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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评全市高三语文检测考试写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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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作文有两种形式：一是命题作
.

文，一是材料作文。已然成为当今高考写作主

容及含意作文。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
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流形式的任务驱动型作文，无疑也属材料作
文。与话题作文一样，任务驱动型作文是材料
作文的升级版。

针对“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这一
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励志标语，材料分别从网友

既然如此，任务驱动型作文就带有材料作

和师生的立场给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也就构成了

文的普遍性，同时，也必然具有不同于一般的

一个规定的写作任务。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

材料作文的特质。任务驱动型作文大都有一个

来驱动这一任务呢？

现实生活情境，我们必须对这一规定情境中的

一、内容驱动：激活生活经验

指令作出具体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任务驱

高考作文属应试作文，从本质上讲，必须符

动型作文是相对封闭的，也正因为如此，它能

合一定的游戏规则。按命题所指引的方向走，从

有效避免宿构和套作。我市本次高三检测考试

心所欲而不逾矩，是高考作文的基本要求。如果

的写作题，就是围绕一个与高中生活十分切近

审题严重脱轨，立意南辕北辙，即或有再精妙的

的话题展开的：

构思，再优美的语言，恐怕也至多只能被判为四
类卷吧。如何使自己的立意既符合内容的规定性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
少于 800 字的文章。（60 分）
“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这是
某学校 LED 大屏幕上打出的一句话。
这条高考励志标语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
论——

同时又具有自己的自得之见呢？一般来说，应走
好这三步：第一步，阅读材料，整合信息，提取
关键词，把握各家之言；第二步，找到自己的感
受、思考与材料的对接点，抽象出或者说建立起
自己的观点；第三步，验证自己的观点是否针对
材料的基本指向和写作的基本要求。在这一过程

“大实话！虽然高考有种种弊端，但相对
而言，这也是目前最公平的一种方式。”

中，应尽可能做到两点：一是调动积累，即充分
激活自己的素材库，唤醒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

“有高考，你就拼得过富二代？”

二是独辟蹊径，即努力达到古人所说的“人所易

“想出这句话的学校还是挺酷的。”

言，我寡言之；人所寡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该校师生对此也是议论纷纷——

的写作境界。

学生：
“这条标语让人印象深刻，能够激

二、对象驱动：直抵事物本质

励自己马上投入学习。如果高考成功，自己有

所谓“对象驱动”，即对材料中的某一种看

可能比富二代过得好，但如果不去高考，就财

法作出回答。“我”的观点是由他人的观点引出

富而言，自己肯定比不过富二代。”

的，是对他人观点的阐释或反拨。任务驱动型作

老师：
“高考作为草根阶层改变命运的一

文要求就事论事，所以，文章的高下优劣很难从

条途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付出百分

立论的新颖性上区分开来，那么，优秀之作和平

之百的努力。但也并不是说高考就是为了去拼

庸之作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呢？我们说，在作者认

过富二代，这仅仅是一种励志。
”

识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上，或者说，在看待事物

对于以上事情，你怎么看？请综合材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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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刻性上。能否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从而揭

递进是否有逻辑。就这个意义上讲，说理的完

常德市一中 詹长刚
本次考试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
纲》的基本要求，并切实体现了 2017 年考纲的变化，增
加了对中国文化的考查，删减了《几何证明选讲》的考
查。在遵循“要发挥数学作为基础学科的作用，既重视
——以本次高三检测考试为例
考查中学数学知识掌握程度，又注重考查学生后期继续
学习的潜能”的基础上，循序渐进，适度创新，文理科
试题均知识覆盖面较广，起点低，坡度缓，非常吻合高
三学生现有的学习水平，主要考查通性通法，但又注重
各种能力的考查，完全向全国 I 卷试题靠拢，具有非常
明确地指向性。
一、试卷整体分析
1.试卷结构分为 I 卷和 II 卷，I 卷为选择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有且只有一个正确选项，每小题 5 分，共
60 分；II 卷为填空题和解答题，共 10 个小题，满分共
90 分，其中第 22 题、23 题为选做题，考生需二选一。
2.理科试题难度系数为 0.57，区分度为 0.53，信度
为 0.85；文科试题难度系数为 0.47，区分度为 0.5，信
度为 0.85，许多试题均为原创，有突出的亮点和独特的
风格，对计算能力的培养和思维能力的提升有很好的指
导性，对今后的教学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各小题难度系
数如下表：
理科：
题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整性、周密性至关重要。有人说，在“引—议

难度 0.97 0.77 0.95 0.87 0.86 0.6 0.7 0.65 0.62 0.53 0.63 0.42

—联—结”的基本框架下，平平之作的一般结

题号 13

示事物的内在关系，能否让自己的立论具有开
启智慧的作用和振聋发聩的力量，是鉴别好作
文和差作文的基本尺度。以上面的材料为例，
针对网友的议论，我们可以就高考的制度设计
或人生的价值坐标阐发自己的困惑；针对学生
的意见，我们可以就高考的积极导向和教育的
终极追求提出自己的质疑；针对老师的看法，
我们可以就生命意义和励志方式来发表自己的
见解。总之，我们应该做的，不应该只是简单
的摆事实讲道理，还应该有对事实的理性解剖，
对道理的深度追问。
三、思维驱动：注重辩证说理
任务驱动型作文有选择式、是非式、评论
式、诠释式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论是何种
形式，都应让自己的行文闪耀着思辨的光芒。
当然，所谓思想深度，并非高不可攀，更不是
要求你一定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主
要是看你的论述是否有层次，层次是否能递进，

构往往是“观点+事理”
，好的作文的结构往往
是“观点+事理+补充”，这是耐人寻味的。所谓
“补充”
，即考虑到事物的多样性和观念的多元
性，对自己的结论作些必要的限制或延展，防
止议论的绝对化甚至极端化，保证交流的文明
与开放。“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里”、
“往往”、
“当然”
、“不过”
、“有时”、
“一般而
言”等等都是避免陷入偏激的常用语汇。
（常德市教科院 梁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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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难度 0.83 0.49 0.48 0.06 0.63 0.63 0.59 0.31 0.2 0.46 0.64

文科：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难度 0.89 0.72 0.73 0.78 0.76 0.79 0.62 0.85 0.58 0.58 0.49 0.23
题号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难度 0.73 0.8 0.33 0.06 0.42 0.43 0.27 0.22 0.13 0.33 0.39

3.试题的主要特点：
（1）重视基础知识，强化知识体系。初等数学的基
础知识，是考生进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的基础，也是参
加社会实践的必备的知识，考查考生基础知识的掌握程
度，是数学高考的重要目标之一。考查既要注意全面，
更注意突出重点，对支撑数学科知识体系的主干知识，
保证较高的比例并保持必要的深度。试卷从考生熟悉的
基础知识入手，全面考查中学数学的相关知识，同时突
出了对函数、三角、不等式、数列、统计与概率、立体
几何、解析几何等主干知识的考查。试卷中每种题型的
起点题都属于基础题，基础题占了较大的比例。选择题、
填空题层次分明，难易适中；解答题入口较宽，注重通
性通法的考查。杜绝了偏题、怪题，给中学数学教学以
“立足基础，关注能力，突出主干知识”的复习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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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题同样难度较大，第 16 题可以转化为函数问题，
（2）文理密切相关，为改革打基础。近几年全国 I 卷
不等式问题，但同样可以直接猜出正确答案。整体
数学试题文理科均有几个完全相同的试题或者试题背景完
来看，文理科试题结构很科学，能很好的反应高三
全相同的题，所以此两套试卷同样有理 4 和文 6、理 8 和文
一轮复习后的状况，对今后的教学有非常大的指导
7、理 9 和文 11、理 13 和文 4，还有选做题 22 和 23 题完全
意义。
相同。但由于文、理科考生的学习内容和要求有所区别，再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加上其它因素的影响，文、理科考生在数学上虽有一定的共
1.文理科基础知识掌握的不理想。如理科 18 题
同基础，但就整体而言，学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试题
中超几何分布和二项分布概念不清。
所涉及数学内容的区别，对同一内容考查深浅度的不同，以
2.计算能力不强。如理科第 17 题失分大部分在
及容易题、中等题、难题分值比例的差异等。所以此两套试
卷有部分试题背景相同但考查深度明显不同，如理 10 文 5、 计算上，18 题 k 2 计算失误，19 题法向量很多学生
理 12 和文 12、理 18 和文 18。
算错，理科第 20 题第（2）问计算化简得分不高，
（3）把握数学灵魂，注重思想方法。问题是数学的心
文科第 18 题同样计算失误很多，文科第 20 题第（2）
脏，方法是数学的行为，思想是数学的灵魂。无论是数学概
问计算化简出错非常多，还有选做题 22 题，都是计
念的建立，数学规律的发现，还是数学问题的解决，乃至整
算错误；
个“数学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数学思想方法的指导。如高三毕业会考数学情况分析
3.常规非智力问题失分严重。
如文理科 21 题很
.
理科 11,12,15,20,21，文科 9,10,12,15,16,20,21 都考查了
多学生忽视函数定义域导致第一问都得分不高，且
谈古诗词表达技巧的考查及其应对策略
数形结合思想，理科 21 题和文科 21 题都考查了分类讨论思
严重影响后面的解答，文科 17 题数列的定义不够重
想，大多数试题的解决都用到了转化与化归思想。通过这些
视，不严谨，文科第 19 题得分不高，常规定理不熟
试题的考查，引导中学数学教学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合理地
悉，不会证明；
揭示其中隐含的数学思想方法，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
4.分类讨论能力较差，转化综合能力不足。如
同步地形成相应的数学思想方法，并自觉地利用这些数学思
理科第 21 题第（2）问，不会讨论，或者讨论不彻
想方法指导自身的解题实践。
底，不严谨，文科第 21 题第（2）问，不能将题目
（4）强化能力立意，注重能力考查。数学是一门思维
条件转化为一个不等式问题，并且零分较多；
的科学，数学活动是一项思维运动，数学科的考试，作为一
5.答题不规范，步骤不清晰导致失分。
项限时解答数学问题的专门活动，是个体的思维能力作用于
三、高考复习策略
数学活动的心理过程，同样表现为思维的过程。以能力立意
1．研究考纲、说明，分析高考试题，明确考试
.
命题，是数学的学科特点和考试目标所决定的。此次的试题， 要求
除了通过不同的数学知识载体，全面考查思维能力，运算能
研究《考试说明》，研究历年高考真题，明确
力和空间想象能力之外，从中国古文化及现实生活中去研究
高考试题的命题要求、范围及其规律，对整个高考
问题，从综合的角度来考查考生的探索能力。如理科第 9 题
复习是十分重要的。对《考试说明》作全面细致的
和文科第 11 题通过中国文化背景来考查等差数列的求和，
研究，严格按照《考试说明》的要求，弄清重、难、
题目本身难度不高，但需要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分析转
热点问题，大胆取舍复习资料，对偏、难、怪题，
化能力，提炼建模成我们非常熟悉的数学模型，同时需要扎
坚决放弃，决不犹豫，减少复习的盲目性，不做无
实的计算功底，耐心细致的计算，从最终结果来看，理科本
用功。力求做到以下几点：（1）明确考查的知识点；
题得分平均 3.1 分，文科平均得分 2.47 分，属于中档题，
（2）明确那些知识是降低要求或不作要求的；（3）
并且有助于激发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增强民族情怀和爱
明确哪些知识是重点要求的；（4）明确数学能力的
国热情，是一道不错的试题。对于文理科 18 题，同样以实
考查要求。（5）注意新增，删减内容的变化。
际背景出现，考查概率统计，独立性检验相关知识，能很好
2．重双基，抓落实，复习知识的同时注意培养
的考查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数据整合能力，并且趣味性的
能力
实际背景更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完全吻合了新课改的要
高考试题可以千变万化，但基础知识和基本方
求，从最终结果来看，理科平均得分 7.6 分，文科平均得分
法不变，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上
5.16 分，说明学生对于这些能力的掌握还是不错的。
策。要立足于引导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
（5）科学规划试题，紧密联系教学。此次检测试题，
握。省质检后的复习，不应是对旧知识进行简单的
旨在检测高三第一学期的基础知识的复习效果，发现问题，
再现，要让学生形成自己良好的知识结构体系和顺
同时为第二学期的复习指明方向，所以知识点面要广，试题
畅合理的知识结构网络，构建良好的数学认知结构。
难度不能太高，让学生能得分但不容易得满分。像理科第 12
在复习中应把教学重点放在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与应
题有一定难度，但又可以通过数形结合猜到正确答案，第 16
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避免
题区间的开闭也能充分的考查学生的能力，第 21 题第（2）
陷入“题海战术”的误区。
问要严格的求出范围，必须大胆的用极限思想说明。文科第
强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的练习，很重要的一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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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途径就是加强选择题、填空题训练。在后阶段的
复习策略应是强调双基 , 提高能力 , 以中低档题
为突破口 , 全面复习 , 使学生的能力在原有基础
上有较大提高。
3．剖析重点章节，抓好专题复习，重视联系转
化
高考六个大题考查的内容文理有变化，结合《考
试说明》，通过分析历年高考真题，我们不难发现：
主干内容——函数与导数、数列、不等式、三角、
立体几何、解析几何、概率等七大板块内容都是每
年高考的必考点。要注意突出这些重点内容的复习，
对这些板块要有计划地组织进行专题复习与训练，
不但要熟悉这些知识点，更要研究这些板块的常考
点，注重学科的内在联系和知识的综合。以典型例
题为载体，以数学思想方法的灵活运用为线索，指
导学生寻求解题策略，切实提高学生独立解答综合
性数学题的能力。
专题复习应着眼于知识的重组、联系与转化，
不应再注重知识结构的先后次序，应该以解决问题
为目的，将知识进行必要的拆分、加工和重组。
4．做好试卷讲评，提高复习实效
质量检查后必然要做一些模拟练习, 要明确练
习的目的，通过练习发现学生的知识缺漏和方法欠
缺，并有目的地进行补缺补漏。同时，每次练习后
应让学生适当地反思回味，体会这些内容反映的数
学思想方法。评讲时，要突出通性、通法，淡化特
殊技巧。
5．注意培训学生的应试技巧、应试心理
高考实际上是一种综合能力的考查，除了必备
的知识、技能之外，考试技巧、应试心理也是十分
重要的。
考试技巧包括对各种题型的处理方法，合理地
简化解题过程的方法，试卷的书写表达，中档题目
如何不失分，难题如何多得分等。应着力于帮助学
生突破“会而不对，对而不全”问题。 “会而不对”
是指对一道题目不是束手无策，而是思路正确，但
由于考虑不周、推理不严、书写不准等，最后答案
是错的。“ 对而不全”是思路大体正确，最终结论
也出来了，但由于丢三落四、缺欠重大步骤、中间
某一步逻辑点过不去、遗漏某一极端情况、讨论不
够完备、存在潜在假设、以偏概全等，这些问题应
该认真重视，并综合治理加以解决。
正常的考试心理是以平常的心态参加考试。要
帮助学生调适考试心理，克服考试的烦躁、畏难心
理，当被某道难题卡住后，会适时调整解题次序，
克服这些困难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影响，以健康的心
理完成考试。
常德教育科研网

