不清，比

如问相同影响，答各自影响。（2）

书写不规范：书写潦草、勾抹严

重、卷面不整洁；书写条理不清，

没有做到段落化、序号化。（3）

语言表达不规范：部分同学直接

大段摘抄原文；答题语言不严

谨、不会归纳总结；不能科学的

组织语言，偏离中心。（4）选做

题选择不理性，惯性地直接做第

一题，事先没有认真辨别哪个更

有助于得分，导致自己蒙受部分

损失。（5）部门考生没有答完考

卷。

（下转第49页）

邯郸市一模历史试题分析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赵玉民 邯郸市第三中学 赵 磊

历 史
LI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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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变观念，调整策略；目

标引领，评价驱动

1.进一步转变观念，解放思

想。

在管理和教学上充分利用

“期待效应”，积极落实“倍增计

划”。根据期末考试和“一模”考

试成绩，锁定一本、二本目标生和

临界生，级部和班级均设置两级

目标：必达目标和理想目标，尤其

是要在历史学科的具体目标上，

落实到学生个人。

2.第二轮复习的基本策略

是：

整合教材，专题梳理，形成学

科知识网络；分层次精简内容，尖

子生落实95%，优等生抓好85%，

一本生抓住 75%，二本生锁定

60%，先易后难，狠抓落实。

3.加强过程性捆绑评价。

对每次市级统考或校际联考

成绩进行分析评价，通报、奖励各

班一本或二本上线达标率、任课

教师双上线率，找出差距和不足，

落实改进提高的措施。

二、科学制定计划，优化复习

过程

1.深研考纲，把握规律，做好

计划。

各备课组都要深入研究

2018年高考《考试大纲》《考试说

明》考试中心主任姜钢的文章和

至少近6年全国卷高考试题，了

解命题方向，熟悉命题思路，把握

命题规律。要根据学校整体部

署，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后期复习

计划，确定复习目标和教学策略；

编制二轮、三轮复习工作配档表。

2.精编教材，精选习题。

后期复习尽量使用自编教学

材料（导学案和检测卷）；可推荐

使用《精准备考》（山西教育出版

社）。各学科要根据学生的高考

目标确定复习范围和考点；充分

利用高考真题，确保学生领会高

考命题思路和考查意图；引导学

生自主整理知识结构，构建学科

体系，切忌面面俱到和简单重

复。复习全程要给学生留出足够

的自习时间。

3.第二轮复习要求：

从寒假开学起到5月上旬结

束，专题(单元)复习和限时训练相

结合。以专题知识为主线，以横

向联系为辅线，以高频考点为着

力点，注重知识深度理解；以全国

卷高考真题为基本习题，强化专

题大题量限时训练（每周一次，每

次1课时），合理安排综合考试

（每2周一次为宜），着力培养答

题速度，提高知识迁移能力、独立

思考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

4.第三轮复习要求：

考前30天，根据学科知识体

系进行考点梳理，20天“逐题过

关+综合训练”，最后10天“错题

重做+查漏补缺”。“逐题过关”是

按照高考试卷题目顺序，逐题选

择典型高考真题和各地优秀模拟

试题组成单题卷集中进行“过关”

训练；综合训练做2-3套高仿真

模拟试卷；错题重做和查漏补缺

则以学生自学为主。

三、强化关键措施，实现精准

备考

1.落实集体备课。

设立集体备课日，每周不少

于两个半天：精心设计复习导学

案（单元或专题导学提纲）；集中

编好限时练习和综合试卷。

除统考和联考外，所用试卷

都要编制《试卷要素细目表》，适

当加大题量，满足“大题量限时训

练”的需要。要充分用好全国卷

高考真题，使学生真正领会和把

握命题思路。同时各科复习还要

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本学科相关

内容的准确理解和阐释。

2.科学安排考试，强化大题

量限时训练。

①认真组织周练、月考。做

好试卷命制，坚持大题量限时训

练；做到“阅卷不过夜”“讲评不隔

日”。

②每次考试前3-5天，要把

《试卷信息细目表》发给学生，以

增强复习的针对性；考后依据《试

卷信息细目表》，进行答卷分析，

找出学与教存在的问题、不足和

缺陷。

③建议普通（下转第54页）

2018届高三第二、三轮复习建议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赵玉民

历 史
LI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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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轮复习的深入，模拟

