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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高考全国共有 9套语文试卷，其中教育

部考试中心统一命制3套，另有北京、天津、上海、浙

江、江苏、山东分省自主命制 6套。2016年高考语

文全国卷命题主动适应使用全国卷省份的调整，严

控试题质量，合理控制难度，实现平稳过渡。

1 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充分发挥育人功

能和导向作用

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中，“深入推进

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是本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之一，教育部的 2016年工作重点中也把“推进考试

内容改革，充分发挥高考命题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

向作用”列为重点工作。发挥好、利用好“高考指挥

棒”的作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不仅是高

考命题总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高考语文学科命题

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在高考的考试科目中，语文是

综合性强、关注度高、影响面大的学科，一段阅读语

料会让考生铭记终生，一个作文题目会引发社会广

泛讨论与深入思考。2016年高考语文命题，通过对

材料的细致甄选、试题设计的明确指向、答案构拟

和评分标准细化等多个环节的精心设计，引导考生

在展示语文学习成果的同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主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内化

依法治国理念，自主强化创新意识，并向整个社会

传递正能量，传播好声音。

2016年高考语文全国Ⅱ卷作文题“语文素养提

升大家谈”，直接聚焦语文学习和语文素养，试题要

求考生通过比较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和社

会生活实践三条提升语文素养的途径，阐述自己的

看法和理由。语文素养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

的关键所在，又是与考生日常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

话题。该作文题在考查考生写作能力的同时，传递

出这样一种理念，即以热爱之情感受语文之美，以

敬惜之心对待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以使命之责

认识语文之于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意义。

全国Ⅰ、Ⅱ、Ⅲ卷的文言文阅读题，强调古为今

用，注意挖掘传统作品的当代价值。全国Ⅰ卷中

“曾公亮的为百姓兴利除弊”，全国Ⅱ卷中“陈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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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畏权贵一身正气”，全国Ⅲ卷中“傅珪的守正不

阿清廉为官”，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也为今天的反腐倡廉、从严治党带来深刻启迪。全

国 3套卷的古代诗歌试题分别选取唐代李白的《金

陵望汉江》、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节选）和

宋代曹翰的《内宴奉诏作》，3首诗歌通过中国古代

文人武将对热爱祖国、报效祖国情感的抒发，体现

出爱国主义的传承性和深厚的民族心理底蕴。

全国Ⅲ卷实用类文本阅读题“一代通儒顾炎

武”最后一道试题谈到，后人将顾炎武“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要求考生就此谈自己的看法。这一问题在全国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共同奋斗的时

期，有着特殊的意义。山东卷文学类文本阅读题节

选自裘山山的小说《琴声何来》，小说中大龄单身的

心理学女博士吴秋明，不仅给儿童村的孩子们送去

生活用品，更用自己的怀抱去温暖他们。这种无私

而又细腻的爱不仅打动了小说中的马骁驭，更传递

出文明、和谐、友善的价值观念。

2 精选试题材料，体现我国社会发展的时

代精神

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经济实力、科

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为全方位地体现我国社会的新发展，秉承贴近时

代、贴近社会现实、贴近考生实际的重要命题原则，

高考语文试题从新闻、科普文、学术论文、文学作品

等材料中，选取大量生动鲜活的事例，引导考生将

自身的发展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起

来，激发考生紧跟时代、锐意进取的使命感和建设

祖国的主人翁意识。

全国Ⅲ卷作文题以“小羽的创业故事”为材料，

引出青年技术创新和自主创业、市场经济环境下的

法制建设和政府职能等话题，考查考生对生活的观

察思考能力，也从侧面体现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中国

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之间

的密切关系。小羽的梦想是她个人的梦想，但为个

人梦想提供广阔舞台、为个人梦想提供蓬勃生长空

间的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北京

卷阅读试题所选材料概述了我国近十年深海潜水

器发展的基本情况，“蛟龙号”逐步潜入深海、深渊

并突破世界深潜纪录的过程及“彩虹鱼号”开始试

潜并计划下潜万米深渊的宏大图景，展现了我国近

年在海洋研究、生态研究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展示出我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坚实步

伐。全国Ⅰ卷的文学阅读试题选取作家李锐的小

说《锄》，呈现了吕梁山区一角的农村在城镇化、工

业化洪流中的一幕现实。通过农民六安爷以锄地

为“过瘾”的情节设置以及对劳作的深情描绘，传达

出乡土社会对绿色发展的渴望，发人深思。上海卷

文学阅读试题选取的《湖殇》一文，一改通常山水散

文的单一抒情笔调，通过描绘艾比湖 30年间的急

剧变化，直抒胸臆地写出了对湖泊之“殇”的悲恸，

对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这一严峻现实进行了反

思。无论是《锄》还是《湖殇》，都不仅反映了在推

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要

性，也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层心理诉求。

3 深化考试内容改革，体现语文的基础性

和综合性

《实施意见》指出：“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

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

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

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在 2016年高考语文试题中落实考试内

容改革的要求，突出语文学科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

的特点，在对阅读理解能力的考查方面，试题材料

广泛选取多种体裁的文本，包括诗歌、小说、散文、

传记、科普作品、学术论文、新闻报道等多种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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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如文字、思维导图、表格

