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 核心素养

语文 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

数学 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

英语 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

物理 物理观念、科学思维、实验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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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生物 生命观念、理性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

政治 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

历史 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

地理 人地协调观念、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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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艺体生高考需要“双资格”认证，既要专业课潇
潇洒洒，又要文化课一骑绝尘，两课都要抓，两课都
要硬。但近年来，随着国家人才一体化模式的改革，
艺体生高考录取的天平偏向了文化课，对文化课的
要求与日俱增。这种现象无疑给所有艺体考生增加
了沉重的压力。

高考改革的分支之一是命题改革，命题改革的
第一依据是《课程标准(2017年版)》。新课程标准与旧
课程标准根本的差异在于基因的不一样。新课程标
准把学科的育人价值推向了前台，注重“学科核心素
养”在高考命题、考生解题及答题方面的指挥棒作
用。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
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对于高中学段学习不系
统、学习过程质量较低、不能很好地均衡专业课与文
化课的艺体考生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2019年高考英语试题特点
1 .落实学科“育人为本”，突显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凸显“德育为先”倡导素
质教育理念。

2 .体现“一核四层四翼”高考评价体
系要求，突出“创新为上”。

3 .重视“用语言做事”的语言学习目
标，强化核心素养，突出“能力为重”。

二、2020年高考备考策略
(一)认真研读《课程标准》，吃透精

髓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版)》是

高考命题、考试评价、复习备考的依据，
必须强化对课程标准的研读。

(二)树立语言观点，高度关注核心
素养的落实

备考阅读理解训练时，要注意限时
训练，至少要在15分钟内做两篇，或35分

钟内完成一套题中的阅读部分。在备考
中，要注意完形填空训练必须与阅读相
结合，培养语感，体会语义，体会上下
文的逻辑关系，强化对阅读材料中推理
判断题的训练，全面贯彻“用语言学习
语言”的理念。

(三)夯实基础，强化能力
首先，语言知识，考生要掌握并能

运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
版)》规定的英语语音、词汇、语法、
功能意念和话题，词汇量为3200左右。

其次，写作要依据试题中提示要
求，要体现出所学过的语法句式，注意
语言得体以及适当增加细节。要求考生
根据题示进行书面表达，考生应能清
楚、连贯地传递信息，表达意思，有效运
用所学语言知识特别关注传统文化的表
达及关于中国文化自信的表达。

一、基础牢，山不摇
化学常见知识点要熟悉，要牢记在

心，学会各个击破。考试常考点就是我
们需要熟练掌握的点。

1 .化学与STSE。2 .阿伏加德罗常
数。3 .离子反应。4 .氧化还原反应。5 .电
化学。6 .化学实验。7 .元素周期律网。8 .
溶液中的离子平衡。9 .化学反应速率及化
学平衡。10 .热化学。11 .元素及其化合物
知识。12 .物质结构与性质。13 .有机合
成。

二、出题海亦不入怪圈
如何做题？——— 杜绝偏、难、怪

多练习高考真题，不要纠结于偏、
难、怪的题目，考试中基础题和中档题
是“主力题型”，要解决主要矛盾。要
多练习高考真题，多找规律和方法。规
律和方法就隐藏在做真题的过程中。在
有限的时间里，做最有用的题。

三、规范训练是成功必需品
1 .限时限量，学生自己进行解题速

度和准确率的规范训练。
2 .结合高考评分标准及阅卷实际，

进行规范书写、规范答题训练。如方程
式、结构简式、电子式等化学用语的书
写，简答题的语言表达和描述，计算题
的格式、精确度等。

3 .进行审题方法、审题能力的训
练。审题不严谨，是考试最常见最容易
犯的毛病，培养审题能力的方法很多，
其中“读、划、联、挖”四字审题训练
法就是很常用很具实效性的一种方法。

四、反思使我们更从容
要多反思失误原因，失误属于知

识上的缺陷还是能力上的不足？还是
非智力因素的影响？自己是否很好地
理 解 了 题 意 ？ 在 解 题 时 走 过 哪 些 弯
路？这些问题是如何改正的？解答这
类题的思维模式是什么？反思题中的
陷阱所在、自己的推理是否严密、有
无漏洞？解答过程是否优化？哪些思
维回路是在盲目中被多余添加的？找
到原因，下次减少失误，直到杜绝失
误。