考试越来越多，以考代练成为这

个阶段的主要教学模式。考试是

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

试卷会暴露学生的问题和不足，

因此解决漏洞、补充缺口就成为

考后的重要课题。考试已经占用

了教学的大量时间，如何高效的

讲评试卷，就成为二轮复习迫切

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到底如何

讲评呢？我就以我们邯郸一中的

试卷讲评模式给大家做一下介

绍。

一、有效的试卷讲评

1.让学生讲，不要满堂灌。

老师直接讲评试卷的优点是

课堂容量大且节省时间，但是最

终考试的是学生，老师习以为常

的东西，学生也许从来没用心记

忆过；老师清晰表达出来的知识，

也许在学生脑子里就是模糊一

片；也许老师一讲学生就会，但学

生自己讲时错话连篇；也许老师

一开头，学生就会往下接，但考试

时没有人给学生开头，他也就无

从下笔。让学生回答，学生才会

暴露自己不足，是词不达意还是

逻辑混乱，是记忆错误还是理解

偏差，是语文阅读问题还是历史

知识问题，暴露问题，给学生适当

的刺激，才能深刻认识问题，才会

想办法解决问题。只有自己对自

己有清晰的认知，发现了不足，接

下来的学习才有更明确的目标和

更强大的动力。只有找对了症

结， 才能对症下药，才能有更快

的改变和提升。

2.不要只说正确答案，也要

辨析错误答案。

讲评试卷没有必要从第一题

按顺序讲到最后一题，讲什么题

呢？首先要讲学生错误率高的

题，错误率高，意味着大部分学生

不懂或是不清楚，也许在平时这

是老师忽略的非重点，也许是学

生不容易掌握的难点。其次老师

需要给学生辨析四个备选答案，

不要只讲正确答案，还需要讲清

剩下三个不选的原因。哪个是与

题干无关的答案，哪个是常识性

错误答案，哪个是与题干有关，但

不是题干强调的重点。常识性错

误的答案要改正，记住正确的表

述，要翻开书把相关章节的内容

重复一下，通过回扣课本，加深印

象。这样学生通过一道选择题，

至少能掌握四个知识点，12个选

择题就是48个知识点，学生的收

益率明显高很多。

3.要利用试卷给出的引子，

提升拓展。

因学生的知识基础问题或者

教学的时间问题或者教师自己的

历史储备问题，有些历史不能讲

全，讲透。历史事件会有很多的

背景，我们只能讲其中最重要的；

某些历史人物，我们只能讲他的

某一个侧面。试卷的材料题正好

为我们做了必要的补充，丰富学

生的知识体系。老师要在此基础

之上，做好引申、拓展，形成更好

的体系。

（邯郸一模第31题)下表反应

了我国 1961——1962 年生产指

标变化情况，这说明当时

A.全国工业产量急剧下滑

B.政治斗争抑制了经济发展

C.国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D.中央对“左”倾错误进行了

斗争

此题不难选，考查的知识点

是1960年的八字方针的“调整”，

“调整”这个知识点属于高频考

点，不同的材料给出的调整内容

不同，这就需要老师总结提升：

（1）“八字方针”的含义：“调

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

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

建设成果；“充实”新兴工业和短

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

和经济效益。

（2）“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

整，具体表现为①调整农村的生

产关系和有关政策，规定农村人

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

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②减少

城镇人口，精简职工。③压缩基

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充

实轻工业，保住重点项目。

总结后学生对此知识点的认

高效复习 助力高考

——邯郸一模后的反思

邯郸市第一中学 王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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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更深入，做题会又快又准。

4.重难点要强化，做好变式

练习。

文科试题会让学生有一种错

觉，一看答案感觉自己就是这么

想的，自己真会了，所以考完后，

很多学生只是记住了某道试题，

而不是掌握了知识，所以材料情

境一换，就又做错了。针对这种

情况，老师需要针对此知识点再

出几道变式题，让学生通过题与

题的细微差别与比较，强化理解

与记忆。

邯郸一模文综的41题，是一

道中外科技对比题，我们在此基础

上，做了如下的变式练习，使学生

扎实掌握中外科技的相关知识点。

材料一 下列统计数据摘编

自《自然科学大事年表》

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科

技的发展特点，并举出在前三阶

段中中国取得的杰出科技成就各

一例。

材料二 16—17世纪近代自

然科学成就表（据吴于廑、齐世荣

《世界史·近代史编》编制）

（2）根据材料二，概括16、17

世纪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特

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时

期自然科学对欧洲思想进步产生

的积极影响。

通过这个题，我们掌握了中

国古代科技的特点，内容，发展的

原因，西方近代科技的特点和影

响，有一个点，引出一条线，复习

知识一大片。

5.寻找规律，总结答题方法。

题是永远做不完的，通过做

题，强化知识点是学习的第一层

次，我们还要给学生总结出更多

的规律。哪些章节知识点考核最

多?哪些是高频考点哪些是零考

点?特点类的问题怎么答？论述

题的不同类型如何剖析？不断的

总结，学生的见识就会增加。高

考做题不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而是平时有深刻烙印的记忆，所

以平时教学要提炼总结。

（邯郸一模24题）成书于春

秋晚期的《考工记》记载，周朝都

城采取“左祖右社”的布局，“祖”

为宗庙，是供奉纣王室祖先的地

方，“社”为社稷，是国家举行大典

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地方。这一

布局反映了当时

A．“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

统治思想

B.森严的宗法等级关系

C．“天人合一，时空一体”的

哲 学 思 想

D.“ 君 权 神

授”思想萌芽

高 考 24

题，基本上围

绕分封制和

宗法制命题，我们的总结基本上

涵盖了这两个知识点考试角度和

答题所用的规范语言。

（1）组成：分封制、宗法制、礼

乐制度

①分封制（宗法分封制）——

国家管理的地方行政制度

层层分封；世卿世禄；家国一

体；等级严格；天下共主

②宗法制——以父系血缘关

系解决家族内部继承权、维系政

治等级制度“家族为经，家族为

纬”；嫡长子继承制（核心）

③礼乐制度——维护统治秩

序礼源自习俗，范围很广，礼中有

乐——既有等级又很和谐，形成

文化认同心理

（2）西周政治制度特点

①有一套较严格的以血缘为

纽带的管理体系，形成统一的地

方分权体制以及贵族政治

②“家国同构”的体制形成了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的社会秩序，

影响后世

③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

学生只有平时就熟练掌握精

准的历史名词术语，答题时才能

做到语言精炼、准确。

6.主观题一定让学生动手书

写，讲练要结合。

学生喜欢做选择题，不愿意

做主观题，因为主观题要具备做

选择题所要求的所有能力：记忆、

阅读、理解、辨析等能力之外，还

要求具备文字表达能力。阅读量

大，组织语言麻烦，写起来更慢，

一道主观题会花费很长时间，久

而久之，学生主观题的驾驭能力

越来越差。即使到了高三，习惯

还是没有大的改观。

主观题在高考中占52分，可

LI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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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1页）班的考试训练采

取“开卷练习闭卷考”的策略。“开

卷练”以学习小组合作竞赛的方

式、利用自习时间进行；“闭卷考”

