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8日下午，长沙市一中高考考点，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考生开心地在校门口拍照留念。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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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知识面增加，紧密联
系生活应用

长沙市南雅中学高三化学
备课组长 张小明

理综化学题难度与去年相
比略有加大，这体现在选择题对
知识的综合应用要求提高，大题
的背景设计相对新颖，图表信息
比较丰富，一些问题来源于生产
生活中的真实情境。试卷题量与
往年相比知识面上略有增大，考
点选择比较合理。

物理：难度居中
对变通能力要求高

长沙市南雅中学高级教师
龚逸尘

2017高考全国Ⅰ卷理综卷
物理部分，主要有以下特点。

选择题、实验题和计算题三
种题型的难度起点都较低， 易、

中、难比例合理，以中等难度为
主。选择题整体灵活性和难度较
去年有所上升；实验题考查形式
新颖，对学生的基础知识与变通
能力要求较高。

生物： 答案书写文字量大，
时间较紧

长沙市南雅中学高三生物
备课组长 廖兵辉

理综生物部分试卷从总体
上看，选择题容易，非选择题第
29题稍难点，总难度适中，区分
度适中。

试题的命制注重了教材基础
知识的考查，以教材为载体，坚持
能力的培养， 突出对考生思维能
力、 知识迁移和运用能力等多种
能力的考查，题目整体难度适中，
没有偏题、怪题、很难题，但书写
答案的文字量比较大， 导致部分
学生答题时间有点紧。

从去年开始，湖南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使用全国卷I。对于
这一调整， 一直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担心无法适应考试的变化。
今天，本报记者邀请了几位湖南名师对今年的高考试卷进行点
评，特别是针对全国卷的命题变化，以及考生今后备考时需要
注意把握的方向，名师们都给出了很好的建议。

■记者 黄京 贺卫玲 实习生 罗佳玉

高考试题，看名师点评为今后备战
2017年高考难易程度如何？请看名校名师给出的点评和备考建议

【英语】
难度略有降低

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
高三英语备课组组长胡丽

从考查难易角度看，今
年的试卷在语篇的选择和选
项设置上难度有所降低，语
篇中的长难句相对去年有所
减少， 而且设问题干简短易
懂， 阅读四选一的15个题目
中唯有27、30、32题的选项
以简短句子形式呈现， 其余
题目的选项均为短语， 所有
选项及题干均无难词和偏
词， 学生对于语篇和选项的
阅读和理解都比较顺畅。

从知识点考查角度看，
全国I卷侧重于对基础知识
运用的考查。 完形填空中的
选项以考查实词为主， 除58
题为副词外， 其余小题选项
均为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语
法填空侧重于对谓语动词和
非谓语动词的考查， 在10个
题目中占了4个，其余的考点
分布在介词、 形容词及比较
级、名词、固定搭配和从句引
导词。 整个的第三部分语言
知识运用部分没有偏题、怪
题， 甚至也没有考常见的失
分点， 如动词过去式过去分
词不规则变形， 形容词变副
词等。 词性转化考的也是学
生非常熟悉的词:careful，
对动词时态的考查的两个题
都是一般现在时态。 语法填
空和短文改错的语法考查
点均涉及到谓语动词时态，
介词， 冠词和名词单复数，
这也反映了今年的全国I卷
相比往年具有稳定性。 从语
篇选材来看， 所有语篇都围
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
自我三大主题。 总的来说，
2017年的英语高考既突出
基础性和综合性的考查，也
凸显了英语学科素养和高考
的育人功能。

长沙市长郡中学教务处副
主任、数学高级教师 王毅

今年的试题相比去年，除
了将选做题由三选一改为二选
一之外，其余部分保持稳定，没
有大多变化， 思维难度略低于
去年，而计算难度略大于去年。

在考试说明中，就今年的
试题明确提出基础性与应用
性，在这次的试题中有明显的
体现，经典的基础题，每年都
考，比如：集合，逻辑，复数，三
视图，二形式定理，程序框图，
平面向量，线性规划，等差数
列， 等比数列的通项与求和，
圆锥曲线的离心率等等，这些
试题难度较小，是学生的基本
得分点，只要同学们掌握了高

中数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就能
取得不错的分数。 关于应用
性，已逐步形成了全国卷的特
色与亮点。

