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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太阳的人，即使走进黑暗，也会闪烁着阳光。

———王琦 陕西咸阳高新中学

命题研究与备考策略

一、近三年高考文综卷历史试题的考查特点

万众瞩目的 !""# 年高考已经尘埃落定。今年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命制的文

科综合试卷共两套（以下分别简称“全国卷!”和“全国卷"”），此外还有地方自主命

题的北京卷、天津卷、四川卷、重庆卷。结合 !""$ 年和 !""% 年高考的文综卷进行比

较，我们发现近三年的高考文综卷历史试题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历史学科试题的分值、题量和题型在“稳中有变、变中有新”的改革趋势中

已经基本定型。

从总体上来看，近三年高考文综卷的历史试题一般包括 &! 道选择题，每题 $ 分，

合计 $’ 分；一道历史学科内综合题，以材料解析题的形式考查，分值一般为 (! 分左

右；另外还包括一道或者两道跨学科综合题中的历史试题，分值为 !" 分左右，总分约

为 &"" 分。历史学科的分值在整份文综试卷中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第二，突出对历史学科主干知识的考查，即能前后联系、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命

题方式坚持“主题组合式”。

从题目考查的知识点分布来看，近三年高考文综卷历史试题涉及的知识点要比

历史单科试卷少一半以上，且命题方式坚持“主题组合式”，又称“ 中心主题链拖式”。

即紧密围绕历史学科的知识体系，以历史学科某一主题为中心，将相关或者相近的知

识点在新情境下重新整合，要求学生纵横联系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分析和解决

问题。

一般而言，每份试卷的选择题考查 ( ) % 个主题，每个主题派生出 ( 至 $ 道选择

题。例如 !""% 年全国卷!第 &( ) &# 题考查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管辖；

!""# 年全国卷"第 &! ) &% 题考查近代中国经历的从遭受列强宰割到国家强盛的历

程。这种设问方式显得更加系统化、专题化，更能够考查学生对教材知识点的整体把

握能力。

非选择题部分，一般由一道学科内综合题和一道或者两道跨学科综合题中的历

史试题组成。两者也是围绕某一特定的主题展开。例如 !""$ 年全国卷"第 (*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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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调研》沟通你我，架起成功的桥梁。

———耿荣坡 河南省封丘县第一中学

（!）—（"）问考查中国近代能源业发展情况、#$$% 年全国卷!第 "& 题考查民族主义

问题、#$$’ 年天津卷第 "( 题（!）—（"）问考查农业税收情况等。

第三，考核目标在坚持基础与能力并重的原则下，更加体现“ 能力立意”的基本

原则。

与 #$$) 年文综卷过于侧重基础考查相比，#$$% 年和 #$$’ 年文综卷历史试题的

命题思路坚持基础与能力考查并重的原则，尤其是 #$$’ 年文综历史试题对学生的能

力要求明显比 #$$)、#$$% 年要高。

#$$) 年文综卷中部分试题的难度和能力考核要求接近于会考，遭到了很多非

议。#$$% 年文综卷的难度在此基础上有所提升，例如 #$$% 年全国卷!的历史选择题

中考查基础和能力类的试题各占“半壁河山”，整体上对学生能力考核的试题数量和

分值比重远超过基础类试题。#$$’ 年文综卷历史试题的命制在“ 能力立意”方面的

要求明显提高。例如全国卷!选择题中，考查再认再现能力的试题有 % 道，考查辨别

比较能力的选择题有 # 道（第 !*、#" 题），还有一道图片信息解读题和一道最佳型选

择题。第 "& 题第（!）、（#）、（)）问分别属于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历史事物、

综合分析问题等能力层次的要求，体现了 #$$% 年修订以后的《考试大纲》规定的“ 四

个方面三个层次”的能力要求。众所周知，“ 四个方面三个层次”之间是前后递进的

关系；其中对于考生“论证和探讨问题”能力的要求属于最高层次。从设问的顺序来

看，前后设问的难度呈现逐渐上升的梯度，这样有利于高考选拔人才。由此可以得出

结论：体现“能力立意”是今后高考命题永恒不变的主题。

第四，考查社会热点问题注重隐性介入与显性介入相结合的原则，从演变趋势来

看，隐性介入时政热点、间接反映热点已经成为高考题命制的基本趋向。

近三年高考文综卷从来不回避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考查，与前几年相比较，#$$%
年和 #$$’ 年文综卷历史试题对热点问题的考查不如 #$$) 年以前那样直白，更加体