则要求每个学生的试卷得分率达

到90%以上，切实增强学生的信

心，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开卷练习闭卷考”是大幅度提高

本科上线率的有效手段。

3.加强答题策略和方法技巧

的指导。

加强快速阅读训练，提高学

生审题速度和理解力；积极探究

高难度选择题快速判断正确选项

的方法技巧；落实主观性试题答

题规范的“五化”要求，即：书写工

整化、层次段落化、表述要点化、

要点序号化、重点（适当）重复化。

4.规范试题讲评流程。

试卷讲评课要在考后及时进

行，以学生讲评为主、教师点拨评

价为辅；突出“错题”分析，着重讲

解“高出错率试题”的命题立意和

解题思路、方法与技巧。督促学

生建立和用好“错题本”，经常进

行错题重做。

5.落实培优补弱，促进分类

提高。

培优补弱要体现以学生为主

体的原则。重点关注临界生的薄

弱学科，充分利用学生资源，调动

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力推行

学生结对学习的“师徒制”，通过

竞赛激励，把培优补弱真正落到

实处。

6.实行班级学情会商制度。

班主任召集任课教师的班级

会商会每周一次，每次不少于1

小时。着力商讨解决重点学生的

弱科强化等问题。

7.注重应试心理调适，克服

考试焦虑。

通过主题班会、专题讲座等

途径，使学生认识到考试的主要

功能是验证学习效果，诊断问题，

以便改进和提高；引导学生端正

考试心态，缓解考试压力，克服考

试焦虑。

见其重要性。在平时的课上，必

须要加大主观题的练习力度，练

习答题时不要只提思路，讲具体

答案如何从材料中得出，联想那

些知识点，对照参考答案，详细分

析，可以拓展哪些得分点，哪些是

思路偏差，反复纠正学的问题，学

生才会有可能改变。

所以要告诫学生：做题得分

不靠感觉，而是要讲明道理；做题

的目的不在答案，而在把握规律；

做题的窍门不在数量，而在做出

心得；习题的功效不在习题本身，

而在它是知识的载体。

二、试题选择标准

在一考定终身的高考面前，试

题就是学生能感知到的备考方向，

考试多，更意味着考题的优劣对学

生至关重要，题的难易度，试卷的

长度，都会是学生衡量自己的标

准，他们会根据考试的成绩调整自

己，因为偏怪难而让学生难过甚至

丧失信心自我怀疑，因为太简单，

而让学生自我膨胀，止步不前，两

种情况都是复习的大敌，所以老师

务必把好质量关，不能让学生把时

间和精力浪费在简单的或是有歧

义甚至是错误的试题上。这就像

阅读经典和通俗读物一样，两者给

人带来的收益是不一样的。哪些

试题是要弃用的呢？

1．站在运用新材料、设置新

情境的角度

（1）题中的材料与选项之间、

材料与答案之间缺乏联系（2）单

纯的阅读理解能力的考查（3）人

为编造材料，或断章取义，或不是

原文本意，或不是共识等（4）使用

图表材料时，编制不符合规范（5）

一些新材料、新情境，却没有让考

生运用已有知识得出新认识

2．站在对能力的考查的角

度

（1）能力考查过于单一，缺乏

引导考生探究事物的内在联系

（2）多个材料孤立地分别发

问，各问之间缺乏内在联系与综

合提升。

（3）没有突出历史学科特色，

脱离了人文精神和素养的考查

由于长期忙于教学工作，一

线教师容易忽视知识更新，相当

部分的专业知识仍来自于几年前

大学时代所受的教育。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现代史学理论发

展迅猛，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一些

前沿史学知识和认识已被引入近

年的高考试题中，因此教师必须

重视自身知识结构的更新，不断

学习提升自我，满足现在的历史

教学对老师的更高要求。

有了高质量的试卷，学生的

考试才会是真演习，；有了精准的

试卷讲评，学生的武器装备才会

越来越完善，高考这个真正的战

场学生才会不惧怕，稳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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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情况（括号内数字

为1月份质检数据）

2018年 3月 22日至 23日举

行了邯郸市2018届高三一模考

试，地理学科参加人数11603人

（11370 人）。最高分 90 分 （85

分），均分61.47分（51分）。难

度0.61（0.51），其中选择题难度

0.72 （0.54），主观题难度 0.53

（0.47），试题易中难题数比例为

6[ 易]： 9[ 中]： 0[ 难] （4： 23：

2）。总体评价试题难度适宜，区

分度好，中国与世界、自然与人

文所占分数分配均衡，是一份质

量较好的试题。

二、各校成绩对比

地理平均分处于前八名的学

校依次是邯郸一中、邯郸四中、邯

郸三中、武安一中、魏县一中、涉

县一中、武安三中、邯郸二中、大

名一中、肥乡一中。处于后五名

的省级示范性高中从低到高依次

为广平一中、武安十中、鸡泽一

中、临漳一中、永年二中。成绩较

好的一般高中前五名依次是三中

南校、大名中学、四中南校、邯郸

市十中、荀子中学。

三、通过外出学习、研读国

家考试中心有关文件和领导发

言，再经过自己的思索，形成如

下备考建议，供大家参考

1.关注立德树人，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宗旨和优秀传统文化为

命题背景材料。例如：《管子·乘

马篇》中所列选择国都的原则体

现了顺应、节约和变通的主动顺

应思想，“凡立国都，非于大山

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

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

省”。华北地区传统民居大多坐

北朝南，房前多植落叶阔叶树，

而不植四季常绿的松柏等针叶

树。这些都反映了我国传统优秀

文化中人与地理环境的和谐统一

思想。

2.坚持高考的四有立场：有

态度、有高度、有力度、有温

度。态度：立德树人与人才选拔

相结合。高度:学科素养与核心

价值相渗透。体现考生综合素质

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展示考生扎

实的学科观念和宽阔的学科视

野；强调地理就在身边，注重弘

扬中华传统优秀传统。力度：必

备知识与关键能力相碰撞。考查

对生活有用、对终身发展有用的

地理；注重必备地理知识之间的

联系；把新旧思维线索联系起

来，思考并解决问题；突出学生

独立思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温度：人文情怀与理性思维

相激荡。注重题目情境创设的新

颖性；采用散文、游记、民谣等

多种形式呈现材料；体现学科特

色、兼具人文情怀与理性思维。

3.地理高考的命题思路遵循

选择题：立意+情景+设问；综合

题：主题+区域+地理过程探究。

常从以下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设置

2-4个问题：描述区域自然地理

要素的时空分布规律或表现特

征、分析地理运动机理或特征的

形成原因、分析评价区域自然环

境条件（有利、不利）、人类活

动的区位选择及区位因素分析评

价、分析人地关系和区域国土整

治方面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改善或防治的措施方法，确定区

域经济发展方向等。

4.发扬命题传统。多年来地

理命题遵循的传统即选材突出大

主题（如全球研究重点、国家重

大政策、社会关注热点），问题

设置选择小切口（一般选择具体

的研究区域、具体的研究对

象），深刻挖掘自然延伸的逻辑

链条。

5.“地理核心素养”在高考

试题中会有突出体现，地理核心

素养包括区域认知、综合思维、

地理实践力、可持续发展观。落

实地理核心素养之地理实践力，

会使试题更倾向于给出真实的背

景材料，解决地理实际问题。

6.选考题由三选一变为二选

一，删除了“自然灾害与防

治”，从“旅游地理”和“环境

保护”中任选一个，并不是在地

理高考中不再考查自然灾害与防

邯郸市高三一模地理成绩分析及高考备考建议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乔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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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内容，而是在现行的《考试

