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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资深老师点评今年高考
考卷体现学科主干知识、学科能力和学科素养相统一的“
苏派”风格
2018年高考已经结束，全市2.3万名“00后”考生在全市17个考点参加
了为期3天的考试。 今年高考9门科目难度究竟如何？ 有何种趋势？ 我们邀
请南通一中资深老师对今年考题作出点评。

来报社观摩
装裱艺术精品展
语文：和去年相比温和、平稳
薛海兵 江苏省高中语文特级教师
2018年江苏高考语文试
题基本保持了近年来的试卷
结构和考查题型， 整体呈现
温和、平稳的格局，对考生而
言没有“相见不相识”的意外
感觉，反倒是
“
似曾相识燕归
来”的不惊不喜。
今年语文试题值得圈点
处主要有三：首先，无论是一
卷的基础题、 文学类文本阅
读题， 还是二卷的加试阅读
题，以及作文题，考查素材中
多数力图靠近学生生活与时
代生活， 降低了考生因为素
材的距离感和陌生化而带来
的心理恐惧程度。其次，古诗

文阅读和现代文阅读的考查
题目都注重考查考生依据文
本加以梳理和提炼的基本能
力，事理逻辑类、情感体验类
与价值判断类的题目也都有
本可依。 第三，试卷中所涉及
的中国古代儒家经典、 理性
经济人、古代体育诗词、思想
偏见、 论史风世和建筑文化
等， 都是对跨越文理科界限
而应具备的人文素养的相关
内容的语文考查。
总之， 今年的语文试题
较好地做到了对当前语文教
学的引领与对学生语文素养
的考查相结合。

数学：考查内在逻辑和思想方法
吴勇贫 学科组长、高三备课组长
和去年相比， 今年的高
考数学试卷结构稳定， 难度
适中，简单题、中档题、难题
的比例约为4∶4∶2， 和考试说
明公布的一致。
今年的试卷突出了考查
数学主线知识， 重点考查了
凸显数学的内在逻辑和思想
方法， 将能力考查的着力点
聚焦在学科核心素养上，既

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 又有
利于指导高中数学教学。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教学
时代已经开启， 如何帮助学
生跳出题海， 着力提高学生
“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
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
数据分析”等核心素养，新的
挑战摆在了2018年启动的新
课程的师生面前。

英语：得高分不易，难度较去年下降
金晓呈 高三备课组长
今年高考英语试题听力
语速与前几年相比， 速度有
所放缓。 单选和完型更注重
基础知识的考查，如词组call
for 和in line with等，学生答
题总体感觉比较顺畅， 比平
时模拟试题要容易。
今年英语阅读理解总体
感觉阅读量较大， 特别是D
篇，文章长且不容易，一改以
前D篇文章长但文字不是很

难之特点。任务型仍然较难，
非常优秀的学生也只能得到
三分四分左右 （满分10分）。
与之相比， 作文话题还算熟
悉，有话可说。
总体来看， 今年英语前
面比较平和， 后面力度比较
大， 尤其是二卷特能拉开差
距。整份试卷得高分不容易，
中间分可能比较集中。 试卷
总体难度较去年有所下降。

物理：紧密联系生活，重视实验教学
姚兴山 高三备课组长
今年江苏物理试卷的结
构、题型保持稳定，突出主干
知识，知识覆盖面广，试题难
度稳中有降，联系实际，适度
创新， 体现了能力立意的特
色，有利于高校人才选拔和中
学物理教学。
今年试卷注重考查物
理学科的基本概念 和 基 本
规律，学生的思维方法和思
维能力，问题设计有层次，让
不同层次的考生都能得到相

应的分数， 有利于高校人才
选拔。
今年的试题将学科知识
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生产
生活实际等紧密联系起来，
考查学生将实际问题转化为
理想模型的能力，使学生充分
体会到物理知识的应用价值。
今年的试题将引导学校
进一步重视实验教学，将所学
的实验技能迁移到新问题的
探索中，不断提高实验素养。

化学：稳中求变，注重能力

中化学重要的元素化合物知
识、核心概念与理论、化学实
验基础、 基本技能和化学计
算。 抓住对主干知识重点考
查的同时，兼顾对学生能力、
方法、 学科素 养 的 综 合 考
查，彰显化学学科特色。 紧
密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比如：
节能减排、大气污染物治理

等生产生活实际， 引导学生
树立绿色化学思想和可持续
发展的观念，体现化学的应
用价值。
总之， 今年的化学试卷
体现了化学试题近年来“遵
循考纲， 稳中求变， 注重能
力，提升化学核心素养”的一
贯命题风格。

政治：突出价值观引领
黄钱伟 高三把关教师
今年政治试卷命题坚持
稳中求进的基调， 富有时代
气息。试题总体上上手容易，
但拿高分难， 尤其是选择题
部分， 虽然题目看起来阅读
量不大， 材料的选取也基本
杜绝了冷门、偏僻、晦涩的倾
向， 但题支的设置区分度较
小， 对学生的审题能力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
今年的命题突出了价
值观的引领， 较多 地 使 用

传统文化元素， 引导 学 生
树立文化自觉和自信 ， 培
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 和 自
豪感。
除此之外， 试卷对学生
阅读材料、对比分析、归纳概
括、发散思维、运用所学理论
解决实际问题等方面的能力
进行了全面考查。 试卷分别
在数形结合、概括归因、归纳
阐述、 辩证思维对学生提出
了较高要求。