现了隐性介入时政热点、间接反映热点的高考题命制趋向。例如 #$$% 年全国卷!第

"& 题隐性考查世界历史上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本意却是考查当今我国的民族问题

和国家统一；第 "( 题的（)）、（%）、（’）问分别考查周恩来在 !(%% 年万隆会议上提出

的“求同存异”原则的内容、背景、作用及万隆会议对建国初期中国外交所起的作用

等，都体现了隐性介入时政热点的命题方式。#$$’ 年全国卷!第 !’ + !( 题考查巴黎

公社和十月革命，隐含的社会热点是 #$$’ 年是巴黎公社成立 !"% 周年和 #$$& 年是

俄国十月革命 ($ 周年（这一点带有超前性）；第 #$ + ## 题考查法德关系对欧洲和平

与安全的影响，隐含的社会热点是构建和谐世界。由此可见，高考对社会热点问题的

考查今后将更加注重与学科知识相结合。

第五，重视考查学生人文素养，尤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命题方式各有

!



浓缩的是精华———书薄，收获颇丰厚；文短，看罢有启发。

———高建华 甘肃省岷县一中

千秋。

近三年文综卷历史题在考查学生的人文知识和文化艺术素养方面，可谓煞费苦

心，选择题中至少有一组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史知识的题目，分值在 !" 分以上，且命制

方式各有千秋，能力要求高低不同。有的考查对历史学科基础知识的再认和再现能

力，例如 "##$ 年全国卷!第 !%、!& 题，"##’ 年全国卷!第 !(、!) 题等。有的考查信

息解读能力，例如 "##$ 年全国卷!第 !(、!) 题，"##% 年天津卷第 !& 题。有的考查辨

别比较能力，例如 "##% 年全国卷!第 "* 题要求学生比较《堂吉诃德》和《水浒传》的

相同之处。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 "##% 年文综试题中，对文化史的考查已经渗透到了非选择

题中，例如全国卷!第 *& 题考查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全国卷"第 *( 题考查中西方

科技发展的比较；天津卷第 *& 题考查书籍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等。这些无一不显示

出高考对人文的关注，也体现出中华民族深厚的人文底蕴，更突出了文科综合能力测

试的亲和性。由此可见，高考重视对中外科技文化史的考查，考生在复习时要重视自

身人文素质的培养。

二、命题趋向预测

从近三年高考文综卷历史试题的命制变化情况来看，今后的高考命题将呈现以

下趋势：

!+ 考查历史学科基础知识和主干知识，尤其是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理解运用的

能力已经成为近年来高考保持不变的规律；

"+ 继续沿着“能力立意”的命题思路前进，以《 考试大纲》规定的“ 四个方面三个

层次”的能力要求为依据，使其具体体现在学生解答试题的过程中；

*+ 以隐性介入或者显性介入的方式考查时政热点，体现“时代性”；

$+ 凸显人文关怀，体现“人文性”。

三、复习建议及应试对策

针对文综卷与历史单科试卷命题思路的差异，就历史学科备考复习，对参加 "##&
年高考的同学们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以《考试大纲》为基本依据，抓好第一轮单元复习，全面掌握基础知识和主

干知识，逐步将其系统化、概括化。

在高三备考复习过程中，许多师生常会有这样的疑问：每年高考的《 考试大纲》

要到 " 月份或者 * 月份才能拿到手，大部分学校的高三复习从前一年的 !# 月份就已

经开始，在这期间的近 ’ 个月内，我们的备考复习（主要是第一轮单元复习）应该以什

么为指导？笔者认为，这一段时间的备考复习应以《 教学大纲》和前一年的《 考试大

纲》为指导。因为一般情况下，新《 考试大纲》的能力要求和考试范围与旧《 考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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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送甘霖，凤阳传娟喜相迎，扣题一针见血，讲解引人入胜。