大纲》地理科必考内容中已包括

“自然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及危

害”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仍需在

必考中予以高度重视。

7.大胆“舍末求本”，增强

二轮复习的有效性，。抓住主干

知识，整理优化结构，舍弃细

枝末节。主干知识有地球运

动、天气气候、河流、湖泊、

洋流、地形地质地貌、地带性

与非地带性、人口城市、区域

区位选择、等值线与 3S技术。

自然地理的五大规律(地球运动

规律、大气运动规律、水体运

动规律、地壳物质运动规律、

自然环境地域分异规律)，人文

地理的四大区位理论(农业区位

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城市区

位理论、交通区位理论)。重视

区域分析，关注地理过程。地

理过程：太阳直射点的时空变

化；天气变化及气候成因的解

析（尤其是特异性气候）；地质

作用与地质构造在时空上的演

变序列；地表形态、河流地貌

的发育；河流补给、水资源的

综合运用及跨流域调水；植被

和自然带的小区域分析。人口

增长及变化；产业区位、产业

转移与升级。

8.依据材料、忠于材料、挖

掘材料，提取信息，规范表达，

组织好答案。

9.梳理知识，把厚书念薄；

重视地图，抓住地理的核心；辨

析概念，做到针对问题做答；掌

握原理，学会回归教材；适当做

题，训练解题能力；分析高考真

题，探究解题思路；关注热点，

了解重点地区。

10.考前50天的策略：设计

微专题、研究设问动词、精选精

炼习题、准确讲评试卷、充实时

事地理、反思落实回课本、心理

调适保状态。

11.师生调整心态，保持良

好情绪。当你愿意放弃，借口越

来越多；当你喜欢抱怨，烦恼越

来越多；当你喜欢挑战，方法越

来越多。

地理学科是研究人类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与

环境关系的科学。要求我们不仅

要注重知识的积累，又要注重能

力的提高。临近高考，随着考题

综合性逐渐增强，考试频率逐渐

增多，学生在答题过程中暴露的

问题也更多地显现出来，这些问

题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反

思。

一、基础知识不牢是根源

学生常常困惑，在高三复习

过程中，辛辛苦苦地整理了很长

时间的自然地理知识，占用了很

长的复习时间，可是在文综考试

卷子上却发现此类问题很少出

现？那自然地理知识“学”与

“不学”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不然，自然地理环境是

地理现象出现的基本背景，是解

决问题的根源所在。例如：考题

中，为获知北极燕鸥（南北极地

之间迁移的候鸟）所在位置，在

鸟腿上绑定可记录日出和日落时

间的光敏定位仪。但在燕鸥迁移

过程中，有段时间研究人员却困

惑于它们行踪的主要原因是什

么？就这一设问而言，如果学生

没有联系相关自然地理知识，很

有可能把题定性为常识性习题，

因此错选为：跟踪信号不稳定或

者候鸟线路的频繁变化，但是如

果结合春分或秋分日前后，全球

范围内日出日落时间相差不大这

一基本常识，就可判断出这个

“有段时间”应该就是指春分或

秋分日前后，进而判断出是由于

光敏定位仪输出的数据在春分或

秋分日前后的纬度差别不大而导

致的困惑。

二、审题不清是大忌

学生经常反应，背会了基本

浅谈高三地理复习中遇到的问题

——结合考试案例分析

邯郸市第二中学 侯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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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题模板，但是遇到相关主观

题仍旧得分很低是怎么回事？

例如：考题中有关于（山西

省）难老泉晋祠大米生产有利自

然条件的分析，如果从所学农业

区位条件方面分析，套用降水丰

富、热量充足等知识模板，很容

易与山西省温带季风气候的特点

不符，则有利条件就变成了限制

条件，但是利用材料中“其灌溉

用水是地下岩溶排泄出的含有明

矾、钾等矿物质的晋祠难老泉泉

水”的信息，则化弊为利，归纳

出不仅灌溉水源充足而且水质优

良的优势区位条件。

因此，利用模板很重要，但

是套用模板要不得，回答问题一

定结合材料所给的信息与条件加

以分析和整合，确保答案准确

性。

三、语言不规范很可惜

学生常说我认真阅读分析了

题干与材料，并准确找准了采分

点，可是仍旧没有得到满分。

例如：考题题干设问，简述

苏拉威西岛红土镍矿的形成过

程。不难提取出材料中“红土镍

矿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它是蛇

绿岩（岩浆活动形成的）等含硫

化镍矿岩体经风化—淋滤—沉积

形成的”的有效信息，结合赋分

为6分，因此答案分成三点。然

而部分学生对有效信息的划分却

出现了问题，导致给分点一分为

二或二者合一，从而漏点失分。

比如，此题中红镍矿的形成环节

应分别为：1、岩浆活动形成蛇

绿岩；2、在热带气候条件下蛇

绿岩中的硫化镍岩体易风化；

3、风化物受淋滤，搬运，沉

积。但是如果学生将岩浆活动与

蛇绿岩的形成拆开回答，或者硫

化镍岩体风化-淋滤-沉积过程混

为一体，则会因为给分点不清晰

而丢分；甚至还有学生仅抓住了

岩浆活动关键词，但没有涉及到

蛇绿岩，致使红土镍矿无“原

料”来源，形成过程出现纰漏，

导致丢分，十分可惜。

此类的问题应该归结于答题

思路的缜密性与答题语言的规范

性，逻辑关系准确，利用学科术

语，语言严密，突出重点的答案

得满分并不难。

四、利用材料很关键

有时候题干中的专业词汇容

易形成“拦路虎”，切断做题思

路，考场上感觉很茫然；但考后

只要老师稍加提点，便恍然大

悟。

例如：考题中出现赣州古城

排水口“水窗”的工作原理。对

于“水窗”大多数同学几乎都是

闻所未闻，要推测其工作原理，

总会有些难度。然而，如果学生

反复分析材料，不难发现材料中

“该（地下排水）系统内连水

塘，外通江水，利用赣州古城地

形的高低之差，把城内的雨水、

污水排入江中，内江的沟渠口安

有可自动关闭的‘水窗’”的提

示。因此，可以推测出“水窗”

是用来控制排水方向的，并且利

用了内部水塘与外部江水之间的

地形落差；要起到防洪作用必然

是为加速城内给水外泄以及防止

外部江水倒灌，所以，归纳答案

便容易了很多。

五、视野不开阔不可怕

学生在考试中往往会遇到材

料设置情境很陌生，视野不开

阔，思维受限，想象不出来，导

致简单答案不敢选，简单想法不

敢答的局面。

例如：考题中出现关中平原

“地坑院”中央种树的主要目的

是什么？很多同学对正确答案

“防止外人跌入”百思不解，其

实结合关中平原为“温带季风气

候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也可以

排除“遮风挡沙”，“遮阳挡

雨”，“美化建筑”等错误答案。

其实，关中平原“地坑院”种树

的问题在纪录片《航拍中国》中

介绍地十分形象与详细。

又如，近期考题中出现的新

疆乌孙古国的八卦城，城市地下

综合管廊，港珠澳大桥，峡湾等

知识背景多数都源自最新纪录片

和杂志。因此，将平时试题中遇

到的“情景与情境”以图片、短

片形式形象化，以及适当整理有

效课外常识不仅能调节高三学习

紧张气氛，也是有助于学生开阔

思路的好办法。

高三地理复习要学习有法而

又无定法。因此，考试过程中暴

露的问题越多，越有利于我们完

善学生的知识体系与结构，只要

我们以“紧扣大纲，稳扎基础”

