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侯赛

针对高考地理复习，海南中学高级教师何燕认为，
2018年高考地理难度应该和去年相当。在最后的冲刺
阶段，考生要在提升全面分析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上
下功夫。

据介绍，在去年的高考地理考试中，很多考生得分不
高，不是因为考题难度过高，而是深度分析材料的能力不
足，审题不清，没有把握住核心考点。

“从命题方向来看，这些年高考地理命题中假设性、
模式化的题型几乎没有，大多是根据真实场景来设立问
题，以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考核目的。”何燕表示。

“不少考生地理知识点背了不少，却依然在高考中
拿不到高分，这主要是因为考生没有全面掌握基础知
识点。”何燕认为，目前，很多学生带着单向、直观、模式
化的思维方式来答题，缺乏全面分析题目的能力，这样
的答题方式当然得不到高分。

在最后的冲刺复习阶段，考生要注意回归教材，要对
照考试大纲的要求和教材上有指导性的引言，学会把课
本由“薄”读到“厚”，做到精读、深读。因为时间紧任务
重，有的学生一味多刷题，看着答案来做题，这种做法极
不可取。何燕提醒，想单纯靠刷题来获取高分是不可能
的。考生在做题过程中，一定要找出做错题的原因，理清
基础知识盲区。

根据自己多年的高考地理阅卷经验，何燕表示，很多
学生在回答主观题时审题不清，答偏题、答错题的情况时
有发生。高考地理主观题需要用核心要点知识回答，这
就需要学生提高审题能力，抓住题目考察的关键点。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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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挫折不期而至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高中生，最近参加了一
项比赛。因为是自己喜欢的领域，备赛过程
很投入也很享受。眼看胜利在望时，近日我
却突然被告知，我的作品不符合要求被取消
参赛资格。这个消息如兜头浇下的一大盆凉
水，我瞬间被绝望的情绪所淹没，整个人仿佛
坠入了谷底，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我应该
如何尽快摆脱这种恶劣的情绪？求赐教。谢
谢您！

一个陷入挫败阴影中的人

陷入挫败阴影中的人：
你好！你信中所谈之事让我想起一句

话，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遭遇挫折和不如意
是每个生命的常态。当挫折不期而至，每个
人都会出现郁闷、焦躁、颓丧、绝望等消极情
绪，这些情绪是人们面临挫折时，正常且合理
的身心反应。与其花力气与之抗争，不如省
下力气为自己做一些建设性的功课。我认
为，当下的你最应该做而且可以做的是以下
几件事：

第一，安抚自己的情绪。挫折突如其
来，往往令人猝不及防，情绪瞬间坠入深谷，
令人绝望颓废、低迷沉闷、焦躁不安。伴随
着这些情绪的还有各种负面的猜测与顾虑，
令人心灰意冷。此时当务之急是要安抚好
自己的情绪，尽快让情绪平静稳定下来。安
抚情绪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宣泄、倾诉、运
动、唱歌、看电影、睡个好觉等，你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方法。电影《寻梦环游记》里有
一句台词说得好：“人生再艰难，我还有我的
吉他”。这把“吉他”代表着你的兴趣爱好、
你的梦想、你的信仰等，它是你的精神支
柱。遭遇挫败打击时，它就是你的救命稻
草。一般来说，情绪低落时，找一个你信任
的人去倾诉，把消极情绪宣泄出来，然后去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能比较快速有效地安
抚躁动、郁闷的心绪，同时能让你迅速找到
对生活的掌控感。

第二，了解相关信息。你知道得越多，越
有利于你做出理性的决策和采取有效行动。
了解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可改变的，
你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拿这次备赛来
说，你需要进一步了解参赛作品的具体要求，
确认自己的作品在哪些方面不符合要求，是
否有改进的空间，看看自己在备赛过程中存
在哪些误区或盲点，再次认真研读比赛的规
则和活动说明，看看目前还有哪些机会可利
用。清晰把握比赛规则后，你要做的是接受
不能改变的，改变可以改变的。就算确定此
次不能参赛了，但至少你体验了一把备赛过
程，了解了比赛规则，收获了经验和教训，锻
炼了应对变化的能力，为下次比赛成功奠定
了基础。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很丰厚的
收获。

