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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高考考纲公布，
考纲有何变化？复习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来看看语数外老师精心准备的备考秘籍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
与去年相比，今年各学科考纲有何变化？学生在后期复习中要注意哪些问题？昨日，重庆外
国语学校的高三语文备课组长潘庆华、高三数学老师李鹏贤和英语教研室主任谢娜分别对大
纲进行了解读，并给出了备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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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语法重视考查英语综合能力
书面表达多训练，
讲好中国故事

夯实基础 重视用通性通法来解题
在平时学习中要重视数学阅读

调整试题顺序 样题更加丰富
备考时要充分回应社会热点
与去年相比，2019 高考语文考试大纲有四大变化。首先，大纲
将“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变为了“根据普通高
等学校对新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这一变化将
“文化素质”具体化，强调了“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性，是对高考语
文试题在命题思想上的规定，决定了命题的方向；
“科学文化素质”
强调了文化素质的科学性，强调高考要关注先进文化和充满正能量
的文化。
其次，大纲调换了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的顺序。
这一变化会让语文试卷的结构布局更加科学，从本质内涵上来看，
论述类文本阅读和以新闻为核心的实用类文本阅读都具有时政的
基本特征，而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古诗文阅读在本质内涵上都属于文
学作品，这样的顺序调整有助于考生在解题时呈现出思维上的连贯
性。
第三，题型示例中去掉了实用类文本阅读《下笔不觉师造化》和
以“阅读危机”为核心内容的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这一变化目的在
于让高考试题在题型组成上更加趋于合理，
突出试题的变化性。
此外，题型示例中增添了论述类文本阅读，比如 2018 年全国卷
Ⅰ的关于“通信安全”的非连续性文本阅读、2017 年全国卷Ⅰ的关
于“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运营方式的非连续性文本阅读、2018 年
全国卷Ⅲ语言文字应用成语病句连贯、2018 年全国卷Ⅰ语言文字
应用成语病句连贯、2018 年全国卷Ⅲ的语言得体，以及 2018 全国
卷Ⅰ和全国卷Ⅱ的作文。这些变化是近年来高考语文试题变革的
成果和结晶，展现出了高考语文试题的创新性，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热点。

备考建议：
梳理热点，突破模式化答题思维
潘庆华认为，2019 年的高考语文命题调整试题顺序，趋于科学
布局。因此，对于考纲中题目顺序所做出的调整，要充分引起关注，
及时调整以往的答题思维和解题顺序。
同时，2019 年的高考语文试题将进一步充分回应社会热点，考
查考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这就要求考生梳理一年来的热点事件，
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港珠澳大桥、中国精神、中
美贸易战、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改革开放 40 周年、一带一路、人
工智能、新高考改革的思考、打好蓝天保卫战，上海首届进博会等都
值得去关注。
对于 2018 年以来的纪念性历史事件要充分关注。改革开放 40
周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建国七十周年，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亚太
经合组织成立三十周年，澳门回归 20 周年，戊戌变法 120 周年，这些
社会热点要予以思考。
复习中还要注意落实课程标准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几个关键词
要引起关注，如整本书阅读、批判性思维、传统文化、长征精神、革命
文化等。
考生一定要养成读书的习惯，努力实现真阅读，用阅读来提升
自己的思想。同时要突破传统的模式化答题思维，力争在读懂精研
上下功夫。
总的说来，2019 年语文考试大纲在 2018 年基础上更加体现试
题考查的时代性、科学性，为真正考查考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提供了
平台。在 2019 年备考中应更加关注基础，重视学生关键能力的落
实、
核心素养的培养。

与 2018 年相比，2019 年的数学考试大纲在知识
要求、能力要求、个性品质要求、考查要求和考试范围
上没有明显变化，与以“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
学”为核心，依托“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
心价值”四个层面，强调“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
新性”
的
“一核四层四翼”
的高考评价体系一脉相承。
文科数学的必考内容为《课程标准》的必修内容和
选修系列1的内容；
选考内容为《课程标准》的选修系列
4的
“坐标系与参数方程”
、
“不等式选讲”
2 个专题。理
科数学的必考内容为《课程标准》的必修内容和选修
系列 2 的内容；选考内容为《课程标准》的选修系列 4
的
“坐标系与参数方程”
“
、不等式选讲”
2 个专题。

与 2017 年 、2018 年 的 考 试 大 纲 相 比 ，
2019 年考试大纲除了进一步完善文字措辞或
语句等之外，没有实质性的调整和明显变化。
这说明在 2019 年的高考英语中，试题将继续
体现高中英语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即“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为
纲，体现英语学科的基础性、工具性、交际性和
思想性等”。重视考查学生对英语基础知识的
掌握以及英语综合能力的应用，相对弱化语
法，加强听力、阅读、写作能力，体现交际功能
和中国文化元素等。