http://www.cdjks.com/

高三教学工作简报

2017 第 1 期（总第 36 期）

数学二轮复习的对策
一、二轮复习的目的
如果说第一轮复习的目的在于强调全面，
那么第二轮主要在于突出重点。第一轮以纵向
为主、顺序复习，第二轮以横向为主、深化提
高。二轮复习承上启下,是强化主干内容,把握知
识的内在联系,提升实战能力的关键时期。具体
来说就是三个目标：
1.知识方面：从全面基础复习转入重点复
习，提炼和掌握重点、难点，通过知识的横向
综合，提高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融合，对重要内
容的再深化，完成数学知识螺旋上升的最高层；
2.方法方面：将第一轮复习过的基础知识运
用于实战考题，深刻体会通性通法，并培养熟
练准确的运用基本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能力方面：通过专题、专项训练，总结提
炼并建构起数学思想方法系统，使解题策略和
方法明确化、程序化，提升学生解综合题的能
力。
但从考试的角度看二轮复习目的就是提高
学生的分数。影响学生高考数学分数的函数 ：
考试分数（F）=数学实力（S）+临场考试的运
气（Y）。其中数学实力（S）=老师引导（T）+
生努力及智商（H）
，数学实力 取决于学生与老
师双方努力，更重要的是学生。考场运气函数
（Y）=格式规范（G）+卷面整洁（Z）+考场心
态（X）。
因此，要提高学生高考数学分数。落实在
每一天的目的是提升学生数学实力，积累考场
运气成分。
二、立体几何复习对策
立体几何考查的知识点：三视图，柱锥球
的表面积和体积；直线和直线，直线和平面，
平面和平面的位置关系，空间向量。考查的重
点：几何元素间的位置关系，度量关系和运用
空间向量解决几何问题是考察。
复习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1.立足教材的知
识与方法。2 .强化平行，垂直位置关系(特别是
垂直)判断与证明。3.合理建立坐标系。4.注意
三视图与球和多面体结合题型。5.加强计算能力
训练,力争做到计算准确迅速。6.规范书写。
三、函数和导数复习对策
函数考查的重点：利用导数方法研究函数
的单调性，极值与最值以及方程和不等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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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方式：侧重于理解和应用,试题有一定的综合
性，并与数学思想方法紧密结合，对函数方程思
想，数形结合思想，分类讨论思想等都进行深入
的考查，体现能力立意,文理科试题难度差别比
较大，充分考虑了现阶段文理科学生的数学实
际,主要标志是思维的深度有较在区别。
复习时应注意:1.夯实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2. 运用交汇点意识 ,形成解题套路,依循套路,摸
索前进。3.深入研究试题 提升对试题的理解。4
解题时要把握试题变化, 注重直观启发 , 大胆
假设,注重变化问题,转换视角。
四、解析几何备考建议
1.学习过程中注意对内容的把握，过犹不
及．本部分内容理科对于椭圆、抛物线的定义、
标准方程及简单性质的考查，仍保持较高要求，
增加了“理解数形结合的思想”
，在复习时要给
出足够的重视．文科对椭圆的要求是掌握，对双
曲线和抛物线是了解．关于圆锥曲线的第二定义
相关问题尽量少讲，甚至不讲！
2.注重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在进
行“通性通法”的学习过程中，适当加强对式子
的组合变形与分解变形的学习，进而增强的运算
求解能力，同时，也包括在实施运算过程中遇到
障碍而调整运算的能力．不是简单的算错了或算
不出来，讲究算理！二级结论慎用。
3.要过“运算”关。解析几何这道解答题，
解题思路并不难找，难在合理选择和优化运算
上，很多学生是能够想到但是就是算不对．运算
能力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得亲自动手，下功夫
去练．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树立战胜困
难的信心，体现锲而不舍的精神，这也是考试大
纲中对个性品质的要求．但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
候还是可以寻求合理的运算方案，以及简化运算
的途径与方法，这也是良好的思维品质的体
现．课堂上要舍得花时间，展示、板演、点评步
棸得分。简化运算的途径及思路①利用圆锥曲线
的定义简化运算；②利用平面图形的几何性质简
化运算；③利用向量的几何意义简化运算；④利
用直线或曲线方程的设法简化运算巧设未知量，
设点还是设直线，直线又怎么设？
x  ty  m, y  kx  m, y  y0  k ( x  x0 ) ；⑤利
用互余角、互补角转化为斜率，简化运算。
4．可以组织专题进行复习，如轨迹不同方
法、焦点三角形问题、离心率问题、变量范围问
题、最值问题、定点定值等问题，通过专项训练，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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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此类问题知道如何处理，有抓手．特别重视
几何图形与代数关系的对应，函数方程思想、数
形结合思想以及坐标法的学习．
五、统计与概率备考建议
1．重视学生基本活动经验，引导学生在平时
的学习和复习中要关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
数学问题，关心身边的数学问题。
2．概率的核心是随机事件的分析；统计的核
心是数据分析。要重视概率统计的基础知识与技
能的复习，在六个事件概念理解上下功夫：（1）
随机事件的概率，等可能性事件的概率；
（2）互斥事件有一个发生的概率；
（3）相互
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
（4）n 次独立重复试验
中恰好发生 k 次的概率；
（5）n 次独立重复试验
中在第 k 次才首次发生的概率；
（6）对立事件的
概率。
3．重视典型问题的分析，加强对概率与统计
中容易混淆问题的训练,，阅读审题能力、数据处
理能力的培养。
5.弱化计数问题，重视统计思想，特征量的意
义及生活决策性的判断等。
6．文理背景相近，有相同趋势。
六、三角函数二轮复习应选择的几个切入点
1.三角与对称：
（1）三角函数的对称性；
（2）
根据三角函数的对称性求参数。
2.三角与图象 ：
（1）借助三角函数图象研究
问题；（2）三角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意义。
3.三角与代换：
（1）三角恒等变换中的整体代
换；(2)周期性的简单运用；(3) 利用代数换元法化
为二次函数的最值问题。
4.三角与应用：
（1）四边形与正、余弦定理的
应用；（2）将角的正弦比转化为边长问题；（3）
基本不等式与余弦定理；
七、数列二轮复习应选择的几个切入点
1.数列与函数：
（1）数列是函数；
（2）数列的
单调性问题；（3）数列中是否存在三项成等差、
等比数列；
2.数列与递推：
（1）数列中的公共项问题；
（2）
代入法构造等比数列；
3.奇偶与分类：（1）奇偶分析法求通项；
（2）
奇偶分析法求和。
（本文为华中师大附中柯志清老师、河北石家庄
二中杨帆老师、长沙周南中学夏远景老师在 2017
年 2 月 19 日省教育学会的发言摘要，由市教科院
张国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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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检测考试英语试卷分析与备考建议
市教科院 周文新 桃源三中 刘志杰

一、试卷特点
本次考试命题的范围、题型以及分值分布和
高考全国卷相同，基本体现了高考的命题思路：
突出语篇、强调应用、注重交际。分析试卷可以
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试题难度适中，难度梯次分布合理
全市平均分为 87.17，难度为 0.58，较好的
体现了模拟高考的考试功能，试卷上没有出现偏
题和怪题，难、中、易题比例适当，分别为 20%。
50%和 30%，能真实地反映出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也有利于稳定和促进高三教学的开展。
（二）语篇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内涵丰富
各部分语言材料语境真实，语言地道，素材
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有很强的时代感，
注重品位，融知识性、可读性、教育性和趣味性
于一体，体现出丰富内涵。
（三）注重考查能力，体现新课改精神
试卷轻单纯的知识记忆、重具体语言情境中
的理解和应用，体现了语言学习“学以致用”的
外语学习观，充分体现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
（四）注重阅读理解能力的考查
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知识运用都是在语篇层
次考查的，全卷有 8 个阅读语篇，其中阅读理解
部分 5 个，语言知识运用部分 2 个，写作部分 1
个。阅读部分的阅读量为 1982 词，与近两年全国
卷阅读量基本相当。
二、考点分析
（一）听力
本试卷听力部分的话题包括交通设施、出行
常德市高三毕业会考英语试卷分析
.
购票、假日计划、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培训等。
听力部分有 10 段听力材料，分为两节，第一节为
5 段短对话，第二节为 4 段长对话和一篇独白。话
题覆盖面广，对话内容逻辑清楚、语言流畅。所
考查的听力微技能包括：理解主旨和要义、获取
事实性具体信息，依据所听内容作出简单推断，
理解说话人观点和态度等。围绕听力材料，从多
方 面 、 多角 度进 行 设问 ， 分别 采用 了 what 、
when∕what time、where、who、why、how∕how far 等
疑问词引出的问句提问。具体考点如下：
材料

题号

形式

内容

Text 1

1

1 个半回合对话

购单程车票

Text 2

2

1 个半回合对话

圣诞节安排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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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项
目
交通
推测日
常活动

Text 3

3

1 个半回合对话

感冒症状

Text 4

4

2 回合对话

问询时间

Text 5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Text 6
Text 7
Text 8

Text 9

2 回合对话

借车用

3 个半回合
对话

征询意见

3 个回合对话

居家生活

4 个回合对话

朋友约会

6 个回合对话

培训学习

独白

伦敦地铁

17
Text
10

18
19
20

Who
How
soon
What
Where
What
Which
What
Why
What
What
What
What
What
What
How
many
How
Which
What

评价、喜好
介绍物品
问路及应答
介绍个人信
息
文体活动
工作与学习

日常活动

工作与学习

（二）阅读理解
本部分分为两节，第一节包括 4 篇阅读材
料，题材涉及有关气候变暖的应用文、幕后音
乐人的记叙文、跑步运动的说明文和延年益寿
话题的科普文章。具体考点如下：
题号

21

22

23

内容

细节

推理

主旨

题号

29

内容

细节

30
猜测
词义

25
猜测
词义
33

26
猜测
词义
34

细节

31

24
猜测
词义
32

27

细节

主旨

归纳

细节

归纳

28
态度
意图

35

第二节为一篇介绍大脑需要锻炼的说明
文。具体考点如下：
题号

36

37

38

39

40

内容

转合句

承接句

承接句

起始句

起始句

本节难度适中，行文延续了高考全国卷一
常德市高三毕业会考英语试卷评
贯总—分式的结构。遵循起承转合答题规律：
其中“起”2 题，为 39、40 题；
“承”2 题，
为 37、38 题；
“转”1 题，为 36 题。根据起承
转合和找共性原则，能够较为容易解答此题。
因为本节为新题型，教师教学和学生答题
过程中都还存在一些困惑，因此这里详细分析
一下：
.
36. 【答案】B. Well, don’t or you’ll feel
guilty later!
【解析】助动词“don’t”转折上文。 上一句
说“Are you considering taking a sneaky（暗中
的）glance at someone else’s paper or peek into
（偷看）your book to boost（增加）your mark？”
选项 B 与这句形成转折并用“feel gui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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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下文中的“won’t feel proud”逻辑关系。
37. 【答案】F. Therefore, you will rely a lot on
cheating and will barely study.
【解析】该题设臵在段尾，是顺承句，“will rely
a lot on”照应前一句的“will consequently cheat on the
next time”。
38. 【答案】 C. It helps you learn from your
mistakes.
【解析】该题设臵在段尾，是顺承句，本段由两
个因果关系的平行结构句组成。根据篇章结构和本段
主题词“Revise your notes”排除最大干扰项 E。
39.【答案】A. Ask for help if you are not prepared.
【解析】该题设臵在段首，是起始句。此题属于
容易题，找出关键词“help you out”，答案就出来了。
40.【答案】D. Remind yourself it’s okay to get bad
grades.
【解析】考察总起本段。空格位于段首，极有可
能是祈使句。并且下文属于对本句的解释。
（三）英语知识运用
本部分包括完形填空和语法填空两节，在语篇中
考查英语语言知识的综合运用。
第一节完形填空，
短文大约 300 词，要求考生从
]
每题所给的 4 个选项中选出最佳选项，使补足之后的
短文语言通顺、前后连贯、结构完整。该题考查考生
是否能在掌握、理解文章主旨大意和句、段间内在联
系的基础上，准确判断和选择符合上下文语义和用法
的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或其他词。
本试卷短文选材是一篇夹叙夹议记叙文，描述了
在圣诞节之夜，一位马车司机对一个拖儿带女且生活
拮据的年轻母亲伸出援助之手，送其回家并帮助找到
工作的感人故事。情节简单，语言质朴，感情真切。
常德市高三数学复习研讨会纪要
具体考点如下：
题号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内容

动词

形容词

动词

介词
短语

名词

名词

连词

短语
动词

名词

副词

题号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内容

形容词

副词

短语
动词

代词

名词

名词

名词

动词

名词

连词

第二节 语法填空，短文大约 200 词，要求考生
根据自己的语言知识、生活常识及篇章语义之间的逻
辑关系填入适当的单词，或根据英语单词的派生或曲
折变化规则填入所给单词的正确形式，使填充后的短
文结构完整，意义连贯，语法和词法形式正确。本题
要求考生在正确理解文章主旨大意的基础上，特别关
注文章微观语境中词语、句子与整个篇章结构之间的
联系，以考查考生对英语词法、句法和语篇的掌握情
况和实际应用能力，重点考查考生对词汇、语法规则
和构词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在特定语境中的语言应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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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
本试卷选材为一篇有关生态旅游的短文。在
文中，作者简要介绍了生态旅游的特点，优点以
及生态旅游的发展情况。告诉我们要理性旅游，
保护环境。具体考点如下：
题号

61

62

63

64

65

内容

介词

连词／to

引导词

形容词

动词

题号

66

67

68

69

70

内容

名词

冠词

非谓语

代词

非谓语

（四）写作
本部分分为短文改错和书面表达两节，重点
考查语言笔头输出能力。
第一节短文改错考查考生在语篇中综合运
用英语的准确性。考点涵盖知识的领会、运用、
分析、综合等诸多方面，考查目标既涉及语言知
识的多个方面（词法、句法、语篇结构、行文逻
辑等），又涵盖理解、分析、运用和整体思维等
诸方面能力。
本试卷短文内容浅显易懂，介绍暑假里的体
育活动，113 词，两种主体时态，介绍体育爱好
用一般现在时，举例说明去年暑假的具体活动时
用一般过去时。错词、多词、缺词比例为 8：1：
1。具体考点如下：
1. Λsummer to

介词

2. watch→watched

时态（一般过去时）

3. that→which

介词

4. fan→fans

名词单复数

5. real→really

形容词、副词

6. and

并列连词

7.disappointing→disappointed

非谓语

常德高三毕业会考理综（化学）试题分析
8. Play→Playing
动名词
9. they→we

代词

10. a→the

不定冠词词

第二节书面表达主要考查学生对语言的综
合运用能力。根据近几年全国卷书面表达的命题
趋势，本套试题的书面表达也是以李华为第一人
称口吻的书信体文章，难度系数不大，学生都有
话可写。命题形式为文字提示，写作内容为李华
给经常练琴到很晚的邻居 Tom 写建议信。写作要
点为 1、表达不满；2、给出建议。
三、备考建议
针对本次考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结合本阶
段教学特点，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学习研究《课程标准》、
《考试大纲》
和《考试说明》，把握复习的广度和深度
《课程标准》是新课程实施和改革的纲领性
文件，是编制教材的依据，是教师教学的依据，
也是《考试大纲》编写的依据。无论教材有多少
个版本，其选择的材料各不相同，但都是依据《课
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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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标准》的要求来编写的。
《考试说明》是对《课
程标准》和《考试大纲》的解读，对考试范围、
考试内容进行进一步说明和诠释。
认真学习这几个文件，有助于把握复习的深
度和广度，少走弯路，提高复习效益。复习时要
改变唯“教材”至上，教“教材”的做法，要合
理整合教材，大胆取舍，以“教材”为载体实现
“课标”规定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目标的突破。
《考试说明》中“题型示例”是高考命题的样本，
应认真研究其思路、特点、变化，把握命题方向，
指导复习。
（二）加强高考命题研究，科学把握考试的
正确导向，提升学生学科素养
历年高考试题，尤其是近三年的高考试题对
中学教学有着“导向”作用，通过高考命题研究，
窥视其中奥秘，可以科学地把握考试的正确导
向。同时，根据课程和高考不断发展的要求，在
实际教学工作中有意识、有目的地提高学生学考
素养，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为此，要做好以
下工作”
：1、认真分析和研读上一年度的高考试
题评价报告及高考试题分析。这个报告和分析从
考查情况、总体评价、试卷特点，对今后命题的
建议，试卷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分析
说明。2、分析研究近年来高考命题的特点及走
向。这是研究高考、组织复习的前提，是教学中
有目的、有意识培养和提高学生学科素养的关
键，只有深入、细致地了解过去，才能科学地把
握关键。抓住方向，才能选准内容，突出重点，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为此，可利用图表对近年来
高考试题从考查题型、内容（知识点、考点）、
能力要求，赋分值等方面作出统计、分析，从中
总结出规律和特征，剖析考生失误的原因，以便
考虑在今后的教学或备考复习中选择恰当、
有针
对性的教学方式方法和复习方案。
（三）加强词汇积累和语法学习指导
扎实的语法知识和丰富的词汇永远是学好
英语的重要基础。
基本语法概念和基础词汇是高
考考查重点，在一轮复习备考过程中，要重视英
语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
而不是盲目追求
难题、偏题和怪题。不能过度地纠缠考试技巧，
而是要稳扎稳打，夯实基础。在教学中要加强对
学生词汇学习的督促，加强词汇记忆方法的指
导，切实解决单词记不住、语法知识不系统的问
题，帮助学生牢固掌握《考试说明》所要求的单
词和语法项目。只有有了扎实的语法基础知识和
一定的词汇量，才能为阅读和写作做好铺垫。
（四）加强有效教学策略的研究
1、针对学生实际，准确把握合适的教学难
度和课堂容量。对生源基础较差的，要降低教学
常德教育科研网

.