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 创新为上 能力为重
□大智英语研究院 刘勤章

夯实化学基础 提升学科素养
□大智化学研究院 王国栋

面对这些难题，大智高考研究院一致认为，在有限的时间里，艺体考生成功需要坚持树立“一个中心 两
大基本点”：

一个中心：明确学习方向，让学习方向直击目标院校；
两个基本点：掌握先进的备考策略+提升学习过程的验证性，真正实现实效备考。
因此，大智高考研究院的专家们以2019年高考为例，剖析命题特点，输出备考建议。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大智语文研究院 王文平

一、命题特点
1 .精准落实立德树人，全面彰显文

化自信
2019年高考语文命题从材料选择、

题目设置等方面充分挖掘优秀品德文化
内涵，切实发挥优秀文化的浸润功能、榜
样人物的示范功能，对考生及青少年的
品德修养起到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

2 .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时
代先锋

语文作为包罗万象的学科，以古今
优秀作品为载体，涵盖面极其广泛，蕴藏
着丰厚的历史人文因素。在高考语文中，
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重点，全
面彰显文化自信，不仅是语文科目的应
有之义，更是优势所在、职责所系。

3 .强化体美劳教育引导，贯彻全面
发展理念

2019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立足于中
华民族热爱劳动的优秀文化基因，歌颂
劳动价值，弘扬劳动精神，展现劳动美
好，引导考生热爱劳动、崇尚劳动、尊重
劳动。同时加强了对思维品质的考查力
度，目的在于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提升
学生的思维品质，更有利于考生发挥。

二、备考策略
1 .基础立意，回归课本
语文复习必须回归课本，扎实基础，

立足多类文本的综合阅读及分析理解，

系统梳理基础知识，搭建知识框架，明晰
基础知识的情境再现和能力考查。

2 .有效积累，总结方法
语言学科的学习最注重积累，其中

文学名著的阅读、文化常识的汇集、理解
能力的提升、写作能力的飞跃，无一不和
积累有关。所以要在积累中总结方法，例
如整体阅读的方法、筛选整合信息的方
法。

3 .文化立意，关注传统
高考语文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考查，全面彰显文化自信。所以一轮复习
训练要注意传统的文化因素，像官制、节
日、节气等文化常识，要系统梳理。写作
中要自觉继承、转化优秀文化传统，增强
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文化自信。

4 .能力立意，强化思维
高考语文越来越加强对信息筛选、

逻辑推断、审美鉴赏等能力的考查，以
“核心价值”为引领，实现高考评价体系
在“必备知识”基础上对“关键能力”和

“科学素养”的全面覆盖。明确多种能力
在题目中的渗透，掌握科学地训练方法，
强化思维引导。

5 .关注热点，关心当下
关注社会发展，把握时代脉搏，开阔

视野，链接自身和国家、民族的关系，彰
显青年价值，做个有心人，培养品德素
养。

一、2019年高考数学命题特点：
1 .强调数学应用，考查关键能力
“突出数学学科特色，着重考查考生的

理性思维能力，综合运用数学思维方法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019年高考数
学卷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试题突出学科素
养导向，注重能力考查，全面覆盖基础知
识，增强综合性、应用性，以反映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成果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情
境为载体，贴近生活，联系社会实际，在数
学教育、评价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 .突出重点，灵活考查数学本质
2019年的数学试题贯彻落实高考评价

体系学科化的具体要求，突出学科素养导
向，将理性思维作为重点目标，将基础性和
创新性作为重点要求，以数学基础知识为
载体，重点考查考生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
理能力。

二、2020年高考复习指导：
1 .以教材为本，夯实基础知识
高考试题基础题型有相当大的比例，

掌握基础知识与知识运用的形式以及训练
知识运用的解决方法是基本保障。

2 .参考历届真题，训练变式能力
高考改革体现在试题上，我们要通过

近几年的高考真题的分析，来把握高考改
革动向。在适当研究真题中培养个性思维
品质，提高能力。

3 .要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
如何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决现实生

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一直是数学学习的
最高要求，如今的高考要求不单纯是解题
的考查，而是通过结合社会生活的实例来
设计数学问题并考查解决数学问题的能
力。

4 .注重知识本质
如今的高考试题考查知识较为灵活，

掌握知识的本质是应对灵活考查的根本。
艺考生不能因为时间少，不肯与推理以及
训练就去背记一些结论或者一些题型的套
路，这样是很致命的，唯有掌握了知识本身
的本质才能从容应对新高考。

立足课程标准 回归数学本质
□大智数学研究院 牛彦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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