———周传娟 皖凤阳县凤阳中学高三 !" 班

纲》相比不会有大的调整。

在第一轮复习备考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学科的基础知识为中心，首先搞好各学

科内综合复习。因为每年的《 考试大纲》中都明确指出：“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并未脱

离高中学生已具有的文科各单学科知识体系，而是以学生所学的各学科知识内容作

为载体或背景，或是在提供新情境的条件下，分别用各学科的知识解决问题。”

鉴于此，在备考复习过程中，尤其是对于平时基础不太扎实的考生来说，单元复

习要依据《考试大纲》对教材中的基础知识进行“ 地毯式轰炸”，深挖教材内容体系，

在理解上深下工夫。考生必须把复习的过程当成知识整理的过程，通过对知识整理、

加工，抽象出结构、体系、规律等，从而提高自己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

将基础知识系统化和概括化。

!# 从系统化的角度来说，包括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阶段特征等，例如近代中国

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地主阶级抵抗派、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到资产阶级维新派、

革命派寻求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再到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文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

民的探索史。

$# 从概括化的角度来说，包括具有重要特征的历史事实、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

点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史实；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

人物的评价等。

第二，科学选择社会热点，将热点问题与历史学科有机结合，实现学科间资源有

机整合。

对待热点问题注意两个方面：一要科学选择；二要综合思考。

科学选择社会热点问题应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年度间的时政热点问题，包括前一

年 % 月份至当年高考前的 & 月份（一般以“两会”为界），尤其是“两会”上反映的社会

热点更需要重视；二是在高考当年是周年的重大事件。这些周年性的事件必须是在

历史进程中具有深远影响的或者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大事件，例如 $’’( 年是万

隆会议 (’ 周年；三是具有长久价值的社会热点问题。即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越来

越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诸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科技革命、中国与东盟

的合作等。选择热点还必须注意：一要宜少不宜多，要反复对比，科学取舍；二是已经

考查过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一些具有长久价值的热点问题也要适当重视，防止高考杀

“回马枪”。

对热点问题进行综合思考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宜浅不宜深。近年来高考对热

点问题的考查渗透到政史地三个学科，最终还是考查学科基础知识和运用基础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二要找准“切入点”。即把握政治、历史和地理三科共同的热点、信

息点，及时、准确、有针对性地培养自己的学科间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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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天星，高三的日子不再黑暗，处处都是光明。

———屈俊桂 安徽省利辛县一中高三五班

第三，逐步学会解答各种类型试题的科学方法。

文综卷中的历史选择题题量少、分值高，能否解答好选择题是考好文综的关键所

在。而且，高考时留给考生解答选择题的时间很短，做题时必须速度快、准确率高。

为此，广大考生必须在平时加强对各种类型的选择题的训练，弄清选择题的命制思路

和解答思路，提高对选择题干扰项的鉴别能力，还需要注意的是，不管解答何种类型

的选择题，都必须遵循审题、解题和答题“三部曲”。所谓审题，就是要认真阅读题干，

明确题目要求，抓住“题眼”，这是解题的关键。审题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界定题

目时空概念；找出题干中的关键词或核心句；看清题干中有无否定性条件；认真识别

干扰项与正确项的细微差别；正确选项必须满足题目中的所有条件。

材料解析题，根据设问的不同，可分为“ 内涵型设问”和“ 外延型设问”两种。所

谓内涵型设问，是指要依靠题目提供的材料进行解答的问题。例如 !""# 年全国卷!
第 $% 题（以下简称“中华文明题”）的第（&）问。所谓外延型设问，是指既要依靠题目

提供的材料，又要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解答的问题。例如“ 中华文明题”的第（!）、（$）

问。但是不管解答何类设问，首先都要剖析题后设问、获取问题信息，明确需要回答

什么；然后带着问题仔细研读材料，搜索有效信息，找到材料中“ 有什么”。内涵型设

问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直接组织答案，外延型设问在此基础上还要“ 结合教材内容，进

行知识迁移”，最后组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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