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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高考卷Ⅱ物理试题题目设计合
理，突出了学科特点，理论联系实际，加强了物
理与体育、科学技术、生产生活之间的联系，题
目难度也有较好的区分度。

试题首先突出了物理的基本概念。如选择
题16题求车在不同位置的动能，20题比较不同
点的电势，都是物理基本知识点体现。

其次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如14题用焊
机原理来理解电磁规律，17题在CT扫描技术
中学习电学规律，19题用特高压输电技术知识
引导学生思考怎样减少损耗。通过这些生活中
的情境，引导中学物理教学更加重视技术应用，
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

第三是加强实验能力。如22题考查实际
生活中误差的来源，23题考查学生设计电路的
能力，引导中学开好实验课，促进学生实验操作
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收集整理

重庆科技学院数理与大数据学院物
理系副主任程文德：

以生活实际
引导培养学生创新素养

今年高考全国卷Ⅱ英语试题的题目更
加灵活，对学生的篇章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
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试题以考查学生的
基础知识和运用能力为主，同时考查了学生
的文化背景知识和思辨能力。

一是题目“稳中有变”，要求学生具有较
强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完型填空选项里

的单词看似简单，但要求学生能准确理解基
础词汇，如46题的battled。

二是时代感强，重在引导价值取向和增
强家国情怀。阅读题从选材上来看，涵盖了
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话题，引导
学生关注世界，传递正能量。

三是要求学生能够运用语言进行辨析和

概括，强调思维品质的重要性。根据新课标，
英语理解能力不仅限于对语篇的理解能力，
还包括对语篇作出反应的能力。这一点在七
选五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四是贴近生活，创造“真实语境”。作文
部分出乎广大教师和考生意料，“千年李华”
（高考英语作文中的常见人物）从作文中消
失了，要求写一篇介绍自己周末到农场采摘
的短文，属于记叙文，体现了命题中“真实语
境”的要求。

本报记者 匡丽娜 王丽 收集整理

重庆外国语学校高三英语备课组长任莅蓉：

对篇章理解和逻辑思维提出更高要求

今年全国高考卷Ⅱ地理试题时代特色鲜
明，守正创新，稳变结合，以学科指导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是聚焦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考察相
关知识点。如选择题3至5题，通过打沟、翻耕
等农业生产环节，引导学生认识和思考农业、农
村问题，关注劳动过程，尊重劳动、热爱劳动。

二是以地理过程和地理联系为核心素
养的抓手，着力考查学生的核心能力。如 37
题，通过对出露的金矿石转变成金沙江中沙
金的地质作用过程的分析，引导中学地理教
学更加重视地理过程探究，从而培养学生的
地理核心素养。

三是突出基础性和创新性。通过深化地理
联系，引导学生思考地理过程中的物质循环与
能量流动。如6至8题和9至11题，突出对地域
分异规律和能量流动的认知深化。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收集整理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
教授王勇：

考察知识点
聚焦学生德智体美劳

今年高考全国卷Ⅱ生物试题着重考查考生
的生物学知识和能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关注
生物学科知识在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等方面的
应用。同时，凸显对考生思维品质和生物学科
核心素养等方面的考查。

试卷首先是体现立德树人的立场。6题考
查自然情境三角洲群落的演替顺序，引导考生
关注自然生态，培养考生批判性思维。

其次是发挥指导生物教学的功能。如3、4、
5、29、30、32题，结合教材实验和“染色体组”“渗透
作用”“基因表达（翻译）”“细胞器的分离及叶绿体
的功能”“基因的分离定律”等，考查考生综合运用
能力，以及运用比较、分析、归纳、演绎等思维方
法，对生命过程进行深度、全面思考的能力。

第三是凸显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如
1、2、31 题考查“结构与功能观”“物质与能量
观”“稳态与平衡观”等。

今后在教学中，应重视概念教学，提升概
念、原理的迁移应用及思辨能力。同时，明确教
材中的经典实验（科学史）及基础实验的原理、
操作步骤、实验现象等，重视生物实验设计能
力。 本报记者 匡丽娜 王丽 收集整理