等；材料之间组合形式更加灵活多样，体现了大数

据、自媒体时代的阅读特征；试题的设问侧重对逻

辑思维能力的考查。在对语言表达能力的考查方

面，既有对字、词、句、篇等综合语言技能的考查，也

有展现学生综合写作能力的材料作文试题。

全国Ⅰ卷的第 17题采用图形与文字混合的形

式，给出思维导图（见图 1），要求写成一段内容完

整、表述准确、语言连贯的语句，考查考生用简明准

确的语言进行构思转写的能力。江苏卷第3题给出

4项引用诗词的语句，要求找出引用不符合语境的

一项，第 4题要求判断给文章集子的命名是否恰

当。山东卷第 18题要求删掉通知中冗余的词语并

找出不得体的词语。这些试题都与学生语言表达

运用的实际紧密结合，非常有新意。

2016年高考语文试题探索更加丰富的设问角

度和更加简洁的设问技巧，鼓励学生探讨不同问

题，提出自己见解。全国Ⅱ卷文学类文本阅读《战

争》第11（4）题要求讨论小说的标题是否合适，实用

类文本阅读《吴文俊的数学世界》第12（4）题要求就

广泛兴趣与专业研究的关系进行分析。全国Ⅲ卷

古代诗歌阅读《内宴奉诏作》第8题要求分析“臂健”

“眼明”与“臂弱”“眼昏”哪一种表达更好，文学类文

本阅读《玻璃》第11（4）题要求选择认同对象并给出

理由。天津卷古代诗歌阅读要求分析“望”与“空”

哪个字更好，语用题提供可选择的任务让考生评价

或推荐根据李商隐《夜雨寄北》译写的新诗。江苏

卷现代文阅读要求探究小说结尾“微笑的意义”的

意蕴。北京卷文言文阅读试题要求考生回答获得

了哪些启示；等等。这些试题的命制思路都倾向

于将答案向考生开放，引导考生学会面对不同的

见解或意见并作出选择，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积极

创新，有效地发掘出自己的潜力，展现自己的能力

和风采。

4 满足高校选拔要求，提高考试信度和效度

高考必须满足高校对合格新生的选拔要求，这

就要求考试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2016年高考

语文试题通过均匀分布考点、合理搭配试题难度、

增加试题区分度、防止宿构套作等方式提高考试信

度和效度。

在内容覆盖面方面，2016年高考语文试题内容

覆盖全面，包括论述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

实用类文本阅读、古代诗文阅读、名篇名句背诵、语

言知识运用和写作等。不同试卷侧重的内容略有

区别，但方方面面均有涉及。考查的能力层次丰富

合理，包括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

用、探究等。以2016年全国Ⅱ卷为例，在2015年的

基础上调整了部分题型，删减了考点重复的试题，

代之以新题型，如第15题，试题内容如下：

填入下面文段空白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比尔·布莱森在他的《万物简史》里介绍了超级

火山的巨大破坏性。以美国为例， ① 境内有一

座超级火山喷发， ② 其产生的巨大能量将摧毁

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所有东西，无数人会因此丧命，

③ 会导致整个国家被深达6～20米的火山灰覆

盖，随后 ④ 会出现其他许多可怕后果。 ⑤
目前人类还无法预测美国超级火山会在何时喷发，

图1 2016年高考语文全国Ⅰ卷第17题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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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了解了它的杀伤力有利于我们制订各种减损

预案。

在试题难度方面，2016年高考语文试题保持难

度的总体稳定而又有所优化，以难度适中的试题取

代过难和过易的试题。在选材方面，保证公平是最

低要求也是最高标准。2016年高考语文试题充分

考虑到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之间的考生

差别，努力避免公平性问题的出现，比如全国卷在

选择试题材料时，避用新式传播媒介中热议而传统

传播媒介中罕见的话题，避用经济发达地区常见而

经济欠发达地区稀少的事物，避用新近流行、被赋

予特定内涵的词汇。在试题设问时，以公布的考试

大纲为本，题干清晰、简洁、明了，避免阅读障碍。

2016年是高考改革的“深化年”，高考语文试题

贯彻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展现了我国社会

发展的时代精神，体现出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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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ntent Reform Led by Ability and
Competence Assessment: An 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Papers of

the 2016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bstract: Aiming to improve test paper quality through enhanced foundations and comprehensiveness,
strengthened assessment of competence and ability and scientifically designed test content, the Chinese papers of
the 2016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ve become a“classroom”for foster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
opening up a window to modern China, leading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ntent reform and repres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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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 一旦 则 ／ 也 即使 然而

B 倘若 那么 进而 ／ 由于 所以

C 假如 则 甚至 更 ／ 那么

D 只要 ／ 而且 还 虽然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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