为基本原则，以“因地制宜，人

地和谐思维”为训练标准，以

“获取信息能力、知识迁移能

力、图文转换能力”为强化目

标，坚定信念，不断进步，定能

取得满意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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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是高考地理试卷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分值占地理总分

的将近一半。从历年高考情况来

看，选择题的得分差异明显要大

于综合题。可以说选择题的正答

率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高考

的成败。

就对知识的考查而言，选择

题不只是立足课本，强化对知识

的理解和记忆，更多的是联系社

会热点，加大了材料型试题的比

重。总的来看选择题具有综合性

强，覆盖面广的特点，且多为串

题型选择题，同一材料可引出多

道试题，稍有不慎错一道题，就

有可能导致一组题全错。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每

一道选择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

谈一下高考地理选择题的常见试

题类型和答题技巧。

一、试题类型

1.最常见的命题形式——选

择题组

地理选择题多以题组的形式

出现，题组中的各题并非独立，

而是有着某种密切联系，有时上

题正好是解答下一题的重要条

件。如果审题时不能从全局角度

来审读这一题组，而是将自己局

限于某一题中，则常会导致无法

解题或解题错误。与此相反，有

些题组中还经常出现条件不断变

换的情况，解题时千万不要将上

题中的条件作为下一题的已知条

件，否则极易得出错误结论，所

以解题时应将它们看作是一道道

独立的试题。

需要注意的是，在做某一组

选择题的时候，不一定按照试题

的顺序，而应从最容易的小题突

破，然后再根据各小题之间的联

系来相互印证，这样既大大提高

正确率，又能节省时间。

2.最考验学生耐心及细心的

题型——图表型选择题

它是将题干或选项用图表的

形式呈现出来，用真实可信的数

据来描绘图表及表述地理原理和

地理过程，具有较强的时间动态

性。按照表述形式的不同，可分

为表格、坐标图、结构图三大

类。

（1）表格题

抓主线要素，综合分析地理

规律：表格题中虽然展示了多项

地理要素，但有主次、轻重之

分，主线要素往往体现了命题意

图，是多项地理要素中的主要因

素。有的表格题重在认识表格统

计中映射的地理原理和地理规

律。多数表格题可直接观察分析

到地理事象的强弱、大小、多少

等相对数量变化规律。若题目要

求做精确定量计算，就必须整理

并计算数据，做出定量分析。

（2）坐标图题

读取纵横坐标所示内容：在

阅读坐标图时，首先要弄清横坐

标和纵坐标所表示的内容（如时

间、人口、气温、降水量、流

量、产量、面积等），分析纵横

坐标所示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

读取坐标数值或趋向：通常坐标

图上的点、线、柱等，既可表示

地理事物的数量，又可反映地理

事物的发展变化趋势。

在解答坐标图时，对地理事

物及其变化过程和峰值、谷值及

峰谷的变化特点，要充分联系相

关地理知识与地理图像进行综合

分析，揭示地理事物的形成原因

和蕴含的地理规律。

（3）结构图题

归纳总结地理事物的结构特

征：首先认识结构图的组成要

素，认识各要素的比例及大小关

系，进而归纳总结出地理事物的

结构特征。采用对比法对地理事

物的结构特征进行对比分析：纵

向上对同一地理事物在不同时间

浅谈高考地理选择题类型及解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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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特征进行比较，认识其发