要求，立足基础。老师讲得太难或讲得太多，学
生没有掌握等于白讲，不但浪费时间，还会加重
学生身心负担，甚至对学生原已掌握的内容造成
很大干扰。抓“力所能及”
，信心会不断上升；放
“力所不能及”，避免不必要的心理打击。这就是
我们平时强调的“坚持低重心运行的教学策略”。
对于尖子生，要强化阅读，扩大知识面，重视语
言文化背景知识的积累，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2、合理把握复习节奏和进度。重点内容重点
讲，主干内容多滚动，完成一个单元或专题后要
停下来让学生归纳整理。要严格控制考试频度，
避免考试对正常复习进度和师生迎考心态的影
响。
3、要敢于跳出题海，做到“精讲、精炼、精
评”。“熟能生巧”是指技能而言，高考考查的重
点是能力，是以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意识
为核心的较高层次的能力，思维是不能复制的。
复习过程中要以“学生的学”为主导，精讲、精
炼、精评，努力做到“做对一道题掌握一个方法
技巧，做错一道题汲取一个教训”，努力做到一题
不二错。要讲究知识学习的系统性和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以能力培养核心目标。
4、一定要抓住中低档试题，即使是优秀学生
也是如此。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其中大约有 20%
的题目是有难度的甚至是高难度的，目的是为了
显示出区分度，只有优秀的考生才会答出来，因
此难题得分少比较正常。但“容易题丢分多”就
不正常了。别只抓不会做的难题目，要敢于放弃。
重点放在中低档题上，尽量保证这些题目不失分。
总之，教师要研究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以及
高考命题，复习要抓“纲”握“本”，一轮复习重
基础，二轮复习重能力提升，三轮复习重综合运
用和应试技巧，注意知识复习的系统性，不断改
进课堂教学方法，始终以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读写
译五项技能为目标，科学高效地进行复习，只有
这样，学生才会获得长足的进步，高考才能考出
理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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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高考语文大纲解析与精准复习策略研讨会”
（长沙）会议纪要
高三检测考试英语试卷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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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立增：高考古诗文阅读考情分析、高考语
文新题型预测及二轮备考策略
尤老师就 2017 年高考考纲关于
“古诗文阅读”
的变化（结合近两年的高考）做了细致的分析与
解读。他认为文言文考查在题量与赋分上相当稳
定，当会基本保持不变，他还否定了网上传的“可
能回归实词考查”的可能；在诗歌鉴赏方面，题
型变化了，考点没有变，选择题的加入，会更突
出对诗歌的精微理解。
在古诗文备考上，尤老师提倡“素读”
“裸读”
。
文言文和诗歌都精选 20 篇左右的阅读文本并兼顾
各种题材类型，让学生读懂并明确高考会考什么，
怎么考。要特别重视高考真题的反复研读，每道
题学生最好做上 5 遍。要研究命题意图，强化审
题意识，规范答题语言。在选材上，文言传记要
精选 600 字左右的浅易的正史选段，人物要是清
官廉吏、忠臣良将，不回避小瑕疵，总体上要符
合“主旋律”；诗歌要关注非名家名作与名家非名
作，强化课内外的联系。
在新题型预测上，尤老师做了细致的推测，
把自己假设成命题人，推测命题的形式与赋分。
着重分析了论述类文章“分析文本的论点、论据
和论证方法”和实用类和文学类文章“理解文中
重要词语的含义”
“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两
个新增考点。
尤老师结合近两年高考真题，分析论述类文
章阅读题中的设题规律，提出做好该题原本就需
要“分析文本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在比对
词语和句子关系中就要先明了文中的论点、论据
和论证方法。考纲上明确写出来，是回归阅读论
述类文章的本质，让大家明白该题不是要你陷入
“文字游戏”式地去揣摩个别字词。
而实用类和文学类文章增加“理解文中重要
词语的含义；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这意味
着考查能力范围扩大。要理解词语在文中的语境
义、指代义、修辞义，理解文中的关键句、含蓄
句、哲理句、言外句等。
在其他新题型上，尤老师分析了新考纲题型
示例并比对改动前的原题，推测新题型可能的命
题方式及赋分。他认为二轮复习时对新增考点进
行专项复习提升，不失为“短平快”的好做法。
马兰：现代文阅读备考建议
马老师讲座的主题是《在无为处“有为”
——2017 现代文阅读备考刍议》，结合自己训练学
生备考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现代文阅读答题中存
在的常见问题及答题心理。
她对论述类答题中的问题做了详尽的分
析，并配有学生答题的图片。她提出论文类文本
解题步骤：规范解题—循序渐进—不断反思—纠
正劣习。强调初读文本，化文为纲，为答题做好
常德教育科研网 http://www.cdjks.com/

准备；然后对读选项，找出差别，逐一落实重点
词语在内容、程度、逻辑上有无本质变化；钻研
选项与原文的多种对应关系，熟悉选项进行信息
加工的方式，强化论述类文章“精读”意识。
在传记、新闻阅读中重点讨论了如何整合、
归纳、概括筛选出来的信息。对圈定信息进行必
要的技术处理：该分解的要分解、该合并的要合
并、该概括的要概括，语句不完整的要添加完整，
前后没有条理的要使之条理化，有些从文本中提
取出来的词句表意不明确的，要使之明确化。在
实用类文章阅读中要特别强化对信息进行整合加
工的意识。
在小说（散文）阅读方面，强调细读文本，
明了主题和感情倾向，关注细节的表达作用。然
后细化答题思路，记全角度，据实取舍，避免套
话。
王良：训练写作核心能力——精准分析，理
性讨论
王老师从考前 100 天作文教学设想开始，抓
住学生坐在考场上担心的问题（写偏了，思路打
不开，空泛肤浅片面，想不到材料或者材料陈旧，
标题、开头、结尾无理、无力、无趣）
，寻求破解
之道。他认为学生的写作问题就是精确分析、理
性讨论的能力不强。
他提倡“题题作文，天天作文”
，盘点考题与
“我”的关系，在思考与自己、他人、社会、自
然的关系中，发现“我”，确立“我”
。主张真诚、
独立、自由的思考，与理性的思维方式、普世的
价值观整合，去超越自身的束缚，寻求兼顾自身
而又有利于共同体发展的立场、策略、方法。
“题
题作文”即是人生何处不思考，何处无文章。
而“作文审题实质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然后就“审题的基本操作办法”
“审题与层次展开”
“审题与材料运用”
“任务驱动型作文的审题与写
作”做了深入探讨。以“天天作文”训练学生的
精准分析能力和理性探讨的思维品质。
马智君：总结点评
马老师对请来的各位专家给予很高的评价，
对专家成长的经历做了详细介绍，鼓励各位与会
教师向专家学习。同时认为高考备考关键在“以
不变应万变”，预测不一定靠谱，落实课程标准和
考试大纲要求才是正道。各位老师要把功夫落到
平时，抓住核心素养，真正提高学生的能力，他
还就高考改革和发展核心素养给老师们通了气，
希望与会老师迎接新的挑战。
（以上由西洞庭一中
谢家宏老师整理）
2017 年《考试大纲》
“说明”中的“题型示例”
的变化及解读
（一）
“文言文阅读”新增“了解并掌握常见
的古代文化知识”
。此题近两年考题已经出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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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命题形式应该不会变化。命题者在阅读材料中选取
四个具有古代传统文化内涵的词语，对相关内容进行
解释，反映其中的文化意义，要求考生选择出不正确
的一项。2016 年 I 卷涉及“首相”
“建储”
“有司”
“契
丹”
，Ⅱ卷涉及“中宫”
“陛下”
“吏部”
“移疾”
，Ⅲ卷
涉及“礼部”
“教坊司”“致仕”
“两京”
，分属古代文
化常识中的“官职”
“皇位传承”
“称谓”
“地理”等方
面的内容，而这些是古代文化常识的基本内容。考到
的文化常识，一般遵循三条原则，一是课内曾经学到，
如“有司”
“陛下”等；二是高中毕业生应该掌握的常
识，如“契丹”
“中宫”等；三是根据原文语境能够合
理推断，如“两京”，根据原文选自《明史》就能推断。
复习时应立足教材进行整理，并在训练题中反复强化
巩固，教给学生推断能力。
（二）诗歌鉴赏变化大。
1. 2016 三套试卷分析
高考诗歌鉴赏题的选材倾向于两个方面，一是非
名家的名作，二是名家的非名作。从体裁看，高考试
题一般不选用绝句（两首诗歌比较阅读除外），2016
年三套试题仍是如此。从其考点覆盖看，均属于常规
考点。与往年相比，三套试卷的诗歌鉴赏有以下几点
要重视。第一、三套试卷的第 8 题均采用连续问的形
式，也就意味着只需简答，不必充分展开。第二、Ⅱ
卷选材为《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的节选，过去均以整
首诗作为命题材料，选择整诗的部分是第一次出现。
Ⅱ卷第 8 题：“如何理解曹霸画的马“一洗万古凡马
空”？曹霸是怎样做到的？”可以理解为考查诗歌形
象，但本质上是对诗句的理解，诗句理解在过去的考
题中并不少见，由此看来，
“理解是鉴赏的基础”这句
话不仅表现在解答鉴赏类题目，
“理解”还可直接设题
考查。第三、Ⅲ卷第 8 题：诗的颈联又做“臂健尚嫌
弓力软，眼昏犹识阵云高”
，你认为哪一种比较好？为
什么？本质上是考查炼字的妙处，探究意味很浓。这
种命题形式在全国卷中较少见。Ⅲ卷第 9 题是课内外
诗歌的比较阅读，命题思路与去年全国 I 卷第 8 题相
似，但难度有所增加。
2.今年变化：原为两道主观题，改为客观题、主
观题各一道；其中第一道发生较大变化，
“说明”中该
题由 2012 年国卷大纲卷(广西、贵州、甘肃、青海、
西藏)改编而成。
考题变化：1.原 5 分的主观题目改为“五选二”
（选误）
。2.选项包括理解和鉴赏两个能力点。那这个
主观题会不会借鉴原试卷文学、实用类文本的“五选
二”中的“选出最恰当的两项”呢？从 2009 年开始，
全国课标卷多项选择题借鉴美国 PISA（国际学生评估
项目）考试分层级给分的方法，即根据各个选项的难
易程度，分别给 3 分、2 分、1 分和 0 分。这种“选出
最恰当的两项”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3.备考策略：理解是鉴赏的基础。考试变化是形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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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的，考点内容没有发生变化。但主观题改
为选择题，考点分布会更细，考查更全面，区
分度也更大，备考时应突出考点的全面复习，
在引导学生读懂诗歌的语言上下功夫，可将原
高考试题中的一道题改变为“五选二”题目，
进行有针对性训练。
（三）文学类文本考题变化的几个特点：
1.新增散文阅读示例。扣合济南会议“不一定
考小说”的说法，因此，二轮复习需注重散文
阅读训练。2.原五选二的题目（最恰当的两项）
改为四选一（最恰当的一项）。预估分数 3 分。
3.原（2）
（3）题分别为“人物性格题”和“作
用好处”题，现保留其一。预估分数 6 分。4.
原（4）题的探究类题目，保留。预估分数 5 分。
5.变化后的考题紧扣小说或散文的文体特征命
题。
（四）实用类文本变化的几个特点：1.由
近年考题的四道题改为三道题目。2.原五选二
的题目（最恰当的两项）基本保留。预估分数 5
分。3.新增一道四选一题目。考查筛选整合文
中信息能力。预估分数 3 分。4.探究类题目，
保留。预估分数 4 分。
二轮备考要重视新闻类非连续文本的阅读
训练。
（五）语言运用。
“说明”新增一道“五选
二”成语题。
（2016 年成语题是“六选三”）
（六）作文没有变化。济南会议提出：2017
年高考作文仍然为材料作文（任务驱动型、漫
画型或基本材料作文）
。任务驱动作文的目的是
反宿构反套作，材料立意可多选、开放性。备
考应引起高度重视。其审题与写作应注意：题
目陈述事实（不限于事实，提高语文素养题），
给出任务；材料具有情境性、矛盾性、争议性；
写作重在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意
挖掘，关涉“基本尺度”
“基本冲突”
；适当拓
展，为“就事议事”服务。
（以上由常德市六中
肖徽老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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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检测考试物理试卷分析
常德市教科院 傅广生
芷兰实验学校 35邹新明
电场力

一、物理试题整体评析
1. 命题指导思想。 依据课程标准，遵循考
纲的要求，立足高三一轮复习的基本目标，体现近
年全国 I 卷的风格，以双基载体，以能力立意为主
导，在注重考查学科核心知识的同时，突出考查考
纲要求的五种能力，重视学生学科素养的考查。知
识考查注重基础、注重常规、能力考查突出思维，
适度综合。
2. 试卷结构。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试卷命题
范围涵盖高中物理高考必考的所有知识内容，但不
涉及选考内容。第一卷 12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8 分；第二卷共 7 题 52 分，其中 3 个实验题，共
16 分；4 个计算题，共 36 分。据智学网的软件分
析，全卷共考查了 44 个点，如下表：
序号 考查内容（知识点、方法、模型等）
1
比值法

题号
1

分值 平均得分率
1
0.46

2

极限法

1

1

0.46

3

理想实验法

1

1

0.46

4

x-t 图像

3

4

0.85

5

静摩擦力和最大静摩擦力

4

1.33 0.64

6

滑动摩擦力和动摩擦因数

4

1.33 0.64

7

平衡条件的应用

4,16 3.33 0.61

8

利用万有引力定律研究天体运动

5

1.33 0.57

9

三种宇宙速度

5

1.33 0.57

10

人造卫星

5

1.33 0.57

11

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6

2

0.74

12

小船渡河问题

6

2

0.74

13

子弹打木块模型

11

0.8 0.32

14

功率与速度

11

0.8 0.32

15

功率

11

0.8 0.32

16

机械能守恒定律

11,19 3.4 0.28

17

动量守恒定律

11,19 3.4 0.28

18

实验：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

13

4

0.52

19

实验：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14

4

0.6

20

弹力的大小、胡克定律

16

2

0.59

21

受力分析

16

2

0.59

22

平抛运动

19

2.6 0.27

23

牛顿第二定律

19

2.6 0.27

24

动能定理

18,19 5.6 0.39

25

等效法

1

1

0.46

26

洛伦兹力

2

2

0.73

27

射线及其特性

2

2

0.73

28

电场强度

7

1.33 0.72

29

电势能

7

1.33 0.72

30

电势

7

1.33 0.72

31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8

2

0.66

32

楞次定律

8

2

0.66

33

交变电流的图象和函数表达式

9

2

0.49

34

理想变压器

9

2

0.49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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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33 0.33

36

匀强电场

10

1.33 0.33

37

带电粒子在复合场中的运动

10,18 4.33 0.44

38

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动规律

12

4

0.48

39

螺旋测微器

15

4

0.51

40

实验：测定金属的电阻率

15

4

0.51

41

导体切割磁感线产生的感应电动势

17

2.66 0.54

42

电磁感应中图像类问题

17

2.66 0.54

43

电磁感应中电路类问题

17

2.66 0.54

44

带电粒子在复合场中的运动

18

3

0.48

可见，本卷对高中物理必考内容的主要知识点
基本上做到了全覆盖。
3.试题特点。本套试题继承了历年来常德市同
期物理试题的优点，注重能力立意，注重基础，注
重实验，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区分度较好，难
度接近高考难度。
（1）注重基础知识，强化主干知识，同时兼
顾了知识的覆盖面。试题涉及的基础知识有力的平
衡、运动学、牛顿运动定律、曲线运动、电势和电
势能、电场、磁场等。重点考查了牛顿运动定律、
圆周运动、机械能、动量、电场、电流、磁场、电
磁感应等主干知识，同时考虑到第一轮复习的特点
本套试题涵盖了较多的知识点，其中也包括了一些
非主干知识。
（2）突出对常见物理模型、常用物理方法的
考查，体现能力要求。试题涉及的物理模型有：质
点、斜面、卫星、交变电流、匀变速直线运动、圆
周运动、平抛运动、弹性碰撞等；涉及的物理方法
有：比值法和极限法、正交分解法、图像法、理想
实验法等。
（3）似难实易，考答题技巧。本套试题在设
计时，尤其是选择题是有点处心积虑的，总体感觉
是“只想得分并不难，但要真正把每个点都吃透却
不易”
，旨在提醒学生在平时的考练中除了牢固掌
握知识之外还要注意解题的方法与得分的技巧，毕
竟高考的时间制约是明摆着的，不可能让你把每一
点都悟透了才去答题，在考场上能得分才是王道。
而实际考试的结果表明，我们大部分考生正好缺乏
这方面的训练。如第 4 题、第 7 题、第 8 题、第
10 题、第 11 题、第 12 题。
二、学生答题情况及简析
1.本套试题全市参考人数 14120 人，最高分
100 分（满分），最低分 2 分，平均分 52.19 分；
85 分以上占 7.89%，60 以上占 40.18%。客观题：
单选题满分 32 分，平均得分 21.44 分，得分率为
67%，多选题满分 16 分，平均得分 6.47 分，得分
率为 40.44%；主观题：满分 52 分，平均得分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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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率
46.7%。各小题得分情况如下： .
题号