其实一张试卷的难与容易
都是相对的，再难的试卷，必定
有相当数量的基础题。 而即便
是容易的试卷， 学生也可能在
考试中会碰到不同的障碍，关
键是在碰到这些障碍后， 学生
该如何应对。 这对学生的综合
素养提出了较高的挑战，比如：
我是该死磕还是放弃？ 我该如
何整体分配答题时间？ 这些都
需要学生临场内心的镇定自
若，迅速调整心态，形成方案。
而这些素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
夕的功夫，需要不断的历练。

长郡中学高三文科数学备
课组长 毛水

湖南从2004年开始自主命
题（语数外）到去年共12年，已
形成了一定的风格。 但从去年
开始， 湖南又加入了全国卷的
大潮中， 从今年的文科数学试
题来看，有下列显著特点。

试卷更贴近文科生的实
际， 去年我省第一次使用全国
新课标卷， 高考命题老师对于
文科生的实际了解不够， 盲目
追求文理同卷这一趋势， 去年
文、理科相同的选择填空题有6
道，导致文科卷难度偏大，今年
试卷有所改变， 相同的题目只
有2道，从而降低了文科试卷的
难度。

全卷难度适中，没有偏题、
怪题，试卷区分度好，能为高校
选拔人才做很好的参考。

不求知识覆盖面的广度，
而是重点知识重点考查， 如函
数与导数、 三角函数与平面向
量、 数列与不等式、 统计与概
率、解析几何、立体几何、选做
题七大模块是考试重点。

命题角度新颖，关注生活，
对学生意志品质是很强的考
验。如第19题，题目阅读量大，
学生有畏难情绪， 普遍反映这
道试题不好做。

鉴于全国卷的上述特点，建
议更加强化数学的重要地位，加
强意志品质的训练，避免心浮气
躁，沉不下心。最后，要掌握解题
规律，提高能力。今年高考试卷
整体难度较去年有所下降，但考
查能力的试题也不少。希望新一
届同学在函数与导数、圆锥曲线
等能力考查较为频繁的知识点
中多加强训练。

长沙市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中语文教师、“青春悦读”课
题主持人 张曲

今年全国卷1语文卷试题，
严格按照《考试大纲》的要求命
制， 考点覆盖面和试卷结构合
理，能力层级比例配置恰当，难
度适中。同时，体现课程标准的
精神， 注重考查中学生核心素
养，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
家国情怀。 正所谓“潮平两岸
阔，风正一帆悬”。

相较往年， 试卷扩容加量
不加时，题型变化较大，主观题
减少客观题增加， 整体难度和
往年持平。同时，选材方面明显
倾向于社会热点、传统文化。体

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国家文
化战略。今后在备考过程中，建
议考生以《考试大纲》为纲，在
提高阅读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
的同时，关注时代发展。

今年成语题、病句题、补写
题没变， 表达得体题替代了虚
词选择填空题， 逻辑推断题替
代了流程图题。 这些变化在考
试说明中都有体现。 需要引起
重视的是， 湖南卷曾经多次考
查过的语言运用得体在全国卷
中出现了。 重点考查词语的敬
谦、褒贬以及使用对象，如“舍
弟”“献丑”“垂询”“内人”等。备
考此类题型时完全可以和古代
文化常识相结合。

【语文】 注重学生的人文情怀和家国情怀

【数学（理科）】凸显“基础性与应用性”

【数学（文科）】 应加强函数与导数等试题训练

历史：重视逻辑思维训练

长沙市南雅中学高中历史
教研组长 陈湘辉

突出了对历史基本素养的
考查。比如第26题，提供了《旧
唐书》和《新唐书》对同一历史
事件不同的历史叙述， 要学生
据此确认正确的历史事实，这
个题本身并不难， 而且在以前
的高考中也出现过。 但是它却
要求正确区分历史叙述和历史
事实， 这涉及到历史的基本方
法和素养，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针对这些特点， 教学中应
加入历史基本素养和逻辑思维
的训练；注意平常的古今结合、
中外结合的小专题训练。

地理：避开社会热点
回归原生态地理

长沙市南雅中学高中地理

教研组长 刘云贵
高考文综地理学科命题相比以

往，稳字当头。避开了地球宇宙环境
和大气环境两个难点， 实属少见，也
避开社会热点， 回归原生态地理，重
学生探究能力的考查，整体试题设计
符合学生认知水平、 试题难易适中，
考查内容全面， 题目中图文信息量
大，但信息充分，科学严谨，利于考查
学生综合能力。

政治： 试题具有鲜明的价值
导向和育人功能

长沙市一中高三备课组长
熊艳

2017年高考思想政治试题，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贯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 反映国家建设发展
成就， 试题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
和育人功能。

【文综】

【理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