展变化。横向上对比不同地理事

物结构特征的差异或联系。

3.最让人举棋不定的题型

——“最佳”型选择题。

题干中往往含有"最"这个关

键字，即在给出的选项中找出最

佳的或是最合适的选项。值得注

意的是，这类题除最佳答案之

外，备选项中的某些答案，也可

能具有不同程度的正确性，只不

过是不全面，或与题意不是最贴

切，千万不可被一个“相对较好

的”或“相对正确的”备选答案

吸引住了，而忽略"最"这个关键

字。如实在无法确定时，可再次

回扣材料，找出“题眼”以确定

最终选项。

4.多选变单选型选择题——

组合型选择题。

选项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项

目组成，是多项选择题变成单项

选择题的一种主要形式，往往比

其他类型的选择题要复杂一些。

主要采用排除法等。从选项入

手，找准一个或多个正确或错误

选项，排除1-3项。

二、选择题的解题方法

首先要审题，在解答选择题

的问题之前，先要认真阅读试题

给出的相关资料，然后结合问题

判断试题中哪些内容是解题所需

的、哪些内容是关键的、哪些内

容是干扰信息诱使你犯错误的，

读题时就可把上述要点内容用笔

圈注出来，以提醒自己注意。审

完题后，就需要我们选择恰当的

方法，高效快速解题。

1.直接选择法

此法主要是针对一些考查识

记性知识的试题而言，这类试题

往往考查考生对教材中基础知识

的记忆和基本原理的理解，解题

时根据自身对知识的记忆情况，

选择出正确选项即可。虽然高考

越来越重视对考生能力的考查，

但知识是能力的基础，不少试卷

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需用直选法来

解答的选择题。

2.排除法

所谓排除法，就是在认真阅

读、分析题干所给条件的基础

上，对题目所给的四个选项逐一

分析，把比较有把握的选项排

除，缩小范围，重点分析剩余选

项。排除法不仅可以正确解题，

也可以大大节约宝贵的考试时

间。切记一点，运用此法最后要

复查，即正面验证最后所选选项

是否可以解决题干中所提出的问

题。

3.反向验证法

这种方法适合在认真阅读、

分析题干所给条件后，仍旧无法

选出正确选项的情况下，可先假

定某选项正确，然后以其为条件

进行反向推理，判断其得出的结

论与题目中所给条件是否矛盾，

若矛盾，则为错误选项，反之，

则为正确选项。

4.因果联系法

地理事物和现象之间往往存

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因此不少

命题者据此编制出一系列具有因

果联系的选择题。在解答这类选

择题时，考生先要认真审题，分

析出题干中的关键词，找出题干

和选项之间的联系，然后就此探

究现象的成因或追寻某种现象可

能带来的结果。这种类型的选择

题，命题者往往会从以下几个角

度去设置障碍：（1）选项本身就

是错误的，不符合科学性；（2）

选项虽然正确，但选项和题干之

间并不构成因果关系；（3）颠倒

了因果关系，如要求选择出题干

中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而给出

的则是题干中内容会导致的结

果。

5.图文转换法

图是地理学科的一大特

色，教材中的不少知识点都是

以图的形式呈现，这就要求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要关注教材中

的图表，认真分析图表中隐含

的信息，学会分析各种类型图

的一般方法。对于教材中一些

以文字描述的结论、原理，可

试着将它们转绘成图形，以便

记忆和理解，如转绘出某日全

球正午太阳高度的分布图、某

日全球各地昼长的分布图等。

在解题时，要注意适时地进行

图文转换，使题中所给的图

（或文）信息朝我们比较熟悉的

文（或图）去转换，这将极大

地提高解题效率。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不

同的解题方法，但学生解题时切

不可陷入“方法”的困境中，不

要时时刻刻想“我该用什么方法

来解题”，要注重选择题方法的

灵活选择，做到因题而异。总

之，选择题只要求把正确的选项

选出来即可，不探究原因，因此

只要能够把正确选项选出来的方

法就是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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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高三一模使用的是金太

阳的试卷。高三一模考试是对一

轮复习的检测和诊断，也是全体

高三学生的一次实战演练，对二

轮复习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现把2018年邯郸市高

三一模政治学科分析报告汇总如

下。

一、试卷质量分析

政治试卷的信度为0.75和区

分度为0.4，区分度很好。试题难

度为 0.51 比去年 0.45 的难度略

低，单选题难度为0.62，问答题难

度为0.41。15道试题难度比例为

4:11:0，难度比例合适。试卷质量

总体评价为良好。

二、网阅总结

（一）网阅情况

1.积极参与讨论评分细则的

教师名单：邯郸一中穆总贤、黄华

丽、永年一中曹丽靖、磁县一中张

爱琴、涉县一中申冬霞、永年二中

杜鹏、新思路张云英、魏县三中李

君丽、邯郸市第二中学南校区杨

翠翠、曲周一中暴献国、邯郸市第

三中学袁文静、三中南校区关京

京、乔科、临漳一中郭燕广、张海

印、广平一中许书太、郑家岭、馆

陶一中杨小青。

2.超额阅卷的教师名单：邯

郸四中何晶晶、涉县一中申冬霞、

张晓红、魏县一中史海强、新思路

张云英、邯郸市第二中学南校区

杨翠翠。

3.超额仲裁的教师名单：永

年一中曹立靖、魏县一中王迎春、

丁慧霞、新思路张云英、永年二中

杜鹏、武安十中高亚超、邯郸市第

三中学郭园园、曲周一中韩玉彩。

（二）得分情况分析

38题总分14分，平均分6.31

分。

得分较多的知识点：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促进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得分较少的知识点：解决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形

成以技术、品牌、质量为核心的竞

争新优势。

39题总分12分，平均分5.38

分。

得分较多的知识点：党的地

位、性质、宗旨、执政理念、自身建

设、先锋模范、战斗堡垒。

得分较少的知识点：国家性

质。

本题难度适中，有较好的区

分度，能较好的实现命题人的考

察意图。学生整体得分情况不太

理想。试题设问有两问，一是必

要性，而是如何做。回答必要性

时，学生一般都能从党的性质、宗

旨、执政理念、地位等角度调动知

识，组织答案。只有少量学生能

从国家性质角度进行考虑。多数

学生在本问得分多在3-4分，少

量学生得5-6分。造成1-2分低

分的主要是，党的地位执政党和

领导核心只写一个，不完整；性

质、宗旨、执政理念三个只写一

个，关键词太少，或者说角度单

一，维度少。个别学生必要性和

意义不分。

回答如何做时，多数学生能

从党的领导、党与群众的关系角

度，党的建设和党员率先垂范等

角度组织答案。但问题在于，学

生往往照搬书上知识体系，不知

道根据材料所呈现的情景来灵活

的选择具体的恰当的语言、准确

的表达原理。如某市市委贯彻十

九大精神，只是笼统写上，发挥党

的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没有发现在处理中央与地

方的关系，没能准确的表述为坚

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或者是贯彻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党与民

生，写成体现宗旨，没考虑做法；

走群众路线，没转化为政治生活

术语，贯彻党的执政理念。所以

得分多在3-4分左右，部分在5-6

分。造成1-2低分的，多是角度

单一，比如把执政理念拆解开来

回答。说明学生审题时只审了设

问，而没结合材料信息。

邯郸市2018年高三一模政治学科分析报告

邯郸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沈 明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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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总分12分，平均分4.02