分值

平均分

难度

题号

分值

平均分

难度

1

4

1.82

0.46

11

4

1.29

0.32

2

4

2.92

0.73

12

4

1.91

0.48

3

4

3.4

0.85

13

4

2.06

0.52

4

4

2.54

0.64

14

4

2.42

0.6

5

4

2.3

0.57

15

8

4.07

0.51

6

4

2.96

0.74

16

6

3.52

0.59

7

4

2.87

0.72

17

8

4.31

0.54

8

4

2.63

0.66

18

9

4.36

0.48

9

4

1.96

0.49

19

13

3.54

0.27

10

4

1.31

0.33

2.从学生的答卷中反映出的问题：
（1）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基本概念掌握不准
确，基本公式记错、理解不到位，最基本的问题没
有掌握住，这是不少学生存在的问题。如第 5 小题，
是一个很常规的天体运动题，学生平时不知做了多
少类似的题，预估难度为 0.8，实测难度为 0.57，
选择 A、C、D 三个错误选项的均在 10%至 16%，干扰
效果相近，说明做错的考生在这一块上是基础知识
和基本能力存在缺陷。又如第 13 小题，多数失分者
都是将小车的合力等同于砂桶和砂的重力，这是未
掌握本实验的基本原理所致，预估难度 0.7，实测
难度 0.52。
（2）审题能力不强，看错题，漏掉关键词的现
象较普遍。如 9 题，错选 A 的达到 30%，多为忽视
了一个“副”字。
（3）物理思想与方法止于老师的口头。本卷第
1 小题的四个选项涉及到了四种典型的物理思想与
方法，本是作为一个送分的题设计的，万万没料到
竟成了单选题中最难的题，在整套题中难度也是第
四难。这说明，在新课教学与一轮复习中，有多数
同学都没有真正理解本学科的思想与方法，仅仅停
留在“老师说一说，他们听一听”的层次，很难想
象一个没有理解与掌握物理思想与方法的人会有真
正的物理思维，那么，他在解决物理问题时就只能
是盲人骑瞎马，乱撞了。这一定要引起广大物理教
师的高度重视。
（4）解题缺乏规范性，未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这么多年来一直解决
不好，与学生有关，更与我们老师平时的重视有关，
在我们听课时就发现有的老师说得规范，做得随意，
言传与身教不一致，导致我们的学生不知所措。
三、教学的建议
1．认真学习《考试大纲》
、
《考试说明》
，更重
要的是需要研究它们的变化。
《考试大纲》
、
《考试说
明》界定了高考命题的指向、范围、难度，我们一
定要认真研讨。2017 年的《考试大纲》、
《考试说明》
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定会体现在高考试卷上，
老师们在平时的复习中要针对变化，抓落实。
2．抓主干知识，重要题型和基本物理方法。主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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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知识年年考，主干知识重点考，主干知识反复
考，主干知识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那么怎样抓主
干知识呢？这就需要从重要题型、基本物理方法
入手，主干知识中基本题型的解题思路、步骤通
过训练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主干知识涉及的物理
方法，要做为基本知识点帮助学生真正掌握，以
典型题目、基本物理方法为载体，主干知识就可
以很好的掌握。
3．注重实效，专题突破。课堂教学必须注重
效果，一节课帮助学生弄清楚几个、甚至是一个
问题，也是比讲了很多，不求甚解强得多。这就
要求每一节课都要挑选最重要的问题专题突破、
重点突破，哪怕是其它的题目舍弃不讲，也要把
讲的问题让学生真正弄明白，当然挑选的问题应
该是学生掌握不好的、有价值的，如：物理方法、
物理模型、典型问题等。切记，一节课能够解决
的问题是很有限的，重点不能多，否则主次不分，
所有问题都是浅尝辄止，结果只能是出力不讨好。
4．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提高审题能力
从学生答卷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看，相当部分学生
的审题习惯尚待养成，审题能力急需提高。教学
中，特别是在例题分析和习题评讲时，要把解题
分析的思路讲清。遇到问题，首先要读懂题、能
够在大脑中呈现一幅清晰的物理情景图；其次是
如何分析，弄清条件，找准临界条件，挖掘隐含
条件是关键。一道题不仅只是让学生知道如何解，
还要让学生领悟到为什么能这样解，是怎样才找
到钥匙的。建议在后段的练习题中设臵适量的只
分析思路不进行计算的问题。
5．进行规范化训练，减少不规范失分。增强
规范性，可以让学生会做的题得满分，改变以往
会做的题得不了满分，甚至不得分的情况。具体
地，教师可以在课堂讲解规范解题的基本要求，
展现规范解题过程给学生做榜样，展示学生规范
解题的过程、不规范解题的过程（并指出问题所
在）、经常在教室张贴栏张贴练习题规范解题过
程、个别辅导。建议在二轮复习及以后的考练讲
评中，每堂课教师至少要在黑板上或用幻灯片展
示给出一道题的完整解题示范。
6．注重学生的反思、总结，提高练习质量，
增强教学效果。解题是理解概念、掌握规律的重
要途径，学物理必须做题，但不是做的题越多越
好，要引导学生养成解后反思的好习惯。即：经
过解题对相关概念、规律的理解有哪些新的认识，
对有关方法的掌握有哪些提高？哪些收获？该题
条件、问题可以有哪些变化的情况？自己的学习
还存在哪些问题？等等。通过反思、总结，让学
生学会分析物理情境、建立物理模型并转化为数
学问题的思路方法，增强学科内基础知识和基本
方法的横向联系。要重视学生错题本的建立与使
用，把消灭错题当作后段复习的重要增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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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高三检测考试化学试卷简析
澧县第一中学 雷兴明 常德市教科院 黄恭福
常德市 2016－2017 学年度上学期高三检测
化学试题坚持以能力立意为指导思想，重点考查
学生对化学主干知识、核心概念、重要理论的掌
握情况。坚持以化学主干知识和化学概念理论为
载体，着力考查学生化学学科能力，在测试学生
进一步学习所必需的知识、
技能和方法的基础上，
考查学生的化学学科素养。试题命制组在认真研
究 2017 年考试大纲变化的基础上，
结合我市高三
化学复习教学的实际情况命制试题，考试范围包
括高中化学 《必修 化学 1》、 《必修 化学 2》
、
《化学选修 4》
、《化学选修 5》的全部内容。
一、试卷特点
1．注重试卷整体结构的合理设计
常德市 2016－2017 学年度上学期高三检测
化学试卷按照基础题约占 70%，稍难题约占 20%，
较难题约占 10%比例组卷，难度系数预估 0.62 左
右。全卷设臵选择题 22 题，非选择题四题（内容
涉及化学实验、化学基本概念与理论、元素化合
物、有机合成与推断等）共 26 题，题型多样、容
量适中；试卷编排坚持从易到难、由简到繁、难
易结合、简繁交替，体现了考查的梯度与层次性；
试卷设计注重“图表文”三结合，总共 16 个“图
表”
，每个版面均有图形或表格，信息呈现方式和
处理方式多样；试题内容涉及高中化学所学全部
内容，考查范围全、覆盖率广；试题结合高考考
纲的变化情况和近几年全国卷及各省市考题中出
.
现的高频考点着重考查，试卷的信度、效度、区
分度高。
2．注重学科主干知识和高频考点、兼顾考
纲变化知识点的考查
分析近年高考化学学科的全国卷和自主命题
省份的化学学科试卷，高频考点和热点主要集中
在以下方面：
（1）化学与传统文化、生活、环境
保护、化学与新技术；
（2）以物质的量为中心的
化学计量；
（3） 物质结构与元素周期律；
（3）氧
化还原反应概念、书写及计算（4）离子反应、 离
子共存、判断离子方程式的正误；（5）反应热及
热化学方程式；（6）化学反应速率及化学平衡；
（7）盐类的水解、溶液浓度、离子浓度的比较及
计算；
（8）以工艺流程为载体的元素化合物知识；
（9） 电化学知识；
（10） 同分异构体；
（11） 有
机物的合成；
（12） 实验装臵，基本操作，药品
存放，仪器的洗涤，物质分离。
2016－2017 学年度高三检测化学试卷的试
题几乎涵盖了上述所有高频考点，特别关注了考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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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新增知识点的考查：电子式、物质的量浓度、
溶液和胶体、热化学方程式书写、转化率、活化
能的概念、化学平衡的特征、电离平衡常数及计
算、同分异构体书写与判断、有机合成、金属镁
及其化合物等。
3．注重化学学科能力与素养考查
考试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
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注重以主干知识考查为
载体，以试题呈现形式多样化为手段，以学科核
心概念理论等为命题素材等，全面渗透对化学学
科能力考查等。如第 2 题涉及传统酿酒工艺；第
3 题考查文献古籍中的化学知识；第 12 题考查
了化学计量；第 15 题离子共存；第 20 题守恒思
想的计算运用；第 23 题以氮化镁的制备考查了
化学实验基础、电子式、离子半径比较、实验现
象描述、实验设计等；第 24 题以碳酸二甲酯的
合成考查了热化学、化学反应速率及化学平衡的
相关知识；第 25 题以工艺流程为载体，考查了
元素化合物、氧化还原反应等相关知识；第 26
题有机合成、同分异构体以及物质推断等。
试题设计注重学生在对模型、图形、图表的
观察，以及对自然界、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化
学现象的观察中获取感性知识，较好的考查学生
高三检测考试生物试题评析
.
对信息进行初步加工、吸收和有序存储的能力。
如第 4 题活化能的含义、第 10 题涉及有机物键
线式的识别、第 16 题电化学原理应用、第 191
题涉及电解质溶液中 pH 和溶液体积的关系、第
24 题以新信息 TON 的理解考查学生吸收、整合
及知识的迁移能力。在实验操作、数据处理与计
算等方面合理设臵问题，有效考查学生实验探究
能力，如第 8、23 等。
4.强化基础实验，注重能力考查
实验是化学的基础，也是学习化学的重要手
段，本试题在注重知识考查的同时，加强了实验
技能的考查，如第 6、9、18 题,。同时注重实验
能力的考查，尤其是从文字、图象、表格、流程
等获取信息并加工处理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
验细节处理的探究，如第 8、23、25 题等。
二、试卷统计与分析
1．试卷统计
全市阅卷采用网评方式，化学学科参考人数
14187 人，选择题难度系数 0.69，非选择题难度
系数 0.49，全卷难度系数 0.58，平均分 57.9，
区分度 0.52，信度 0.85，试卷的难度、信度和
区分度较好。各题难度系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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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难度系数

0.62

0.96

0.92

0.82

0.95

0.75

0.72

0.58

0.87

题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难度系数

0.79

0.67

0.57

0.65

0.51

0.71

0.58

0.57

0.78

题号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难度系数

0.58

0.49

0.54

0.65

0.58

0.53

0.40

0.42

（数据提供：网络评卷分析系统）
2．答题情况分析
从统计数据分析，学生选择题得分率较高，
选择题整体难度系数 0.69，非选择题得分相对较
低，难度系数 0.49，难度最高为第 25 题，涉及
工艺流程的理解、调 pH 除杂、陌生氧化还原反
应的书写等，难度系数为 0.40，得分率最低，其
次是第 26 题难度系数 0.42，主要考查有机化学
基础、同分异构体、有机合成等，本题得分偏低
可能与部分学校还未复习此部分内容有一定关
系。典型题具体分析如下：
第 1 题 15.5%的同学错选 C，19%的同学错
选 D，普通玻璃属于传统硅酸盐材料，不是新型
无机非金属材料，多数合金比成分金属的熔点
低，学生误选应是基础没落实所致。
第 8 题 关于实验装臵的选择和使用，20.5%
的学生选择用蒸馏的方法分离碘和氯化钠的固
体混合物，说明对物质的分离方法不是很清楚。
此题属于高考中的常见题型。
第 12 题 关于 NA 的考查，在近年考题中经
常出现，三个错误选项人数接近，反映学生对物
质的组成和结构方面的知识还要加强。
第 14 题 框图推断题，有一定的综合性，
涉及元素周期律、元素化合物转化、10 电子体，
从此题可以看出，要加强知识的系统化和网络
化。
第 16 题 电解原理的综合分析题，三个错
误选项的人数接近。较多学生不能根据电极周围
现象判断电极反应，进而确定电极类型，造成本
题失分。电化学的题目在高考选择题部分几乎年
年必考，应引起重视。
第 20 题 25.1%的同学错选 B，17.6%的同学
错选 D，说明这部分学生不能根据题意整体分析
溶液中的氧化还原反应，然后根据氯原子守恒和
得失电子守恒进行计算。化学三大守恒思想的应
用要加强。
第 21 题 这道框图推断题尽管看上去复杂，
但题目所给信息已经很具体了，其实不难推出是
Cu、Fe 及其化合物的相互转化。23.2%的同学误
选 C，说明对 Fe(SCN)3 是否溶于水不清楚，实际
复习过程中应是重点强调内容。
第 23 题 本题是一道以 Mg3N2 的制备为背景
的实验题，考查内容涉及仪器名称、实验装臵、
常德教育科研网