备考建议：做到解题方法大众化

谢娜认为，词汇部分，考生应当以掌握英
语考试大纲所规定的 3500 词的主要含义、基本
用法为核心，关注一词多义、一词多词性的现
象。掌握部分词根、词缀以及动词、名词、形容
词、
副词之间的转化，
并适当拓展常见词汇。
语法以考纲所列的语法项目为主，不应纠
结一些语法知识点的特殊用法。要重点掌握：
词类：如动词（包括时态、语态、非谓语动
词等）、名词（单复数）、形容词、副词、介词等，
在具体语境当中的运用。
句子：五大基本句型（主语+谓语、主语+
系动词+表语、主语+谓语+宾语、主语+谓语+
间接宾语+直接宾语、主语+谓语+宾语+补
语）。主要从句（包括定语从句、状语从句、名
词性从句当中的宾语从句、主语从句、表语从
句等）的运用，尤其是引导词的用法。特殊句
型重点关注倒装、
强调、省略等句型的用法。
语篇方面，考生应大量阅读反映中外优秀
文化、大众科技（主要是与生活相关的科普知
识）、社会生活、绿色环保的内容，以及体现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大主题的中国
故事，体现立德树人、家国情怀、文化使命、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语篇。特别注重阅读选
自英语原版书籍、报纸和杂志（含网络版）的
一般性话题的简短文段，以及公告、广告、说明
等。
书面表达方面，考生应广泛阅读、加强语
言基础知识的积累，强化定时书面表达训练。
在训练中，尽可能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文化的题材，使用丰富、地道的英语词汇，
准确、合理、多样的句型结构，突出文章的交际
功能以及文字表述的有效性，展现考生的语言
功底和文化内涵。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秦健 实习
生 杨水源

李鹏贤建议，后期复习中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
要将基本知识系统化。
“ 串线组面成体”形成一个排
列有序的知识结构，从而将松散的知识点联结成网
络体系，
形成知识的系统结构，
达到牢固掌握。
其次，要做到解题方法大众化。重视平时学习
过程中的通性通法，对一些自己掌握不了的巧法不
纠结。
第三，将基本题型模型化。一些常规题型可以
根据自己的理解提炼成一些容易上手的口诀、模型
等。
第四，注意将解题思维策略化。在解题过后重
视反思，
尤其是思路方面如何切入、
转化。
第五，要重视错题分析。试题分析时可以从“概
念不清、知识遗忘、运算错误、粗心大意、策略不当、
逻辑混乱”六个方面去总结失分原因，矫正错误，比
较实际得分与应该得分的差距，建立
“错题档案”
。
第六，在平时学习中要重视数学阅读，能从大段
文字中准确提炼有效信息。

重庆外国语学校高三数学老师李鹏贤

备考建议：
强化定时书面表达训练

高考、中考作文怎么写？也许能从
“春晚”
得启发

快来写一写 投稿上游新闻进行分享

近日，
《课堂内外》初中段的老师们总结了春晚的关
键词，
并结合时政热点作了归纳。
同学们不妨想一想、练一练、写一写，投稿上游新闻
“作文”活动，
跟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你的思考。

8大
“关键词”
《课堂内外》初中段责任编辑王晓雨说，2019 年春晚
有八大关键词值得考生们关注。
歌舞《我们都是追梦人》、
《同心共筑中国梦》、
《幸福中
国一起走》等节目都直指
“中国梦”
；
另外，
《找朋友》、
《春海》
和公益短片《美丽中国幸福年》说的是同一个词“美丽中
国”
；
歌舞《点赞新时代》、
《新的天地》表现的是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歌舞《同心共筑中国梦》还表现了
“新型的民族关系”；2019 年春晚出现了舞狮、戏曲、武术、
敦煌、杂技等传统文化瑰宝，
表现出屋面的
“文化自信”
；
歌
舞《妈，
我回来啦》展现了
“推进祖国统一”
；
小品《站台》说的
是
“社会主义文化”
；
春晚将互联网思维融入到舞台表演中，
还特别设计了
“融媒体互动”
环节，
体现了
“互联网思维”
。

这些节目有启发
《课堂内外》资深作文编辑们还根据春晚展现的时政
热点，
总结了部分作文题的写作方向。
1.春晚中，道德模范、时代楷模向观众拜年，他们是

自觉履行法律、法规，敢于同违法乱纪 现象作斗争的
人。这一环节彰显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的重要
性。作文选题：立人、必备的品行、规则、守护、可敬的
人。
2.讲述英雄航班的故事。作文选题：呼唤英雄、危机
之中、无私、保护、伟大的人。
3.小品《演戏给你看》说的是“民主监督”。作文选题：
法与情、大国之本、决心。
4.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中闪现了“长征 3 号乙”运载
火箭、
“嫦娥 4 号”实现世界首次的月球背面着陆、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
“鲲龙”AG600 水陆两栖大飞机、
“和谐号”动
车组、国产航母等画面。作文选题：科技的变化、大国崛
起、科技改变生活。
5.节目《我奋斗 我幸福》演绎了“新时代奋斗者”的形
象。作文选题：拼搏、目标、人生的价值、平凡的选择、成
功的方法。
6.小品《爱的代驾》，表现出新兴职业的出现，服务方
式可能出现不规范的地方，法律机制、责任机制亟待完善
的问题。作文选题：帮助、事物的两面、敬业者、坚持、永
不言弃。
7.小品《儿子来了》突出了“关爱老年人”的问题。如
何在关爱老年人的同时，教会他们防骗手段。作文选题：
关爱、擦亮你的眼睛、真相。

8.小品《占位子》讲述了为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几
位家长使出全力为孩子占 C 位的故事。作文选题：沉重的
爱、爱的方式、别样的教育、称职、误会。

投稿上游新闻
趁着寒假，同学们不妨先来练一练、写一写，参加上
游新闻作文活动。
投稿办法：
（1）手机下载上游
新闻 APP 客户端，点击主页下方
“活动”，滑动找到“作文”；
（2）将电
子版的作文稿复制，点击“上传作
文”提交。请注意填写，学校、班
级、
指导老师信息。
上游新闻点赞数靠前的人气
作文，就有机会刊登在周末重庆晨
报《写作文》上。
投稿说明：中小学生在上游新
闻投稿请在“作文”栏目右上角选
择“个人中心”填写“个人用户信
息”相关资料，然后按“中学”、
“小
学”
分类投稿。
重 庆 晨 报·上 游 新 闻 记 者
黄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