巴蜀中学生物教研组长季鑫：

关注学科知识
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应用

今年全国高考卷Ⅱ历史试题以价值引领、
素养导向为立意，注重彰显历史学科在育人方
面的独特价值。将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
力和必备知识等考查内容贯穿为有机结合的整
体，注重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考查
的协调统一。

例如，24题以带有表演性质的“角抵”（一
种民间竞技活动）为情境，25题以敦煌莫高窟
壁画为情境，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
查。26题考查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问题，30题
考查了陕甘宁边区民主普选，都彰显了价值引
领功能。29题、30题、31题，是对“四史”（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考
查，体现了立德树人的要求。42题是一道开放
性试题，从欧盟的三大支柱中各选取一点展开
论述，要求符合逻辑、史实准确，体现了较强的
综合性和创新性。

建议学生加强对历史学科必备知识的掌
握，注重学科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的培养，特别
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方法，提
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报记者 匡丽娜 王丽 收集整理

重庆市历史学科带头人、巴蜀中
学历史教师周刘波：

运用学科思维
提升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今年高考全国卷Ⅱ政治试题以热点素材为
背景，通过高立意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学科
核心素养的考核。试卷涉及的热点素材包括精
准扶贫与脱贫攻坚、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民法典、中医药传承创新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等。

围绕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试题材料展现
了数百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以实际行动兑现
对人民承诺的奉献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
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展现了新时代青年

“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新形象。
围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试题材料强调党中央总揽全局、审时度势，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彰显了“中
国之治”的科学性和成效。

这些材料通过精准的设问，引导学生调用
课程知识，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深刻内涵，激发学
生的爱国情、报国行。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收集整理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教授代金平：

以热点素材
激发学生爱国情、报国行

今年全国高考卷Ⅱ化学试题全面落实“一
核四层四翼”高考评价体系，充分体现了价值引
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命题理
念。试题精心选取日常生活、生产环保、学术研
究、实验探究等情境素材，聚焦学科核心知识，
丰富信息呈现形式，突出关键能力考查，发挥化
学学科独特的育人功能。

试题首先是聚焦时代主题，融入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知识，展示化学价值。如全国Ⅱ卷26
题，以含氯消毒剂的合成、反应及性质为情境，
考查元素化学知识，普及公共卫生中的化学知
识，展现化学科学的社会功能。

其次是聚焦学科实践，考查关键能力，体现
学科素养，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如35题，以我
国科学家研发的超强耐久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为情境，考查核外电子结构、杂化轨道类型、微粒
间的作用力以及作用力对物质熔点的影响等。

第三是选择题和选做题稳中求新，重点考
查学生的综合素养。选择题在题型上进行了突
破和创新，增加了一道关于 Fe(CO)5催化机理
题，让人耳目一新。

在今后的高三化学复习备考中，应注重学
生化学基础知识的系统化，把知识立意转化为
能力和素养立意，加强学生自学能力和学科思
维、创新意识的培养和提升。

本报记者 匡丽娜 王丽 收集整理

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科技教研组长
兼高三化学备课组长李才猛：

要把知识立意
转化为能力素养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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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高考推迟了一个月举行。考试虽然延期，梦想不会迟到，学

子们那颗为梦想而拼搏奋斗的壮志雄心从未改变。相信经过这次特殊的考试，不光是学生，

老师和家长也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感悟。7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本报记者 匡丽娜 王丽

7月7日上午，渝高中学考点外，四
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高三班主
任刘晓莉与同学们一一拥抱，并对每个
人送上一句祝福语，希望能带给同学们
勇气与信心。

谈起自己的学生，刘晓莉充满自
豪。“虽然本届考生遇到的困难是以往考
生不曾有过的，但他们仍然以坚韧的毅
力披荆斩棘。”刘晓莉举例说，6月 22
日，班里一位女生突然身体不适，开始腹
泻并有发热迹象。按照学校管理规定，
刘晓莉把发热学生立刻送往医院。这位
女生做了CT和两次核酸检测，并在医
院住院输液三天。“身体稍有好转，她便
回校上课。虽然在医院住院输液对学习
进度有一定影响，但返校后她在较短时
间内把落下的功课全部赶上，并在模拟