高三教学工作简报

http://www.cdjks.com/

实验原理理解、实验现象描述、物质检验实验设
计及化学用语的表述。各小题典型问题如下：
（1）该小题反映出学生基础知识不扎实，NH3
的电子式看似简单，错误率相当高，容易漏掉 N
原子的孤对电子，实际也是平时强调多的地方，
2+
3Mg 与 N 半径的比较，得分率也不高；
（2）化学术语不规范，球形干燥管表述成各
种各样的口语模式：如圆肚管，圆球管等；
（4）文字表达不简洁，加热先后顺序理由的
描述，大多数学生不能用简洁的文字抓住问题的
关键，答案繁琐但无问题的关键信息；
（5）现象描述不准确，方程式书写的反应物
生成物判断不准，未配平，漏写条件，错误的书
写沉淀和气体符号等问题严重；
（6）答案关键词为“取样加水，检验氨气”
；
错误点：未取样加水以及氨气的检验忽略或者检
验方法错误。
第 24 题 本题紧密联系工业实际，以合成碳
酸二甲酯为背景，考查内容涉及热化学方程式和
电极反应式的书写，化学反应速率的计算，化学
平衡状态的判断，反应条件对产物的控制与影响。
（1）物质积聚状况没有标示，忽略环境为
25℃，101KPa；燃烧热的定义，可燃物的系数应
为 1；ΔH 的符号书写错误；
（2）物质化学式写错，平衡常数书写格式有
误；对新信息“TON”的理解不到位，不能将速率
计算与新信息，图形内容结合起来，反映出运用
新知识与数形结合能力的不足，迁移能力差，速
率的单位书写不规范以及没有采用正确的科学计
数法表达结果；
（3）对原电池正负极反应的特点不清楚，不
能正确的判断谁在负极失电子而被氧化；不注意
电解质溶液的酸碱性，误以为负极产物为二氧化
碳，导致产物判断不正确；对电极反应方程式仍
然要符合原子守恒，电荷守恒的特点认识不足，
常出现方程式两边电荷不守恒的错误，说明平时
书写离子方程式时没有养成及时检查的习惯。
第 25 题 本题是工艺流程题，以超细α-氧
化铝的制备流程为背景，考查内容涉及除杂原理
及条件的选择，流程的理解，陌生氧化还原反应
方程式的书写。各小题典型问题如下：
（2）书写离子方程式时未配平，离子符号的
书写有误；
（3）对二氧化硅不溶于水也不与反应的性质
掌握不牢，部分学生将 SiO2 直接写成 H2SiO3；
（4）容易错选 C 项，pH 范围填 3.2~7.0 之间；
（5）离子方程式未配平或写成化学方程式；
介质环境弄错，没有注意酸性高锰酸钾。
第 26 题 本题是一道有机推断题，主要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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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有机化学基本反应的了解和对所给信息
的解读能力，涉及有机反应及反应类型的分类、
核磁共振氢谱、结构简式、官能团名称、同分异
构体及根据信息完善流程图。试题总体难度适
中，考查知识点较基础，但考查到了学生易忽略
的地方，考点精准到位。
（1）在等效氢的考查中，考生忽略与羟基
直接相连碳上的氢，导致错写为 3 种；
（2）考查官能团名称时，考生基本可以得
分，但有些考生有错别字情况出现；
（3）在书写卤代烃水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时，不能准确写出水解的条件导致失分；
（4）同分异构体的书写错误率相当高，出
现 10,13,15 等多种答案；
（5）反应条件①易错写为卤代烃水解或消
去反应的条件；结构简式错写为结构式或者 H
原子未补齐；卤代烃的消去反应条件写成浓硫
酸，加热。
综合起来，学生在答题时存在的典型问题
是：审题不慎，不少考生没注意题目信息，抽象
与综合能力不强；
考虑问题不全面，
思路不清晰；
答题不严谨，思维品质欠佳，计算能力不强等。
三、教学建议
1．熟悉考试大纲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课
程标准实验版）》和《考试说明》是高考命题的
依据，是化学复习的“总纲”，不仅要读，而且
要深入研究，以便明确高考的命题指导思想、考
查内容、试题类型、深难度和比例以及考查能力
的层次要求等。特别是重点关注新增知识点及能
力要求改变的知识点。
2．研究高考化学试题
不仅要研究全国卷的试题，
还要重点研究新
课改地区的高考试题，发现它们的一些共同特
点，如试卷的结构、试题类型、考查的方式和能
力要求等，从而理清复习的思路，制定并及时调
整相应的复习计划。从近年的高考试题来看，全
国卷的不少素材都有取材于前几年各自主命题
省市试题的倾向，
有些甚至就是将试题进行改编
再出现在全国高考题中，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
的注意。
3．关注教材
系统复习，自始至终都应以教材为本，注意
知识的全面性、重点性、精确性、联系性和应用
性。
对中学(高中)化学知识和技能都要一一复习
到位；对教材中的关键性知识(我们常说的考
点)，进行反复阅读、深刻理解，以点带面形成
知识结构；对化学知识的理解、使用和描述要科
学、准确和全面。教材中的“资料卡片”
、
“科学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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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等栏目也是产生高考题的主要来源。不
管是综合题，还是基础题组合、加工和发展、
离开教材的复习必然是无缘之水。高考化学试
题以教材为载体，这将是今后高考化学试题命
题的趋势，以体现试题的公平性，值得重视。
在平常教学中应加强教材知识的运用，特别是
复习迎考阶段，引导学生重视教材，巩固双基，
适合挖掘潜在的考点内容。此外，要充分利用
一轮资料上的有关实验内容的资源，特别重视
对化学实验内容的复习，将其分解到各个章节。
4．强化主干知识和高频考点
高中化学的主干知识和高频考点点有：阿
伏加德罗常数、有机基本概念、实验基础操作、
电化学原理、电解质溶液、元素周期表和周期
律、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氧化还原反应的概
念及相关计算、化学平衡常数、溶度积的简单
计算、化学平衡的移动、未知方程式的书写等
等。对于这些主干知识和高频考点，在复习和
考练中，要反复操练。充分重视化学反应原理
部分的复习，加强对原理的理解。选修 4 涉及
到反应热、电化学、化学平衡、沉淀溶解平衡、
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氧化还原滴定、酸碱中
和滴定、溶液中的三大守恒等，理论性强，抽
象，出题形式多样，对思维要求较高，有利于
拉开一定的区分度，因此要充分重视化学反应
原理的复习。

常德市2016年高考600分以上人数
单 位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桃源县一中

37

145

澧

县一中

13

132

石门县一中

13

101

临澧县一中

10

常德市一中

5

71

芷兰实验学校

9

鼎城区一中

10

40

单 位

82+
1
44
18

汉寿县一中

7

安乡县一中

2

26

常德市二中

0

10

临澧县四中

1

7

津

市一中

0

6

汉寿县龙池

0

5

桃花源一中

0

4

鼎城区朗州中学

0

3

常德市七中

0

1

常德外国语学校

0

1

鼎城区淮阳中学

0

1

桃源县四中

0

1

桃源县九中

0

1

西湖一中

0

1

芷兰实验学校（往）

3

6

石门社会报名（往）

0

4

临澧社会报名（往）

0

3

桃源高补（往）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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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教科院 谢荣恒
一、组卷情况
生物试卷包括两道大题，分别是选择题和非
选择题。选择题有 25 个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非选择题包括填空、答问、实验探究、分
析说明题等，含 5 个小题，共 50 分。全卷总分 100
分，要求学生在 90 分钟内完成答卷。
本次考试的知识为高中生物必修模块内容。
考虑各校复习进度不一，有部分学校选修内容的
复习尚未进入，因此这次考试选修内容没有涉及。
生物试卷在三本必修教材中考查的内容与赋分情
况如下表所示：（表一）
题号
分值

必修一
（分子与细胞）
1、2、3、4、5、6、7、
24、26（1、3）、27 题。
32 分。

必修二
（遗传与变异）
8、9、10、11、12、13、14、
15、26（2、4）、30 题。
33 分。

必修三
（稳态与环境）
16、17、18、19、20、21、
22、23、25、28、29 题。
35 分。

本次检测考试生物试卷有如下特点：
1.知识覆盖面广。考查了必修教材三本书中
的内容，基本涵盖了生物必修教材中的重点、主
干内容和核心概念，回归了教材，考查了基础。
2.注重能力考查。试题围绕高考对学生能力
的要求，着重考查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实验探究
能力、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综合应用能力等。
3.材料新颖，试题耳目一新。试题材料多来
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与社会热点、
现代科技等相联系，体现了学以致用。此外，试
题与高考试题的呈现方式保持了高度的相关性，
具有一定的检测与评价功能。
4.试题难易搭配得当，区分度明显。试题容
易题与难度较大试题的比例接近 1：1，既考虑一
般学生能获得较高分数，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同
时又考虑那些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能够考出水平
并与之拉开距离，从而增加试题的区分度。
二、考试结果
本次考试，参加生物实际考试人数为 14118
人，平均分 63.1 分，其中最高分 99 分，最低分 4
分，难度 0.63。
1．各区、县（市）考试得分情况：
（表二）
单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名次

石门县

位

65.62

98

8

2

桃源县

65.16

98

10

3

三区

60.42

99

12

9

市直

66.36

99

9

1

澧县

62.25

97

10

5

鼎城区

62.08

99

4

6

汉寿县

64.78

97

4

4

安乡县

58.74

99

8

10

津市

61.35

97

12

8

临澧县

61.68

97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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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成绩排在前 10 名的学校：
（表三）
学校
均分
排名
学校
均分
排名

桃源一中
75.04
1
芷兰实验学校
71.90
6

市一中
74.37
2
常德外国语
69.94
7

石门一中
74.24
3
安乡一中
69.04
8

澧县一中
73.94
4
津市一中
68.83
9

汉寿一中
72.79
5
汉寿龙池
68.24
10

3．试卷各试题得分情况：
（表四）
题 号
应得分
实得分
难 度
题 号
应得分
实得分
难 度
题 号
应得分
实得分
难 度
题 号
应得分
实得分
难 度

1
2
1.7
0.85
9
2
1.39
0.7
17
2
1.28
0.64
24
2
1.51
0.75

2
2
1.48
0.74
10
2
1.42
0.71
18
2
1.42
0.71
25
2
1.91
0.96

3
2
0.94
0.47
11
2
1.47
0.74
19
2
1.59
0.79
26
9
6.25
0.69

4
2
1.64
0.82
12
2
0.9
0.45
20
2
1.44
0.72
27
12
6.52
0.54

5
2
0.52
0.26
13
2
1.64
0.82
21
2
1.66
0.83
28
10
7.2
0.72

6
2
1.38
0.69
14
2
1.38
0.69
22
2
1.18
0.59
29
7
4.12
0.59

7
2
1.53
0.77
15
2
1.51
0.75
23
2
1.53
0.77
30
12
3.86
0.32

8
2
1.11
0.55
16
2
1.62
0.81

上表中，1—25 小题为单选题，平均分
35.15 分，难度 0.70；26—30 小题为非选择
题，平均分 27.95 分，难度 0.56。
三、主要问题
1．知识复习不全面、不到位。表现不理
解蛋白质以及细胞的组成与功能；对减数分
裂过程不清楚；不理解生态系统中的相关概
念以及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对基因的本质
不清楚；不理解基因分离和自由组合的实质
等。
2．语言表述不规范，表达能力差。如有
学生回答第 28 题时，将第（1）问第二空写
成神经或体液，有的直接写成了激素；回答
第 29 题第（2）问时，不少学生将浮床植物
能否直接利用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答成了能
利用，回答原因说成是植物在水体中能分解
有机物。此外，还有其他答案，可谓五花八
门，错误频出。
3．审题不清，题目意思理解有偏差。如
回答第 30 题时，有学生将第（1）问 Z 染色
体写成了 X 染色体。此外，答卷中写错别字
的大有人在。
4．识图能力差。如选择题第 8 题，看不
懂减数分裂过程图；回答第 12 题时，不能正
确分辨基因；回答第 22 题时，看不懂图中生
态系统组成以及相关的食物链；回答第 27
题时，不能根据图中气压的变化判断植物进
行的生理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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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验知识掌握不牢。表现个别实验的实
验原理不清楚，过程不清晰，对科学探究的理解
不到位。如非选择题第 29 题，涉及光合作用和
呼吸作用中相关实验的实验原理和步骤，但学生
回答此题时，错误率达到了 67%以上。
四、几点建议
1．认真研读课标和考纲（考试说明）并做
好本次考试试卷分析。课标和考纲是高考命题的
依据，必须认真学习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把
握好复习的内容与方向；另外，对本次考试的试
卷，教师要认真分析，发现学生暴露出的问题要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努力防止以后同类问题的再
次发生。
2．要制定好后期的复习计划。我们不能打
无准备之仗，生物复习亦是如此。复习分几个阶
段，每一阶段复习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方式，老
师都要事先作好安排，做到心中有数并一步一个
脚印。
3．要重视基础。教学中要注意回归教材，
对教材中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要力求让学生
弄懂、吃透，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4．要突出实验和学生能力的培养。生物学
是一门实验科学，生物学中一些重大发现都离不
开实验。因此，实验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非常
重要。对教材中安排的实验，要帮助学生归类识
记，熟知细节，探明原理；对于资料、试卷中的
实验，要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过程，努力寻
找解决问题突破口。此外，教学中要善于对知识
进行综合、归纳和梳理，帮助学生理清知识脉络，
构建知识网络，培养学生的灵活性，提高他们分
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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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量的交错带，位于地球表层，即岩石圈、
水圈、土壤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的交
错带上，其厚度约 10—30 千米（百度百科）
。
自然地理环境是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土壤
圈、生物圈和人类圈等自然圈层组成的有机整
体（地理教科书（湘教版）必修一 P70）
。
例 43：29（3）“影响：有利：有利于经济
的发展，增加就业；有利于改善民生，增加居
民收入，为居民提供居住区；有利于城市规模
扩大，加快城市化进程。不利：地表植物覆盖
下降，易导致洪涝等自然灾害；破坏湿地，减
少了生物的多样性，破坏了原有生态系统”—
—显然此考生混淆了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这两
个概念。例 44：29（3）
“不利影响：发生洪涝，
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破坏性大，
范围广。有利：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辐射范围广；有利于对周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促进城市化进程”
——滑坡形成于陡坡处，泥石流形成于狭长沟
谷中，而本题材料“勃生河河岸及菜附近大片
的河谷湿地建成了港口辐射区和市民居住区”，
显然不会形成滑坡和泥石流。
“自然灾害破坏性
大，范围广”这是描述的自然灾害的特征。例
45：29（3）
“地形：耕地面积、湿地面积减少，
破坏湿地；土壤：土壤变建设用地，可用耕地
减少”——地形指的是地表各种各样的形态，
通常指山地、高原、平原、盆地和丘陵五种，
耕地、湿地是指土地的利用状态或分类，该学
生还混淆了土壤和土地两个概念。

上接第 18 页
为什么、怎么办”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提高
综合能力。
3、强化解题规范性训练，在规范解题中提
高思维的严谨性，强化解题技巧，提高学生的解
题能力，鼓励学生多动笔，从而克服畏难情绪和
懒惰习性。
4、加强限时训练，强调考试时间的合理分
配。在平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也可以进行限时训
练，比如要求十分钟内完成 8 道选择题，通过反
复训练来提高学生的解题速度。
5、关注时政热点，理论联系实际。与教材
密切联系的、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应成为关
注的焦点。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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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检测考试思想政治试卷分析
鼎城区一中 黎晓佳
本次协作考试覆盖高考全部知识范围，对于了解
我市高三学生总体水平、备考情况及对后期高考备考
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下面就政治学科在试题的命制、
学生的考情及后期备考方面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命题思路
1、试题命制应该通过选取材料、创设问题情境，
向学生渗透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传递正能量。
2、试题命制应密切关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变
化，着重考查学生如何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以及
调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试题命制时，应该更多贴近生活，小角度切入。
4、命制试题时强调对教材基础知识的精细把握及
熟练运用，强调教材基本知识与材料的有机结合。
二、试题简析
1、试题难度及分数分布。本套试卷难度系数约为
0.5。知识点覆盖较全面，略偏重于经济生活和生活与
哲学，分数分布依次为：《经济生活》16+8+6=30 分，
《生活与哲学》14+6+10=30 分，
《政治生活》12+9=21
分，
《文化生活》8+8+3=19 分。
2、命题切入点较小。如第 26 小题第一问限定角
度是企业，第 27 小题限定角度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
性的关系”，这对学生的审题、知识调动与应用提出了
更具体要求。
3、重点考查教材知识。绝大部分选项设臵和答案
表述都是来自于教材，对学生的教材把握程度、知识
熟练程度要求较高。
4、本套试题注重生活化、实用性，注重学生经济
思维等方面能力的培养，没有偏题、怪题。例如第 1
小题就是考查学生们对于平时生活中接触到的经济现
象的分析；第 26 小题关于数字经济表述也是尽可能贴
近学生生活，材料中快递、二维码……一下子就让学
生们感觉到数字经济原来就在身边。
5、试题的阅读量和解答书写量都偏大，意在让学
生考试时加强时间观念，提高解题速度。
三、成绩分析
在此次考试中全市最高分 81 分，最低分 6 分，平
均分 49.54 分，良好率（70—85）为 2.56%，及格率为
（60—70）16.56%。选择题得分满分 50 分，平均得分
25.89，得分率为 51.80%，非选择题满分 50 分，平均
得分 23.66，得分率为 47.30%。学生的分数不高固然
和试卷难度有一定关系，但是也暴露出学生的基础知
识掌握、对教材的熟悉程度、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解题速度和技巧上还是存在较多问题的，我们在后段
的复习中应结合本次考试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从而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帮助学生提高成绩。
四、学生答题存在的问题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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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作答情况来看，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基础知识不牢固，基本概念模糊不清，导
致部分关于教材原理的表述不能准确判断，从而失
分。例如，选择题第 2 小题，题目考查“煤炭价格
上涨，供给增加”这一经济现象对应的曲线图，很
多同学未能正确区分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在第 9
小题中，未能准确区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第
10 小题中混淆了人大的立法权和决定权。
2、学生对教材重视程度不够，对教材没有充
分把握，导致材料中涉及的概念不能在教材中找到
依据，分析错误，导致失分。非选择题第 28 小题
第二问要求学生运用经济生活知识谈谈“市场经济
就是诚信经济”，教材上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说，但
是在第 80 页就诚信之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做了相
关阐述，很多同学却因为对教材把握不够仔细，平
时没有仔细阅读过，导致答题时无话可写。
3、部分学生解题速度慢，答题习惯待改善，
在时间分配上不合理，选择题耗去太多时间，导致
非选择题没有充分思考就草草作答，得分率低。
4、学生的解题能力有待提高，对信息的搜集、
整理、分析能力也需要加强。非选择题第 26 小题
第一小问，要求学生概括材料反映的经济现象时，
有的同学只进行了横向比较，有的只进行了纵向比
较，信息把握不全；在要求学生结合材料说明企业
如何利用数字经济的机遇发展自己时，部分学生只
知道写教材第五课关于企业经营的三点基本原理，
对于材料中讲提到的问题视而不见，不能调动教材
其他章节中所涉及到的企业经营的知识，导致最后
因为观点不全面而失分。这既反映学生的解题能力
有待提高，也反映学生的信息搜集、整理、分析、
概括能力的欠缺，综合把握教材能力的不足。
五、后段复习建议
鉴于此次考试情况，在以后的复习中，建议：
1、突出教材的重要性。在复习时要回归教材，
仔细阅读教材内容，夯实基础知识，尽可能全面、
准确的记忆、理解教材相关表述，毕竟“万变不离
其宗”，高考试题中的绝大多数表述最终还是来源
于教材的。同时引导学生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既
能从微观上把握单个知识点，又能从宏观上把握教
材知识的内在联系。
2、着重培养学生对材料的理解、分析能力。
在平时复习中，可以让学生自己尝试在时政热点材
料中找到与教材知识的结合点，从而就“是什么、
下接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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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检测考试历史试卷及考生答卷分析
常德市七中 罗章