分。

得分较多的知识点：“价值观

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

制约和导向作用；价值观的导向

作用或指导作用。”这点原理大部

分学生基本都能答出。

得分较少的知识点：“正确的

价值观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

律，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

上。”正确价值观的两个标准，好

多学生没有回答出来。

40（2）总分12分，学生平均

分4.02分。

得分情况不容乐观。原理背

诵不扎实，对“弘扬红船精神”的

材料分析不到位，是本题阅卷中

发现的学生普遍存在的两大问

题。

40（3）总分4分，学生平均分

3分。

学生能认真审题，深刻理解

红船精神，并对红船精神进校园

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措施，且语言

简洁、流畅，书写规范。同时也发

现存在的问题如下：有的学生审

题不清，没有深刻理解红船精神

的内涵，只是泛泛而谈地写出措

施，甚至把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知

识点罗列出来；有的学生是围绕

红船精神，但是对红船精神理解

不到位，措施不具体细化，因此在

改卷的过程中每一点减去一分；

虽然围绕着红船精神来写出具体

的措施，但是语言不简洁。本题

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审题不清，措

施不具体细化、切实可行，而只是

泛泛而谈，书写不规范。

三、暴露的问题

1.基础知识不扎实，不能形

成知识体系。

不能形成一个整体性认知。

如，党的执政地位写不完整；回答

不忘初心必要性时，考虑不到我

国国家性质等；基础知识不扎实，

原理表述有错误。对价值观的原

理知识表述不规范，知识乱搭、混

答、乱答，造成失分。个别学生对

哲学价值观原理知识一概不知，

通篇抄写材料，最高只能给 1

分。错误答案如：价值判断决定

价值选择；价值观决定价值判断、

价值选择。

2.审题不清，阅读理解能力

差，高阶思维能力水平低。

设问让答两问，学生两问不

分开写，好多同学只写一问。而

且不知两问的分值分布，意义答

的极少，措施答的多；没审清题目

设问指向，设问范围为哲学价值

观知识，个别学生错答成唯物论

意识的能动作用；设问主体是国

家怎么办，学生不围绕国家写措

施；甚至有学生答错范围；如必要

性答成意义；审题时只看审问，不

看材料，导致答非所问；材料意识

不强，不能根据材料准确的提取

相关知识，如民主集中制。

3.答题语言表述不够规范，

不会使用学科术语。

比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写不

准确；表述逻辑性不强，不分层

次，一条内容反复写；一条内容拆

成多条；答题遗漏角度；答案脱离

材料，回答没有围绕“弘扬红船精

神”材料背景分析题目，通篇罗列

价值观的知识，抛开材料，默写哲

学原理，不分析材料造成失分。

4.非智力因素造成失分。答

题位置错误，将40（2）文化题或

39政治题错答在40（1）位置，造

成失分；书写水平较差。

四、备考策略和针对措施

（一）夯实基础知识，排查高

考考点。

1.考点复习要落实到位。要

依据考试说明及其详解材料，让

学生熟悉理解考点，真正做到胸

中有数。

2.易错易混知识要分清。教

材中的易错易混问题，要利用一

定的时间收集整理清楚，并结合

一定的习题，真正让学生搞懂，以

减少失误。

3.夯实基础知识，构建知识

网络，灵活运用。会从多角度，多

维度表述和准确提取。

要求学生从宏观和微观角度

掌握基础知识。在复习中要注意

以下几个环节的落实：①看书回

顾，加强记忆。②形成思路，加强

分析。③串联知识，加强联系。

④做题模拟，加强理解。⑤训练

说话，加强表达。⑥一分为二，加

强辨析。⑦结合实际，加强运

用。

（二）加强解题方法和技巧专

项训练，提高审题能力。

1.增强审题能力。

能根据设问和材料确定答题

的思路和角度；学会准确的调动

知识，整体性理解材料和信息，加

以整合；结合具体情境来表述，克

服材料和知识两层皮的现象。

2.训练解题方法。

对于各种类型题目解题的基

本方法和要领，（下转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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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二轮复习是学生成绩

的综合提高阶段，政治学科二轮

复习的基本原则是：专题复习、

强化训练、巩固提升。这个阶段

既要巩固基础知识，又要分析时

政热点，还要加强针对性训练，

从而促进学生解题能力的提升。

下面，就政治学科的高考备考冲

刺谈几点复习措施，为莘莘学子

助力。

一、回归教材知识，构建理

论框架，夯实基础

高考试题很少简单考查基本

概念，而是考查考生对基本概念

的理解和运用，考查利用所学知

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考生

的基本功必须扎实。在高考前的

最后发力阶段，考生要依据教材

和考纲核对每个知识点，尤其对

主干知识要做到记忆准确，对易

错、易混的知识点进行详细分析

对比，做好重点知识的查缺补

漏，对基础知识做到表述准确、

规范。

高考越来越重视知识间的内

在联系，政治命题以某一热点为

依托，对学科内知识进行综合考

查。而在教材中，对知识点讲述

平铺直叙，对知识间的联系讲得

很少，这就需要考生在复习中，

自己把知识串联起来构建知识框

架，使一个知识点关联出多个知

识点，在解答问题时做到学科内

知识间的综合。

我们在经过二轮复习之后，

基本上已在头脑中形成比较系统

的知识体系。考前的冲刺阶段，

建议以这些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

体系为线索，再次回归教材的基

础知识。为了巩固提升，真正实

现知识到能力的转化，必须注意

三点：

1.知识把握更全面。做到回

扣课本，不留知识死角，把书上

的知识点一网打尽，防止知识缺

漏。

2.原理表述更准确。回归课

本的方式建议回忆与默写相结

合。对于想不起来的知识，要不厌

其烦地拿起笔默写原理。消除对

知识似是而非记忆不准确的现象。

3.知识构成更系统。以知识

体系为线索，打破单元、课题、

框题的限制，立足宏观谋微观，

把知识变为分析问题的能力。注

重单元标题、课标题、框标题的

理解记忆。

二、关注基础题型，熟悉答

题模式，提升能力

决定高考成败的不是少数的

难题，而是基础题型。因此，在

最后阶段的复习中，不能盲目做

难题忽视基础题型的训练，从而

导致基础题型不扎实丢分。

高考试题以能力立意，重视

考查学生获取信息、运用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加强应

试训练，提升答题能力尤为重

要。最后冲刺阶段考生应以基础

题型的训练为主，熟悉措施类、

原因类、意义影响类等多种题型

的答题模式，尤其要关注近三年

全国I卷文综政治试题中所出现

的评析类、见仁见智类新题型。

为此，建议在训练中注意以下四

个方面：

1.明确政治的答题特点。政

治答题要注重结合材料做到理论

联系实际。因此，平时的训练中

既要注意相关理论表述的完整

性，也要注意结合材料分析的准

确性。

2.精做题，重分析，善总

结。最后冲刺阶段时间有限，考

生要配合老师的复习安排，精选

训练，充分挖掘所做题目的价

值，在做这些精选题的过程中，

既可围绕题目串起相关知识的复

习，又可总结类似题的答题规

律，还可变换思路设想同一个问

题的其他可能的设问角度。

3.寻找薄弱，专项训练。检

查过去的考卷，找出做错的题

目。对于这些错题要重新做一

遍，并且在做的过程中要回忆当

时出错的思路，总结经验教训。

夯实基础 提升能力

——2018年高考政治二轮复习策略

邯郸市第三中学 张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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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1页）一定要熟悉，尽