考试中名列前茅，强大的学习意志力令
人感慨和佩服。”刘晓莉说。

“经过这场疫情的考验，学生们不仅
心理承受能力更强了，而且学会了互助
友爱、体谅他人。”刘晓莉回忆，送考期
间，她忙着给学生们发准考证，三位男同
学张宸、鲍高平、蒋雨桀就帮着她给同学
们测体温，“孩子们是真的长大了，懂得
体谅人、心疼人了！”

7月8日下午，随着英语考试结束铃
声响起，2020年高考落下帷幕。云阳高
级中学校高三班主任严安宁如释重负，眼
里泛起激动的泪花，感慨“太不容易了”。

这是严安宁第一次当高三班主任。
对他来说，今年的备考之路充满艰辛。
疫情发生后，摆在严安宁面前的第一个
困难，便是如何保障学生网课学习的效
率。起初，很多学生并未认真对待，甚至
有睡过头忘记上课的情况。严安宁一方

面电话联系家长共同监督，一方面给学
生们加油鼓劲。

“学生们很快就适应了网课。”严安
宁说，班里也有偏远山村因网络不畅而
无法正常上课的学生，老师们就把电子
版讲义发给这些学生，努力减小因网络
不畅给学生带来的影响。

从高考第一天开始，每场考试严安
宁都守在考场外。

“前几门还好，最后一门英语一开始
考试，我就特别激动。”严安宁说，和同学
们一起经历、一起成长，高考结束后大家
就要互相道别，他心中充满不舍。

“今年的高考对学生是一次大考，更
是对我执教生涯的一次大考。”严安宁说，
经历诸多挑战的学生们，无论高考成绩如
何，他们已是不平凡的后浪，相信他们在
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能够乘风破浪，“而我
很荣幸，能跟这群后浪一起勇往直前。”

老师说：
“很荣幸能跟这群后浪一起勇往直前”

77月月88日日，，重庆第四十九中学校考点重庆第四十九中学校考点，，考生们兴奋地跑出考场庆祝高考结束考生们兴奋地跑出考场庆祝高考结束。。 通讯员通讯员 王泸州王泸州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李星婷

“疫情发生后，对女儿的学习模
式改变很大，对她的影响也很大。”7
月8日，在市十八中门口，送考家长秦
卫东说，女儿秦珊是学美术的艺术考
生，一直在进行文化课和专业课补

习，但疫情发生后，5月份之前都是在
上网课。

在秦卫东看来，虽然网课效果不
如课堂现场学习，但女儿却因此更加
成熟了。“她每天起早贪黑地学习，很
努力，也很疲惫。”秦卫东看在眼里，疼
在心里，默默地和妻子做好后勤保障

工作。
“这场疫情对人类是一场灾难，疫情

下的高考对我们也是一次历练，促进了
我们成长。”在昨天的语文作文中，秦珊
这样写道：“这场疫情让我和同学们更关
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思考，我们都长大了！”

学生说：
“疫情下的高考对我们是一次历练”

□本报记者 李星婷

莫玲（化名）就读于杨家坪中学，父
亲是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的老师莫名立。

“孩子是 4月底到校复课的。”莫
名立回忆，学校的防控措施很到位，比
如教室、操场、食堂等消毒区域的划

分，各种防疫物资的保证，还有每天监
测学生的学习生活轨迹、检测学生的
体温等。这些措施让家长们对孩子的
安全比较放心，也缓解了学生们的紧
张情绪。

莫名立平时就经常对莫玲进行社情
教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莫名立也

常跟莫玲讲国际国内形势、疫情对全球
经济和就业等方面的影响。

“孩子比较成熟，也比较有爱心。”莫
名立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疫情初期，莫玲
就在网上进行了捐款，“相信这次疫情下
的高考会让孩子们更成熟，更关注人类
共同的命运。”

家长说：
“疫情让孩子更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

经历一场延期高考
收获一份特别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