一、试题评析
1．题量、题型、分值变化不大，基本与高考
接轨。选择题 24 道，每题 2 分，共 48 分；非选
择题 3 道，共 52 分（25 题 25 分，26 题 12 分，
27 题 15 分）。开放性试题穿插于材料解析题之中，
未涉及选修内容。
2．选择题方面，针对材料的选项设臵迷惑性
大，有一定的难度。考查内容皆为历史主干知识，
部分为往年常考知识点，如中央集权制度，儒家
思想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及经济政策的调整，雅
典民主政治进程，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等。材料
形式较为多样，文献、图表、漫画材料均涉及到，
选用的材料比较集中而有典型，或者经过命题人
的摘编缩写，力求原汁原味，保存原有的历史感。
选项设臵比较规范，文字表达周全，设问指向明
确，选择的叙述文字大都力求长短、结构、语气
一致，每道题都设有干扰项，基础不扎实的学生
比较难取舍。
3．非选择题方面，在强调学科特色的同时，
尽可能全面的考查学生能力。第 25 题以近代中西
方的政治制度为主题，通过文明史观的角度和中
外关联的方式，考查学生对历史基本知识的把握
和运用能力，考查学生提取有效信息说明论证问
题和比较问题的能力；第 26 题以历史对话的新颖
形式，考查了学生对教材知识的运用和运用所学
知识阐释论证历史学家观点的能力；第 27 题以唐
朝关中地区和明清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为主题，通
过比较的方式，全面考查了学生论证和探讨历史
的能力。
二、学生答题情况分析
1.考试情况
全市应届文科生 8327 人参考，平均分 45.87
分，及格率 6.97%，最高分 75 分，最低分 2 分，
标准差 9.71，试卷难度系数 0.46，试题第 2、3、
5、7、8、10、12、14、15、18、20、21、22、23、
25、26、27 题的平均得分率不到 50%，整体偏难。
2.考生存在的问题
⑴基础知识不扎实，基本概念模糊不清。如
第 26 题考生对英国议会与政府关系的史实掌握不
牢，第 2 题考生对均田制的概念把握不准。
⑵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掌握不到位。如阅读
图表不注重归纳每一项目的数据变化，再据数据
变化分析得出结论；阅读漫画抓不住作者作画所
要反映的主题，以偏概全；阅读文献资料不会抓
关键词，揣摩不出材料所要表达的核心主题，比
较式问答题找不到可比点。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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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思维不严谨，解答不规范，许多考生是主要分
析过程，不能做到史论结合。如考生在回答 25 题、
26 题的开放性问题时，只摆史实，不作结论，或者
有观点，但史实论据不足，不能论证观点，不能做到
史论结合。
⑷答题能力不足，审题不清，会而不对，对而不
会，阅读能力差，许多考生读不懂题意或理解不到位，
丢失了不少分。
三、备考应对策略
1.夯实基础，用基础知识去鉴别剔除干扰项，灵
活运用排除法做选择题。
2.抓主干、抓阶段特征，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强记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时间，但是切忌背大量历史事
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年月日），会导致记乱记串。
3.教学中，对现有教材要拓展、挖掘，以《课程
标准》为教学的主线而不是以某一版本教材为唯一教
学内容。对历史概念的教学，要拓展其内涵和外延，
全面掌握历史概念。
4.提高学科应试能力，从阅读、审题、归纳试题
立意、要点，组织答案等方面加强训练。
5.加强学科思维严谨性、规范性训练，达到会的
不丢分，要点全面，过程完整。心理素质培养常抓不
懈，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使考试中能正常发挥，静
心思考，考出优异的成绩。
常德市2017年高三协作考试600分以上人数
单 位

文科

理科

澧 县一中

11

225

石门县一中

桃源县一中

19

258

临澧县一中

芷兰实验学校

2

60

汉寿县一中

84

47

常德市一中

103

45

临澧县四中

津 市一中

20

常德市二中

7

鼎城区朗州

3

常德外国语学校

35

常德市七中

1

澧

1

西洞庭一中

3

汉寿县龙池

24

汉寿县二中

1

石门县二中（往）

2

26

桃源县九中

3

鼎城区淮阳

4

鼎城区淮阳（往）

1

临澧县四中（往）

2

汉寿县龙池（往）

8

鼎城区朗州（往）

3

汉寿县二中（往）

1

石门县二中（往）

2

安乡县一中
鼎城区一中

芷兰实验学校（往）

3

2

单 位

县二中（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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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题与立意
本套试题分选择题和综合题两道大题，各占
50 分，选择题 25 道小题，每小题 2 分，综合题 4
道小题。本套试题在命制过程中，一是贴近高三复
习教学实际，考虑到地理选修大部分学校可能还没
有复习，因此没有命制试题；二是贴近高考，根据
高考学科内综合性高，政治、历史和地理相互穿插
的特点，本套试题在这个特点上也着重体现；三是
贴近新课程改革，高考既是各高校挑选人才的考
试，也是基础教育落实新课程改革的检验，考察学
生用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阐释地理事物或论证地
理问题的能力。本套试题考查全面，知识点覆盖广，
考查内容分布如下表所示：
分值

2

2

14

8

地质构造与
地质作用
5

内容

自然带

人口

农业

工业

交通

综合

分值

10

4

18

22

4

8

内容

海洋

地球运动

大气运动

河流

水循环
3

二、考试结果呈现
全市高三应届文科共 8269 人参加考试，地理
学科平均得分为 60.64。分县、区（市）来看，地
理平均分排在前三位的是澧县 63.43，石门县
63.27，桃源县 63.14；分学校来分析，排在前四
位的是桃源一中 74.33，澧县一中 72.5，常德市一
中 69.1，石门一中 69.06；从学生个人来看，85
分及其以上全市有 129 人，70 分—85 分的学生有
1944 人，60 分—70 分的学生有 2496 人，不及格
的有 3671 人，占 44.55％。
选择题 50 分，平均得分为 27.06 分，难度系
数 0.54；综合题 50 分，平均得分 33.58，难度系
数为 0.67，各题平均得分具体如下：
题号

1

2

3

4

5

6

7

8

平均分

1.51

0.82

0.43

0.9

0.75

1.45

0.89

0.96

题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平均分

1.7

0.98

0.89

0.69

1.1

0.94

1.41

1.34

题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平均分

1.01

1.26

0.78

0.88

0.67

1.21

0.99

1.69

题号

25

26（10 分）

27（16 分）

28（14 分）

29（10 分）

平均分

1.81

8.04

12.09

7.99

5.47

通过上表我们发现，选择题得分率较高的有第
1、6、9、15、24、25 题，得分率较低的有第 3、5、
12、19、21 题等，简单分析后我们推测这些题得
分低的原因可能是： 3 题——图文转换能力低，5
题——空间思维和想像能力差，12 题——影响雪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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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高低的因素掌握不牢和区域地理知识不足，19
题——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在实际生活中的应
用能力差，21 题——图文转换能力差，所以学生
的图文转换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
急待加强。综合题得分率较低的是第 29 题，相
对于其他三道综合题，本题是考察自然地理规律
在区域地理中的应用，学生得分率低，由此可见，
自然地理仍然是学生的短板，在后段复习中应适
度择机强化。
三、综合题答题暴露出的问题
1、简单罗列要点，套用模板，缺乏结合题
图的必要说明
例 1：26（1）“交通便利，原料充足，市场
广阔，劳动力丰富”，例 2：26（1）
“资源丰富，
交通发达，劳动力充足，靠近河流”， 例 3：26
（1）“矿产资源丰富，水源充足；设备较完善；
劳动力丰富；市场广阔，产能需求量大；交通便
利”
，例 4：26（1）
“交通便利，劳动力丰富，水
资源充足”，例 5：26（1）
“交通便利，靠近水源，
劳动人口多，资源丰富。” 例 6：27（1）“土壤
肥沃，降水丰富，温度适宜”，例 7：27（3）27
（3）“不要过度开采，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2、逻辑错误
例 8：26（1）“靠近煤铁产地，能源丰富”
——铁矿为金属矿产，不是能源。例 9：26（1）
“旁边有磁山镇城市，劳动力丰富”——一个小
小的磁山镇，便劳动力丰富（逻辑有问题）。 例
10：26（2）
“世界钢铁地位下降，导致钢铁产能
过剩”——产能是指生产能力，钢铁地位下降导
致产能过剩，二者无必然的联系。例 11：26（3）
“有利于节约成本，扩大消费领域”——节约成
本，只能是增加利润，与扩大消费领域关系不大，
例 12：26（3）
“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发展”——最
好更正为产业结构的“完善”
，例 13：27（1）
“无
霜期长，不可连作”——无霜期长，热量丰富，
适合连作，例 14：27（1）
“无霜期短，气候相对
温暖”——无霜是指不下霜，无霜期是不下霜的
日子（时间），无霜期短是指不下霜的日子短，
也就是说下霜的日子长，气候比较寒冷而不是相
对温暖，例 15：27（3）
“减少对山药种植业的种
植，保持稳定”——减少种植，又如何保持稳定。
例 16：27（3）
“措施：向文山县周围扩种，缓解
城市环境问题”——向文山县周围扩种，缓解城
市环境问题，这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例 17：28
（3）“对人们经济能力要求低”（平日门票价格
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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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元，高峰日门票价格为
499 元）——门票价
格高达 500，这对人们经济能力要求低，那要多
少钱才算高呢？例 18：28（3）
“他认为上海迪士
尼是室外活动，而万达是室外活动，因此，如果
天气出现恶劣情况便迪士尼无法开业，而万达随
时都可以，所以他认为上海迪士尼并没有万达
好”
。
3、语言问题
例 19：26（1） “产业结构调整比较完善”
——产业结构调整比较彻底或产业结构完善，例
20：26（1）“靠近京津冀工业发达地区；河流众
多”——话讲一半，理没有说清，可改为靠近京
津工业发达地区，工业基础好（协作条件好）
，河
流众多，水源充足。例 21：26（3）
“废钢为原料，
可以促进原料的循环利用，以氢能做为主体，实
现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废钢为生产的产品
或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不是原材料。例 22：26
（3） “靠近交通，工业产业的炉渣灰尘得到及
时处理”——靠近**交通线，交通便利，且工业
生产的灰尘也不能用车运啊。例 23：26（3）
“有
利于环境保持”——有利于环境保护，例 24：27
（1）“海拔高，位于主河流上”——海拔高与位
于主河流上没有联系，且没有主河流的说法，应
描述为河流主干。例 25：27（3）
“因地制宜发展，
减少种植物面积，但不减少产量的投入”——不
减少产量的投入不合实际，应改为不减少投入。
例 26：27（3）
“开展新型农业发展方向”——此
话不通顺，不知何意，可直接改为发民新型农业。
例 27：28（2）
“上海迪士尼的客源有所局限”—
—可改为上海迪士尼的客源市场有限；例 28：28
（2）“上海位于临海的城市”——可改为上海属
于临海城市。例 29：常见错别字：气候炎热——
气候严热；经济实力——经济势力。
4、概念和地理原理错误
例 30：26（1）
“钢铁资源丰富”——钢铁不
是自然资源，而是人类通过加工生产得到的产品，
铁矿才是自然资源。例 31：26（3）
“临近水源，
便于排放工业污水的排放”——工业污水应经过
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不能任意排放到河流中，
此学生答案违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理。例 32：
27（1）
“光热、光照充足”——光热是指光照和
热量，光热已包含光照，二者不是并列关系。例
33：27（1）“属温带季风气候区”——材料中说
云南文甸县，且有经纬网和等高线地形图等材料，
应判断为亚热带季风气候。例 34：27（1）
“季风
性气候降水丰富，光照充足，气候适宜”——季
风气候降水丰富，但光照不一定充足，例如四川
盆地为亚热带季风气候，但光照不足。例 35：28
（2）“迪士尼是室外乐园，而上海属于温带季风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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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区，冬季时，寒冷干燥，游客量少。夏季
七八月份时，雨带推移到长江流域，形成连续
性降雨，不利于游客在室外乐园的活动”——
上海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六月雨带推移到长
江流域，形成梅雨天气，七八月份受副热带高
压控制，降水少，形成伏旱。例 36：27（1）
“无
霜冻，气候条件好”——题目材料已经说明“无
霜期 320 天左右”
，全年 365 天，那就说明还有
45 天左右的时间是有霜冻的。例 37：27（1）
“种
植历史悠久”——题目要求说明文山县红甸回
族乡山药种植的有利自然条件，种植历史悠久
属于社会经济因素。例 38：28（2）“位于季风
气候区，多寒潮等自然灾害”——季风气候区
并不是多寒潮等自然灾害的原因，季风不稳定
可能带来降水量的变化，从而形成旱涝灾害。
寒潮与冬季风源地的远近，地形（如无山地阻
挡）等因素有关。例 39：28（2）
“上海的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高温多雨，气候湿润”，“上
海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年较差变化小，无明显
特色”，“上海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且临海，无冬
季的雪花纷飞和夏季的酷暑”以上三份答案都
是对上海气候类型和气候特征没有掌握。例 40：
28（2）“上海纬度高，气温低，光照时间少”
——上海市的纬度约为 31°N，纬度不高，亚热
带季风气候，气温也不低。例 41：29（1）
“由
于板块间的拉伸作用，形成张裂，加上入海河
水的侵蚀作用，形成岛屿”，“伊洛瓦底江的流
水侵蚀，受海洋风力侵蚀作用形成”，“受东北
信风的影响，岛屿从河口吹至此处，形成甲岛”，
“经过流水侵蚀形成河口三角洲，再经海浪侵
蚀形成甲岛”，“形成过程：缅甸西南部受到上
游河流的影响冲刷，在流水侵蚀的作用下，形
成破碎的海岸地貌，再加上纬度位臵受风力影
响较大，形成了甲岛屿”——上述六位学生对
岛屿的形成机理认识错误，岛屿不是由于侵蚀
作用从大陆割出来的，也不是由风吹拂过来的。
岛屿分沉积岛、大陆岛、火山岛和珊瑚岛四类，
其成因分别如下：沉积岛由河流带来泥沙沉积
形成；大陆岛由地壳运动形成；火山岛由海底
火山喷发形成；珊瑚岛由热带海洋生物珊瑚死
亡后的遗体堆积形成，图中岛屿位于伊洛瓦底
江入海口附近，显然属于沉积岛。例 42：29（3）
“可能会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经济
联系；周边地区城市化进度加快”——地理环
境常指自然地理环境（编者）
，地理环境是指一
定社会所处的地理位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
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气候、土地、河流、湖
泊、山脉、矿藏以及动植物资源等。地理环境
下接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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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物理高考变化，备考百日冲刺
常德市一中 陈耀龙
《考试大纲》是高考规范命题的依据，
其一句话、一个字的调整变化都蕴含着当年
高考的重要信息。教师和考生只有准确理解
和把握《考纲》的各项内容，才能有针对性
的备考复习。在这最后 100 天复习紧要关
头，精准把握今年的《考试大纲〃物理》的
变化对备考冲刺至关重要。
一、2017 年《考试大纲》的几点变化：
1．能力要求的细化。把“高考对考生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等探究能力的考查渗透
在以上各种能力的考查中”修改为“高考对
考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加以论证解决等
探究能力的考查渗透在以上各种能力的考
查中”，增加了“加以论证解决”，对探究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高考命题对
探究能力的进一步重视，也对实验探究类问
题提出了更清晰的能力要求。
2．模块内容及其顺序的调整。
一是选修 3-5 由选考变为必考，并且
“碰撞与动量守恒”放到了“机械能”之后，
这样的调整显示了动量守恒的重要性，在今
年复习中要适当多关注“动量与能量的综合
应用”，因为两者融合命题的可能性极大；
二是“原子与原子核”放到了电学之后，
也为把它融入到电场、磁场中去做好了准
备，同时也为动量守恒和电场、磁场的结合
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是“验证动量守恒定律”实验放到了
第七个实验的位臵，凸显了其重要性，今年
教师和考生尤其要注意；
四是选修内容中删除了“质速关系”
“相
对论质能关系”，细化了电磁波部分的考点。
3．知识内容要求掌握程度的变化。如
“波速、波长和频率（周期）的关系”的要
求由“Ⅱ”级调整为“Ⅰ”；
“电源的电动势
和内阻”的要求由“Ⅰ”级调整为“Ⅱ”
。
二、备考策略
1．落实基础性。一是回归教材，对照
考纲排查考点，很多学生认为教材没什么可
看，整个高三复习都没认真阅读过教材，其
实这是学生不会看教材，教师要引导学生认
真阅读教材，针对教材中的每一细节，多问
几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并且对教材
后的练习思考题要认真解答、拓展思考。二
是，做好基础题、中等题，重视物理模型训
高三地理考试试卷分析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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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对最近几年高考试卷的研究，大部分试题
主要考查“理解能力”
、
“推理能力”
、
“应用数
学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
，结合重要物理模型
以中档偏易试题为主，因此在后段复习中应更
进一步狠抓基础，加强物理重要模型的训练。
2．注重综合性。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几
乎所有的学校都只上了三本选修中的一本，选
修 3-5 纳入到必考内容并在考纲中前臵后，综
合训练时一定要重视动量与相关知识的综合
训练，但也要注意难度的把握，我们认为作为
考纲修订后的首轮高考，为了保证高考试卷的
总体难度的稳定，与动量相关的试题难度可能
不会太大，只是增加了选修 3-5 的内容元素。
3．重视实用性和创新性。高考试题的命
制往往体现时代感，关注了科学发展和科技的
前沿，因此建议关注与优秀传统文化和重大的
科技成就相关的试题，如“墨子号”量子卫星、
“神舟十一号”飞船、
“天宫二号”、
“珠港澳
大桥”、
“射电望远镜”
、
“航空母舰”等，重视
对与此有关问题的模型建立与分析。
4．强调规范性。物理试题的解题过程中
是有其规范性的，如规范的文字说明，字母符
号、方程的书写、数学运算过程等，很多同学
平时做题不计步骤，导致考试丢分较多，因此
现阶段做题时应认真按高考要求规范步骤。