管试题内容考查点有别，但同一

类题目共性的东西是学生解决问

题的最基本切入点。

3.训练阅读理解能力，加强

高阶思维能力训练。

加强对学生分析图表及获

取和解读材料信息能力的训

练；对学生的归纳概括能力及

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加强训

练。尤其对经济生活的材料分

析题，帮学生理清答题思路，

引导学生能从材料中寻找信

息、归纳答案。

（三）训练书面表达能力。

1.答题语言表述要规范，使

用学科术语。

2.表述增强逻辑性，分层次、

多角度。

3.加强对材料的分析，原理

联系实际材料进行分析论证。

（四）规范答题。

1.保证答题位置的准确性。

2.书写要清晰、工整。字间

距、行间距适中。

3.答案序号化、段落化、层次

化。

对于频繁出错的题目或知识点，

甚至要找一些与此相关的题目做

专项训练。做到错题回顾，旧题

新做，避免思维定式，减少失

分、努力提分。

4.注意审题及答题规范。审

题时要把审材料和审问题结合起

来。审清题目要求运用的知识范

围、设问题型，抓住设问中的关

键词明确问题，做到问什么答什

么。尤其是看起来较容易的题

目，更要字字认准，句句看清，

严防错觉；对一些似曾相识的题

目，更要严防疏忽大意，造成错

漏。组织答案时要认真细致，做

到答案段落化、段落要点化、要

点条理化、语言术语化。

三、掌握答题技巧，正确运

用方法，提高成绩

高考是知识和能力的比拼，

也要注重应试技巧的运用。

当高考的试卷发到你手上的

时候，不要着急答题，先稳定自

己的状态，平静下来后快速通览

试卷，了解题型和题量，并对试

题的难度、答题的先后顺序和答

题速度做到心中有数。在答题的

过程中，遇到不会的题，不要

慌，先行放过，在后面的答题过

程可能会灵感迸发。面对最后的

主观材料分析题若时间不够时，

在思路尚不明晰的情况下，尽量

读题思考，而后组织答案。因为

花时间想尽可能多的与题有关的

东西，最后快速写到试卷上的的

都是关键原理、关键知识，即使

没能完成作答，也能得到一定的

分数。

对于文综试卷上的政治试

题，一定要做到不留空白。会的

题争取答得更完美，以获得高的

分数。而不会的题，尤其是一些

主观题，可以把问题变通后再抄

一遍，这样多少能争取到几分，

这也是政治考试的特点——只要

写了就可以酌情给分。所以千万

不要在试卷上留空白，尤其是主

观题。

四、紧密关注时事，热点串

联知识，拓展思路

政治高考试题时政性强，要

求考生要关心国家大事，能够较

熟悉地掌握当年的重大时事政

治，特别要关心党和国家现行的

重大经济政治政策的内容和意

义。还要特别关注与所学知识有

紧密联系的社会热点问题、重大

政治现象和经济现象问题。但考

生应注意，时事热点只是背景资

料，不是答题的内容，所以切记

不要猜押热点。

每次考试就是一次战役，我

们勇往直前，坚持到最后一刻。

在二轮复习中，同学们夯实基

础、关注热点、提高能力，我们

的政治成绩会更加提高。

（上接第64页）第三步判题肢。

即运用所学的知识，判断题肢是

否正确，排除错肢，提高正确率。

第四步题肢回材料决定取

舍。即把正确的题肢与题干的意

思联系对照，看是否符合其材料

要求，排除迷惑选项。

2.主观题

第一、阅读题目和设问。分

析题意，确定答题方向和范围。

第二、阅读材料。根据设问

要求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

第三、思考基本的答案要

点。根据题目所给信息，确定应

选用什么样的语言和基本知识原

理来表达。

第四、规范地组织答案。答

案要条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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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2017年高考试题在命

题理念、考试内容、试题设计等

方面都有所改变的情况，我们要

以考纲引导教学，深化教学改

革。2018年高考的政治复习重

点是要抓好三轮。第一轮主要目

的是夯实基础，强化知识的识

记、理解能力。第二轮重点是专

题归纳、构建知识体系与网络，

提高分析、归纳、理解等综合能

力。第三轮是强化模块综合训

练，目的是提高解决问题的能

力。从实践上看，这样的复习方

法较为行之有效。下面就如何进

行有效的高三政治二轮复习，谈

谈我的几点看法。

一、适当安排学习时间。

二轮复习一般从2月下旬开

始到4月上旬结束。专题复习时

间紧、任务重、速度快。因此，

同学们要增强时间观念，从原来

的注重语、数、外的学习要逐步

增加对文综的时间投入，转移学

习重点，以追求总成绩的最大

化。早读分配好政治的学习时

间，继续加强基础知识。老师要

利用好自习课，对专题知识进行

精准训练。同学们要根据自己的

实际状况，合理利用课外时间，

强化选择题的训练，加深对知识

的理解以及提高审题能力。

二、明确学习目标，制定学

习计划。

二轮复习应该明确学习目标

是形成条理清晰的知识网络，建

立知识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教

师要按主干知识进行网络教学，

以知识点牵出时政热点，要求学

生在继续对一轮复习过的基础知

识进行查漏补缺、巩固加深的基

础上，从宏观上把握知识框架结

构及其内在联系，提高对知识的

驾驭和迁移能力。同时，通过热

点问题的剖析，提高学生的思维

水平和扩展其知识储备，提高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学科素养。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制定学习计划是提高学习效率的

保障。学习计划应该包括阶段学

习目标、学习重点、合理的时间

分配、练习的安排以及完成学习

目标的措施等。

三、精讲多练，以练促学。

练习是提高成绩不可缺少的

重要环节。在坚持基础知识为第

一要务的前提下，强化能力训练

更是“谋分之基、创新之源”。

形式上，练习必须灵活多样，可

以采用课堂提问、当堂讲练、课

后作业等多种手段，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思维积极性；内容

上，要注重针对性、层次性、适

度性；讲评上，不仅要“授之以

鱼”——告知学生答案，更重要

的是“授之以渔”——指点问题

症结，启迪答题思路。总之，通

过练习查漏补缺，掌握答题规

律、技巧，提高综合应试能力。

四、注意时事政治的积累。

政治科考试的最大特点是和

当年的时政结合紧密。试题中设

置的新情况、新材料和新问题必

然会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

性。因此“两耳不闻天下事，一

心只背政治书”的做法无疑也是

错误的。所以，我们要在平时注

意积累时政。这就要求学生不仅

要熟练地掌握书本知识,而且还

要走出书本和课堂,去重视社会

政治、经济发展动态,关注国内

外的热点问题,运用教材原理多

角度、多层次地理解分析,真正

领会其实质,学以致用。2018年

政治高考复习，学生要更多的关

注十九大报告、全国两会等重点

时政内容，学会自己命题，多角

度发散思维分析，熟练掌握新观

点、新提法。

五、加强方法指导，培养良

好的思维习惯和学习方法。

1.选择题

选择题相对于主观题而言，

难度小，分不少。所以，做好选

择题是高分的前提和基础。因

此，就必须掌握一些选择题的种

类及解题对策。我觉得总体要求

可以分为四步：

第一步审题意。即审清题干

的中心思想。

第二步抓题眼。即通过抓住

题目的关键词，来判断该题的方

向和要求。 （下转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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