均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
试题内容立足基础， 涵盖高

晚报讯 崇川区装裱艺术精品展今起
在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内的南通文化艺术
展览中心一楼展出，展出本土南通装裱技
艺非遗传承人的各类装裱作品50余件，装
裱内容涵盖书法、国画、扎染、团扇、篆刻、
彩锦绣、剪纸、碑拓等各类艺术类型，其中
不乏王个簃、袁运甫、高冠华、范曾、张绪
武、黄稚松、李巽仪、仲贞子等南通籍名家
作品。
南通装裱技艺深受扬州及海派风格
影响，逐步形成典雅古朴、简约明快的特
点。 此次展览汇聚了李彬、张建斌、王建
高、范志辉、王建付、张建明、王建彬和褚
美芹等本土装裱艺术家们近年优秀创作。
装裱风格融入传统元素与全新的设计理
念，装裱形式琳琅满目，包括立轴、镜框和
立体三维镜框等。 其中，王建高对于现代
书画名家王个簃、 范曾的字画修复技术，
曾多次获得省工艺品创新设计大赛金奖
殊荣。
本次展览由南通报业传媒集团、 南通
市装裱艺术家协会、崇川区文联主办，展期
截至6月15日，爱好书画的朋友们可来报社
享受一次全新的艺术视觉盛宴。 记者黄哲

历史：生动活泼，蕴含江苏元素
秦伟玉、钱春霞 高三历史备课组
今年高考历史试卷以稳
为主、 稳中出新； 生 动 活
泼、 蕴含江苏元素， 展现了
苏派命题的 特 色 。 试 卷 在
坚持正确思想导向 ， 遵 循
立德树人教育宗旨 ， 重 视
优秀传统文化 的 传 承与弘
扬， 体现时代风貌与精神方
面可圈可点。

试卷还考查了考生的历
史思维能力， 重视新材料、
新情境的创设与运用， 注重
考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
历史知识和方法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试卷将学
术研究与学生所学的教材的
主干知识有机联系， 体现了
对教学的引导作用。

生物：稳中求新，聚焦学科核心素养
李伟 学科主任，教科处主任助理
今年高考江苏卷生物试
题稳中求新， 反映新课标的
基本要求，贯彻落实
“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重视大概念、
关键能力、 学科核心素养等
多方位考查， 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展现中华优秀
科技成果， 增强民族自豪感
与社会责任感。

试题呈现形式多样，图
文并茂，亲切感强，紧密联系
生活实际，倡导学以致用。 试
题关注考生创新精神与实践
能力，着眼学生长远发展，立
足“服务选才”重要功能。 整
份试卷发挥了高考“指挥棒”
积极影响， 助推中学生物教
学聚焦学科核心素养。

地理：总体偏稳定，但局部有难度
钱震华 学科组长、高三备课组长
今年江苏地理卷总体偏
稳定，局部有难度，区分度应
该较高， 符合高等院校对人
才选拔要求。 知识点覆盖面
较广，试卷偏人文，地理特色
鲜明， 表现在地理图表特别
多，像等值线图、示意图、统
计图表、区域图等，尤其区域
定位要求高。 注重考查学生
的地理核心素养， 更加注重

通过真实地理情景、 新闻地
理背景材料切入， 考查学生
分析问题、提取信息、解决问
题的能力、 试题也涉及环境
问题如珊瑚白化原因分析，
凸显人地协调等素养。 总之
试卷继承和发扬了多年来的
地理特色， 贴近时代社会和
学生生活， 体现对能力要求
的提升，稳中求进。

罗永会 高三备课组长
今年化学试卷在题型结
构、 设问方式等方面与往年

不乏王个簃、袁运甫、高冠华、
范曾等通籍名家精品

记者沈樑整理

明后天又要
“
热力四射”
白天最高33℃~34℃
晚报讯 送走高考， 不仅雨过天晴，而
且城市变得格外的舒爽。预报称，本周又要
热啦，未来3~5天通城的高温段或将再次回
到“
30℃ +”。
市气象台称，本周以云系变化为主，但
今明后3天通城气温将会反扑，尤其是12日
至13日预计最高温将达到33℃~34℃上下，
当天气开始热力四射， 大家的防暑降温工
作也可以同步开始啦。
就市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 《一周天气
公报》显示，本周的大趋势为：先升后降。具
体预报如下，6月11日多云到晴，12~13日晴
到多云，14~17日多云。
记者李彤
（合作单位：南通市气象局）

端午将至粽子“唱主角”
晚报讯 端午将至，南通市场上已经开
始销售粽子、咸鸭蛋等各类节日食品，其中
粽子深受市民欢迎。端午前夕，南通市物价
局走访市区部分超市, 开展粽子价格专项
监测对比。
本次比价涉及市区欧尚中南店、 大润发
港闸店、乐购工农路店等7家大型超市，包括真
真老老、五芳斋、三全、梅香等5个品牌30多个
品种。 比价结果显示，相同品牌规格的产品在
不同超市价格差价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对比发现， 不同超市的散装粽子和简
包装粽子价格比较“亲民”，相差1元至5元
左右。礼盒装的粽子价格相差较大，百元左
右的礼盒相差10元至20元左右。
记者彭军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