说

明

全市 2017 年协考理科应届 14197 人，文科
应届 8335 人（部分艺术生未参加本次协考）。
2016 年高考应届纯文化理科裸分 600 分及
以上 700 人，本次协考应届理科 1233 人。2016
年高考应届纯文化文科裸分 600 分及以上 107
人，本次协考应届文科 39 人。
按往年相关数据估算，2017 年常德市高
三协作考试纯文化考生的一本分数线：文科 505
分，理科 534 分；二本分数线：文科 447 分，理
科 445 分；三本分数线：文科 406 分，理科 399
分。学校老师可按此分数估算本校考生目前阶段
学习情况，以便更好地做好后段时间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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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常德市高考成绩统计
（数据来源：《2016 年常德市招生考试情况统计资料》常德市教育局招考办）
一、2016 年高考常德市省示范性高中学校的学科平均成绩排名：
2016 年高考－省示范性高中 文科平均成绩（应届、不含音体美 ）
名次

学

校

总分

学

校

语文

学

校

数学

学

校

英语

学

校

文综

1

桃源一中 546.72 桃源一中 107.97 桃源一中 104.02 桃源一中 122.66 桃源一中 212.06

2

常德一中 532.76 常德一中 107.51 澧县一中 96.43 常德一中 121.11 常德一中 208.27

3

澧县一中 521.62 石门一中 105.13 常德一中 95.87 澧县一中 115.58 澧县一中 204.98

4

石门一中 516.58 澧县一中 104.62 石门一中 94.45 石门一中 115.13 石门一中 201.87

5

汉寿一中 505.72 汉寿一中 102.2 汉寿一中 89.07 汉寿一中 113.36 汉寿一中 201.09

6

临澧一中 488.12 临澧一中 101.49 临澧一中 84.93 常德二中 107.67 常德二中 196.84

7

常德二中 485.54 鼎城一中 99.62 常德二中 81.75 临澧一中 107.58 临澧一中 194.12

8

安乡一中 471.1 安乡一中 99.43 安乡一中 80.7 鼎城一中 100.41 安乡一中 193.83

9

鼎城一中 469.08 常德二中 99.28 常德七中 77.58 常德七中 99.86 鼎城一中 192.19

10

常德七中 461.43 津市一中 98.02 鼎城一中 76.86 安乡一中 97.13 津市一中 188.02

11

津市一中 448.22 常德七中 97.57 津市一中 71.67 津市一中 90.52 常德七中 186.43
2016 年高考－省示范 性高中理科平均成绩（应届 、不含音体美 ）

名次

学

校

总分

学

校

语文

学

校

数学

学

校

英语

学

校

理综

1

桃源一中 531.07 桃源一中 103.48 桃源一中 106.69 常德一中 117.23 桃源一中 205.23

2

澧县一中 526.85 常德一中 103.14 石门一中 106.25 桃源一中 115.67 澧县一中 202.76

3

常德一中 520.97 澧县一中 103.08 澧县一中 106.24 澧县一中 114.77 石门一中 197.16

4

石门一中 517.53 石门一中 102.71 常德一中 104.7 石门一中 111.41 常德一中 195.91

5

临澧一中 494.28 临澧一中 101.04 临澧一中 98.98 临澧一中 106.82 临澧一中 187.44

6

汉寿一中 486.01 安乡一中 99.07 安乡一中 98.97 汉寿一中 105.83 汉寿一中 184.12

7

安乡一中 476.31 汉寿一中 98.4 汉寿一中 97.66 安乡一中 103.12 安乡一中 175.15

8

常德二中 458.06 常德二中 96.68 常德二中 93.36 常德二中 102.83 常德二中 165.18

9

津市一中

10

鼎城一中 441.36 常德七中 96.01 常德七中 89.94 津市一中 95.64 鼎城一中 161.56

11

常德七中 436.1 鼎城一中 95.53 鼎城一中 89.01 鼎城一中 95.26 常德七中 152.61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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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高考常德市市级示范性高中学校的学科平均成绩排名：
2016 年高考－市级示范性高中文科平均成绩 （应届、不含音体美）
名次

学

校

总分

学

校

语文

学 校

数学

学

校

英语

学 校

文综

1

芷兰学校 524.79 芷兰学校 105.18 芷兰学校 96.63 芷兰学校 116.53 芷兰学校 206.44

2

常德外语 494.13 常德外语 101.1 常德外语 78.69 常德外语 112.97 常德外语 201.36

3

桃源九中 448.13 桃源九中 98.29 石门五中 72.23 桃源九中 96.81 桃花源中 183.64

4

石门五中 439.18 石门五中 97.53 桃源九中 71.77 西洞庭中 91.12 西洞庭中 182.8

5

澧县二中 437.52 西洞庭中 96.34 澧县二中 70.66 桃源八中 90.78 石门五中 182.21

6

西洞庭中 436.08 澧县二中 95.96 西洞庭中 65.82 澧县二中 90.43 桃源九中 181.26

7

桃花源中 429.38 桃花源中 95.02 石门六中 65.71 石门二中 89.77 澧县二中 180.47

8

石门二中 426.36 常德六中 94.32 桃花源中 64.28 石门五中 87.21 石门六中 179.88

9

桃源八中 425.75 石门二中 93.95 石门二中 63.99 常德六中 86.83 桃源八中 179.1

10

石门六中 421.81 澧县六中 93.55 桃源八中 62.62 桃花源中 86.45 石门二中 178.65

11

常德六中 415.67 石门六中 93.47 澧县六中 61.89 桃源三中 85.81 常德六中 177.19

12

安乡五中 412.7 桃源八中 93.25 安乡五中 61.61 石门六中 82.75 安乡五中 176.48

13

澧县六中 411.89 桃源四中 93.08 桃源三中 61.11 安乡五中

14

鼎城淮阳 407.48 安乡五中 92.99 鼎城淮阳 59.1 澧县六中 80.66 鼎城淮阳 175.69

15

桃源三中 403.93 桃源三中 92.91 常德六中 57.34 鼎城淮阳 80.11 桃源四中 172.84

16

桃源四中 395.8 鼎城淮阳 92.58 澧县三中 56.31 桃源四中 75.72 石门瑜远 172.27

17

石门瑜远 383.12 石门瑜远 91.36 桃源四中 54.17 澧县三中 74.02 澧县四中 166.84

18

澧县三中 379.43 临澧四中 89.45 澧县四中 53.11 临澧四中 72.44 桃源三中 164.11

19

澧县四中 379.26 汉寿二中

20

汉寿二中 371.05 澧县四中 88.97 石门瑜远 49.36 澧县四中 70.34 澧县三中 161.86

21

临澧四中 371.01 常德三中 88.67 汉寿二中 48.56 石门瑜远 70.13 汉寿二中 161.17

22

常德三中 368.36 澧县三中 87.24 临澧四中 46.89 常德三中 68.03 常德三中 160.24

23

鼎城二中 329.61 安乡二中 83.58 鼎城二中 42.91 鼎城二中 56.75 鼎城二中 148.8

24

安乡二中 313.33 鼎城二中 81.16 安乡二中 29.75 安乡二中 55.14 安乡二中 144.86

25

鼎城六中 291.14 鼎城六中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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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81.6

澧县六中 175.79

常德三中 51.42 汉寿二中 72.32 临澧四中 162.23

鼎城六中 28.21 鼎城六中

49

鼎城六中 1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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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高考－市级示范性高中理科平均成绩 （应届、不含音体美）
名次 学

校

总分

学 校

语文

学

校

数学 学

校

英语

学

校

理综

1

芷兰学校 524.69 芷兰学校 102.82 芷兰学校 105.83 芷兰学校 115.43 芷兰学校 200.61

2

常德外语 464.99 常德外语 97.47 常德外语 93.07 常德外语 104.87 常德外语 169.58

3

桃花源中 422.92 石门五中 95.51 桃花源中 91.41 桃花源中 91.11 鼎城淮阳 153.03

4

桃源九中 415.41 桃花源中 93.99 石门五中 87.65 桃源九中 90.45 西洞庭中 149.49

5

鼎城淮阳 413.21 桃源九中 93.98 桃源九中 86.08 西洞庭中 88.73 桃花源中 146.41

6

西洞庭中 413.03 澧县二中 93.85 石门六中 85.07 澧县二中 83.48 桃源九中 144.9

7

石门五中 407.88 鼎城淮阳 92.98 鼎城淮阳 83.98 鼎城淮阳 83.22 石门五中 142.6

8

澧县二中 402.39 澧县六中 92.96 澧县二中 83.07 石门二中

9

石门二中 399.85 石门六中 92.82 石门二中 82.94 石门五中 82.13 石门二中 141.65

82.5

澧县二中

142

10 石门六中 394.08 石门二中 92.77 西洞庭中 82.56 石门六中 81.16 桃源三中 135.12
11 澧县六中 374.09 西洞庭中 92.25 石门瑜远 79.13 桃源八中 80.78 石门六中 135.03
12 桃源八中 372.3 常德六中 92.22 澧县六中 76.65 常德六中 79.62 澧县六中 129.86
13 桃源三中 370.16 石门瑜远 91.44 安乡五中 73.45 汉寿二中 76.37 桃源八中 129.48
14 石门瑜远 365.07 桃源八中 90.37 澧县三中 71.89 澧县六中 74.62 桃源四中 128.92
15 常德六中 362.62 桃源三中 90.22 桃源八中 71.68 桃源三中 74.42 石门瑜远 126.78
16 安乡五中 360.18 桃源四中 89.46 常德六中 71.39 临澧四中 73.04 安乡五中 124.45
17 桃源四中 358.77 安乡五中 89.37 汉寿二中 70.89 安乡五中 72.92 临澧四中 123.31
18 汉寿二中 357.17 汉寿二中 88.76 临澧四中 70.79 桃源四中 69.62 汉寿二中 121.14
19 临澧四中 355.67 临澧四中 88.53 桃源四中 70.77 石门瑜远 67.73 常德六中 119.39
20 常德三中 336.53 常德三中 88.53 桃源三中 70.41 常德三中 67.68 澧县三中 110.64
21 澧县三中 332.32 澧县四中 88.14 常德三中 70.02 澧县四中 65.33 常德三中 110.29
22 澧县四中 322.43 安乡二中 87.2 澧县四中 61.86 澧县三中 63.73 澧县四中 107.1
23 安乡二中 293.83 澧县三中 86.06 安乡二中 55.33 鼎城六中 62.94 安乡二中 92.65
24 鼎城六中 287.56 鼎城六中 85.54 鼎城六中 48.54 安乡二中 58.65 鼎城二中 90.83
25 鼎城二中 269.38 鼎城二中 80.54 鼎城二中 47.21 鼎城二中 50.79 鼎城六中 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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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高考常德市一般高中学校的学科平均成绩排名：

2016 年高考－一般高中文科平均成绩（应届 、不含音体美）

名次

学

校

总分

学

校

语文

学

校

数学

学 校

英语

学

校

文综

1

鼎城朗州 436.2 西湖一中 95.83 鼎城朗州 66.17 鼎城朗州 92.46

鼎城朗州

2

西湖一中 420.71 鼎城朗州 95.36 西湖一中 64.85 汉寿龙池 87.53

汉寿龙池 175.61

3

汉寿龙池 418.1 汉寿龙池 92.46 汉寿龙池 62.5 西湖一中 85.85

西湖一中 174.19

4

鼎城九中 358.66 鼎城九中 88.17 鼎城九中 45.36 鼎城九中 66.64

鼎城九中 158.49

5

汉寿五中 337.49 汉寿五中

汉寿五中

6

津市三中 318.28 津市三中 83.94 津市三中 38.02 津市三中 56.41

津市三中 139.92

7

安乡三中 306.5 安乡三中 82.69 常德汇文 34.61 常德汇文 52.68

安乡三中 139.52

8

常德汇文 300.77 常德汇文 78.94 安乡三中 33.57 安乡三中 50.71

常德汇文 134.55

9

常德体校 265.95 常德体校 76.29 常德体校 27.52 常德体校 44.29

常德体校 117.86

85

汉寿五中 39.5 汉寿五中 64.39

182.2

148.6

2016 年高考－一般高中理科平均成绩（应届 、不含音体美）
名次

学

校

总分

学

校

语文

学

校

数学

学 校

英语

学

校

理综

1

汉寿龙池 437.6 汉寿龙池 96.11 鼎城朗州 87.49 汉寿龙池 95.06

汉寿龙池 160.52

2

西湖一中 415.7 鼎城朗州 93.97 汉寿龙池 85.91 鼎城朗州

90.2

西湖一中 150.56

3

鼎城朗州 414.92 西湖一中 91.89 西湖一中 84.82 西湖一中 88.42

鼎城朗州 143.27

4

鼎城九中 333.88 鼎城九中 87.5 鼎城九中 63.26 鼎城九中 69.26

鼎城九中 113.86

5

安乡三中 301.35 津市三中 82.53 津市三中 55.75 安乡三中 63.29

汉寿五中 107.74

6

汉寿五中 298.03 常德体校

安乡三中 103.26

7

津市三中 284.99 安乡三中 81.1 安乡三中 53.71 常德汇文 56.47

津市三中

87.75

8

常德汇文 271.12 常德汇文 79.06 常德汇文 50.24 汉寿五中 56.44

常德体校

87.38

9

常德体校 266.5 汉寿五中 78.87 常德体校 46.63 常德体校

常德汇文

85.35

常德教育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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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寿五中 54.97 津市三中 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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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常德市高三检测考试成绩统计
一、高三检测考试省示范性高中学校的学科平均成绩排名：

高三检测考试－省示范性高中文科平均成绩
名次

学

校

总分

学

校

语文

学

校

数学

学

校

英语

学

校

政治

学

校

历史

学

校

地理

1

桃源一中 531.5 桃源一中 111.5 桃源一中 110.2 桃源一中 119.2 桃源一中 61.5 桃源一中 54.7 桃源一中 74.3

2

澧县一中 498.3 石门一中 106.9 澧县一中 100.7 常德一中 110.8 澧县一中 59.6 澧县一中 51.9 澧县一中 72.5

3

常德一中 488.2 澧县一中 105.8 常德一中 97.6 石门一中 109.0 临澧一中 56.1 石门一中 51.6 常德一中 69.1

4

石门一中 487.7 常德一中 104.7 石门一中 95.3 澧县一中 108.1 石门一中 55.9 常德一中 51.5 石门一中 69.1

5

汉寿一中 463.2 临澧一中 104.2 安乡一中 87.6 临澧一中 102.4 安乡一中 55.0 安乡一中 49.8 汉寿一中 67.4

6

安乡一中 458.6 安乡一中 103.9 汉寿一中 86.7 汉寿一中 101.7 汉寿一中 55.0 津市一中 48.8 安乡一中 66.8

7

临澧一中 458.0 汉寿一中 103.7 临澧一中 84.5 常德二中 101.2 常德一中 54.6 汉寿一中 48.6 鼎城一中 65.0

8

鼎城一中 447.5 常德二中 101.7 鼎城一中 80.9 鼎城一中 99.3 鼎城一中 53.1 临澧一中 48.2 临澧一中 63.9

9

常德二中 434.5 鼎城一中 101.4 常德七中 73.4 安乡一中 98.0 常德二中 51.3 鼎城一中 47.7 常德二中 61.7

10 常德七中 426.8 常德七中 100.6 常德二中 70.9 常德七中 96.2 津市一中 49.5 常德二中 47.6 常德七中 60.4
11 津市一中 409.6 津市一中 96.8 津市一中 67.5 津市一中 87.6 常德七中 49.1 常德七中 47.1 津市一中 59.4
高三 检测考试－ 省示范性高 中理科平均 成绩
名次 学

校

总分

学

校

语文

学

校

数学

学

校

英语

学

校 物理 学

校 化学 学

校 生物

1

桃源一中 555.3 桃源一中 106.2 澧县一中 112.7 桃源一中 113.2 桃源一中 73.4 桃源一中 76.0 桃源一中 75.0

2

澧县一中 549.1 澧县一中 104.4 桃源一中 111.9 常德一中 110.3 澧县一中 72.8 澧县一中 75.9 常德一中 74.4

3

石门一中 531.2 石门一中 104.0 石门一中 107.2 石门一中 109.6 石门一中 65.7 石门一中 70.5 石门一中 74.2

4

常德一中 523.6 临澧一中 102.8 常德一中 106.8 澧县一中 109.3 临澧一中 63.8 汉寿一中 69.9 澧县一中 73.9

5

汉寿一中 514.6 常德一中 102.5 汉寿一中 104.9 临澧一中 103.8 汉寿一中 63.5 常德一中 68.7 汉寿一中 72.8

6

临澧一中 503.8 汉寿一中 101.2 临澧一中 97.4 汉寿一中 102.3 常德一中 62.1 临澧一中 68.0 安乡一中 69.0

7

安乡一中 481.4 安乡一中 100.6 安乡一中 92.5 常德二中 97.4 安乡一中 57.8 安乡一中 65.1 津市一中 68.8

8

鼎城一中 465.4 常德七中 99.3 鼎城一中 89.8 安乡一中 96.4 鼎城一中 55.0 津市一中 62.8 临澧一中 68.2

9

津市一中 456.3 鼎城一中 98.4 津市一中 85.3 鼎城一中 96.3 津市一中 54.7 常德二中 58.1 鼎城一中 68.0

10 常德二中 448.5 常德二中 98.0 常德二中 83.6 常德七中 94.0 常德二中 50.3 鼎城一中 57.8 常德二中 62.5
11 常德七中 427.3 津市一中 97.8 常德七中 79.1 津市一中 86.9 常德七中 48.2 常德七中 48.1 常德七中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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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三检测考试市级示范性高中学校的学科平均成绩排名：
高三检测考试－市级示范性高中文科平均成绩
名次

学

校

总分

学

校

语文

学

校

数学

学

校

英语

学

校

政治

学

校

历史

学

校

地理

1

芷兰学校 491.0 芷兰学校 106.7 芷兰学校 99.0 芷兰学校 108.7 芷兰学校 57.2 芷兰学校 51.0 芷兰学校 68.5

2

常德外语 467.6 常德外语 104.6 常德外语 83.2 常德外语 106.0 常德外语 55.8 常德外语 50.6 常德外语 67.4

3

石门五中 425.7 桃源九中 101.8 石门五中 75.8 石门五中 89.2 石门五中 50.3 石门五中 48.0 石门五中 62.8

4

桃源九中 415.4 鼎城淮阳 99.7 桃源九中 71.2 桃源九中 87.9 鼎城淮阳 50.2 澧县二中 47.0 澧县二中 62.2

5

澧县二中 406.6 石门五中 99.6 澧县二中 65.6 石门二中 83.8 石门二中 49.8 石门二中 46.8 石门二中 61.4

6

石门二中 402.2 石门二中 99.4 石门二中 64.4 澧县二中 83.7 澧县二中 49.6 安乡五中 46.7 鼎城淮阳 61.1

7

鼎城淮阳 401.8 澧县二中 98.5 桃源四中 63.0 鼎城淮阳 83.4 西洞庭中 48.7 桃源九中 46.4 桃源九中 60.6

8

安乡五中 392.0 安乡五中 97.8 安乡五中 62.6 安乡五中 78.1 安乡五中 48.6 鼎城淮阳 45.7 西洞庭中 59.6

9

西洞庭中 383.0 临澧四中 97.5 鼎城淮阳 61.8 西洞庭中 78.1 桃源九中 47.8 桃源八中 43.9 安乡五中 58.1

10 桃源四中 377.2 澧县六中 96.5 澧县六中 60.9 石门六中 77.4 临澧四中 47.3 桃源四中 43.6 澧县六中 57.2
11 澧县六中 372.4 桃源八中 96.3 西洞庭中 59.0 汉寿二中 75.0 汉寿二中 46.4 西洞庭中 43.5 临澧四中 55.9
12 汉寿二中 368.7 桃源四中 95.7 澧县三中 56.5 桃源四中 73.5 桃源四中 45.7 汉寿二中 43.2 澧县三中 55.7
13 临澧四中 367.0 西洞庭中 95.2 汉寿二中 55.3 澧县六中 71.3 澧县六中 44.7 临澧四中 42.8 桃源四中 55.7
14 石门六中 364.2 石门瑜远 95.1 石门瑜远 54.9 临澧四中 71.1 石门瑜远 44.6 澧县三中 42.8 汉寿二中 55.2
15 澧县三中 357.1 桃花源中 94.6 临澧四中 53.7 常德六中 71.0 桃源八中 43.6 澧县六中 42.5 桃源八中 55.2
16 石门瑜远 354.2 石门六中 94.3 石门六中 52.5 澧县三中 66.8 石门六中 43.2 石门瑜远 42.3 石门六中 54.8
17 桃源八中 347.5 汉寿二中 93.6 桃源八中 50.1 桃源三中 64.8 桃花源中 43.1 石门六中 42.1 石门瑜远 54.7
18 桃花源中 340.7 澧县三中 93.0 桃花源中 49.8 石门瑜远 62.6 澧县三中 42.2 桃花源中 41.7 鼎城六中 53.9
19 常德六中 330.7 常德六中 90.9 安乡二中 48.0 鼎城二中 60.7 桃源三中 42.2 桃源三中 40.7 桃花源中 53.4
20 桃源三中 328.8 桃源三中 90.4 鼎城二中 48.0 桃花源中 58.7 常德六中 41.4 常德六中 39.3 鼎城二中 52.1
21 鼎城二中 312.3 安乡二中 89.6 澧县四中 41.3 桃源八中 58.5 安乡二中 40.1 鼎城二中 37.4 桃源三中 50.1
22 鼎城六中 310.1 鼎城六中 89.3 桃源三中 41.1 鼎城六中 53.0 鼎城六中 38.5 鼎城六中 36.6 常德三中 49.1
23 安乡二中 309.7 澧县四中 87.9 常德六中 39.0 安乡二中 52.1 常德三中 36.4 澧县四中 36.3 常德六中 49.1
24 澧县四中 298.6 常德三中 86.3 鼎城六中 38.8 常德三中 52.1 鼎城二中 36.3 常德三中 35.9 澧县四中 46.8
25 常德三中 287.5 鼎城二中 78.6 常德三中 28.5 澧县四中 50.7 澧县四中 35.6 安乡二中 35.8 安乡二中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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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检测考试－市级示范性高中理科平均成绩
名次

学

校

总分

学

校

语文

学

校

数学

学

校

英语

学

校

物理

学

校

化学

学

校

生物

1

常德芷兰 528.0 常德芷兰 103.0 常德芷兰 108.5 常德外语 109.0 常德芷兰 68.7 常德芷兰 68.7 常德芷兰 71.9

2

常德外语 508.6 常德外语 101.3 常德外语 100.1 常德芷兰 107.2 常德外语 62.6 常德外语 65.8 常德外语 69.9

3

鼎城淮阳 431.9 鼎城淮阳 99.2 石门五中 81.5 鼎城淮阳 85.5 石门五中 55.1 石门五中 53.6 鼎城淮阳 63.6

4

石门五中 423.6 石门五中 96.7 鼎城淮阳 77.2 石门二中 78.8 鼎城淮阳 52.8 鼎城淮阳 53.5 石门二中 60.1

5

桃源九中 401.1 桃源九中 96.3 桃源九中 74.8 石门五中 78.3 桃源九中 43.0 桃源九中 52.5 汉寿二中 59.3

6

石门二中 392.7 石门二中 96.3 汉寿二中 74.4 桃源九中 77.9 石门二中 42.7 澧县三中 51.5 石门五中 58.4

7

汉寿二中 385.5 澧县二中 95.3 澧县三中 74.2 常德六中 77.0 西洞庭中 41.7 汉寿二中 49.9 澧县三中 58.0

8

西洞庭中 378.7 澧县六中 94.8 安乡五中 70.6 澧县二中 75.7 桃花源中 40.1 石门二中 49.1 西洞庭中 57.7

9

澧县二中 377.8 桃源八中 94.2 澧县二中 69.2 西洞庭中 75.2 澧县二中 38.7 西洞庭中 47.8 桃源九中 56.8

10 澧县三中 374.3 石门六中 94.0 桃源四中 68.5 汉寿二中 70.4 汉寿二中 38.6 澧县二中 47.4 桃源四中 55.2
11 石门六中 357.7 桃源四中 93.3 西洞庭中 66.7 石门六中 70.1 澧县六中 36.3 桃花源中 47.1 石门六中 54.0
12 安乡五中 355.8 安乡五中 93.1 桃源三中 66.3 安乡五中 68.6 石门六中 36.2 桃源四中 41.7 桃源三中 53.9
13 桃源四中 355.1 汉寿二中 93.1 石门二中 65.7 澧县六中 68.3 澧县三中 35.2 澧县六中 41.4 澧县六中 53.4
14 澧县六中 353.1 临澧四中 93.0 桃花源中 65.6 桃源四中 65.9 临澧四中 35.0 石门六中 41.3 澧县二中 53.2
15 桃源三中 341.1 石门瑜远 93.0 澧县六中 63.5 澧县三中 63.9 桃源八中 34.5 安乡五中 40.6 石门瑜远 49.3
16 常德六中 337.7 桃花源中 92.6 石门六中 62.1 石门瑜远 62.7 安乡五中 34.5 常德六中 40.5 安乡五中 48.7
17 石门瑜远 334.3 常德六中 92.4 石门瑜远 59.4 临澧四中 62.6 石门瑜远 32.6 临澧四中 40.0 桃花源中 48.6
18 临澧四中 330.3 西洞庭中 92.2 临澧四中 55.7 桃源三中 59.6 桃源四中 32.6 桃源八中 39.5 桃源八中 48.5
19 桃源八中 319.8 桃源三中 91.7 常德六中 49.6 桃源八中 56.3 桃源三中 31.5 桃源三中 39.3 常德六中 48.0
20 桃花源中 293.9 澧县三中 91.5 桃源八中 46.7 常德三中 49.1 常德六中 30.2 石门瑜远 38.9 临澧四中 44.1
21 安乡二中 269.7 澧县四中 86.8 安乡二中 43.3 鼎城六中 46.8 鼎城六中 26.8 安乡二中 33.7 鼎城二中 43.4
22 澧县四中 268.8 鼎城六中 86.1 澧县四中 40.9 鼎城二中 46.2 澧县四中 25.3 鼎城二中 33.3 鼎城六中 40.6
23 常德三中 263.2 常德三中 85.3 鼎城六中 36.1 安乡二中 46.0 安乡二中 25.1 澧县四中 30.2 澧县四中 40.6
24 鼎城六中 262.9 安乡二中 85.3 鼎城二中 35.8 澧县四中 45.1 鼎城二中 24.0 常德三中 29.8 常德三中 40.0
25 鼎城二中 254.5 鼎城二中 73.0 常德三中 35.7 桃花源中 无数据 常德三中 23.3 鼎城六中 26.6 安乡二中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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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三检测考试一般高中学校的学科平均成绩排名：
高三检测考试－一般高中文科平均成绩
名次

学

校

总分

学

校

语文

学

校

数学

学

校

英语

学

校

政治

学

校

历史

学

校

地理

1

汉寿龙池 413.5 鼎城朗州 100.3 汉寿龙池 72.9 鼎城朗州 88.1 鼎城朗州 51.4 鼎城朗州 47.9 汉寿龙池 62.5

2

鼎城朗州 409.4 汉寿龙池 98.9 鼎城朗州 63.9 汉寿龙池 80.9 汉寿龙池 51.1 汉寿龙池 47.2 鼎城朗州 57.9

3

西湖一中 351.3 西湖一中 93.4 西湖一中 58.2 西湖一中 67.3 西湖一中 43.7 西湖一中 39.3 汉寿五中 51.7

4

汉寿五中 329.1 汉寿五中 87.7 汉寿五中 49.0 汉寿五中 62.2 汉寿五中 40.4 汉寿五中 38.5 西湖一中 49.4

5

鼎城九中 295.9 鼎城九中 87.5 津市三中 40.8 鼎城九中 50.4 鼎城九中 36.5 鼎城九中 36.8 鼎城九中 47.3

6

津市三中 277.3 津市三中 82.9 鼎城九中 37.2 津市三中 43.3 津市三中 36.0 安乡三中 34.9 津市三中 41.9

7

安乡三中 266.6 安乡三中 80.4 安乡三中 36.7 安乡三中 41.0 安乡三中 33.5 津市三中 32.8 安乡三中 40.8
高三检测考试－一般高中理科平均成绩

名次

学

校

总分

学

校

语文

学

校

数学

学

校

英语

学

校

物理

学

校

化学

学

校

生物

1

汉寿龙池 471.9 汉寿龙池 98.4 汉寿龙池 99.7 汉寿龙池 90.1 汉寿龙池 54.7 汉寿龙池 60.8 汉寿龙池 68.2

2

鼎城朗州 425.9 鼎城朗州 97.2 鼎城朗州 91.4 鼎城朗州 77.1 鼎城朗州 47.7 西湖一中 51.9 鼎城朗州 63.7

3

西湖一中 379.3 西湖一中 92.8 西湖一中 75.4 西湖一中 69.2 西湖一中 38.5 鼎城朗州 48.8 西湖一中 51.6

4

鼎城九中 303.2 鼎城九中 84.6 津市三中 55.8 汉寿五中 49.3 鼎城九中 32.4 鼎城九中 43.1 鼎城九中 45.8

5

汉寿五中 287.0 津市三中 80.5 鼎城九中 52.2 鼎城九中 45.1 汉寿五中 26.4 汉寿五中 40.9 汉寿五中 45.3

6

津市三中 276.1 安乡三中 78.6 汉寿五中 50.3 津市三中 44.6 津市三中 21.5 津市三中 36.0 津市三中 37.9

7

安乡三中 236.6 汉寿五中 77.9 安乡三中 37.8 安乡三中 38.2 安乡三中 20.4 安乡三中 29.8 安乡三中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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