第三，做你能做的事。既然比赛已经终
止，你可以把之前花在备赛的时间收回来，回
归高中生本分，抓紧时间夯实学业基础，把备
赛占用的时间补回来。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
很难，毕竟挫败的情绪还挥之不去。在未走
出情绪低谷时，建议你先从简单的、擅长的和
喜欢的功课做起；允许自己放慢进度，但不可
以停滞不前。当你在够得着的范围内有所作
为时，就会逐渐跟上生活和学习的节奏，恢复
对生活的信心，情绪也会渐渐恢复正常。这
时候再去挑战复杂的和有难度的功课，就比
较得心应手了。如此循序渐进地做力所能及
的事情，是从低迷的挫败情绪走出来的最简
单实用的途径。

第四，试着积极赋义。积极赋义，是指心
理治疗师对家庭成员当前的症状和家庭系统
状况从积极方面重新进行描述，放弃挑剔和
指责的态度，并用新的观点取而代之。每一
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其意义，你要做的是挖掘
其中积极的元素，让这份经历变成一笔成长
的财富。比如，对你而言，这次的挫折至少有
以下几种意义：增强耐挫力、积累抗挫经验、
提升应对挫折的信心、扩大心理舒适空间等，
它会让你经一事长一智。取消比赛资格的好
处是可以给你更多的时间去完善你的作品，
帮助你了解参赛作品的具体要求，让你有时
间去兼顾高中生的学业和其他任务。世间从
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做的事，失败之所以
能成为成功之母，其前提是你能从经历中找
到意义并从中学习。

请记住，无论发生什么，生活总要继续，
学会与挫折共处，才能尽情享受生命的各种
际遇。当挫折不期而至时，告诉自己：“太好
了，又有了一次锻炼的机会。”用积极的行动
去替代沮丧、抱怨和担忧，找到生活的掌控
感。你会发现，挫折真的是你成长的“壮骨
剂”。每一次挫折之后必然会成就一个更加
强大的自己。加油！

惠君
（作者系海师附中心理教育中心主任、心理健
康教育特级教师）

■ 本报记者 侯赛

海南中学历史教研组长、高级教师吴福生表示，复习
中，考生要注意强化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
解释、家国情怀五大学科素养。

吴福生对今年高考历史可能出现的重点和热点内容
进行了梳理。他认为，高频考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
政治格局的演变，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
强及其影响；古代至近代中国经济文明；欧美资产阶级代
议制的确立与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
展；古代至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科技；西方的思想与科
技等。同时，要关注时政热点，比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建设美丽中国、近代环境问题、海洋强国理念、古代
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沿革和影响、全面依法治国等内容。

吴福生认为，今年全国高考历史试题将继续贯彻“一
点四面”（“一点”：在高考中体现立德树人的原则；“四面”：
在高考中体现核心价值、传统文化、依法治国、创新精神）
的考查原则。在冲刺阶段，历史复习切忌抛开课本和考纲
擅自圈定所谓的热点重点。考生在回归教材时要注意把握
突出主干知识，梳理时间线索。

结合历年高考阅卷的经验，吴福生指出，从历年学生
的答题情况来看，很多学生在答卷的时候，错别字太多，
语句不通顺，语法错误严重，文字表述不规范，缺乏历史
元素，语言逻辑性不强。因此，在考前训练的时候，要注
意加强这些方面的训练。

海口一中特级教师夏钦蓥：

重视新题型新课标

■ 本报记者 侯赛

海口一中政治教研组组长、特级教师张德明建议，考
生要认真研究近5年的高考真题、名校模拟试题，关注重
大时事热点，精准把握命题趋势。

张德明认为，今年高考政治命题要面对三大主题内
容：国家层面上，要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命题层面上，要关注“一点四面”和“一体四层四
翼”；学生层面上，要坚持“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学生）的命题原则。

此外，考生要重点关注党的十九大精神，这将是政治
科目命题的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高考政治命题的灵魂；重点关注命题着力点——思政
学科素养；重点关注命题的重要素材——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张德明表示，考生要有效建构知识体系，遴选核心考
点，关注重大时政热点，“不仅要‘一心只读圣贤书’，更要

‘两耳尽闻窗外事’。考生应重点关注从去年3月到今年
4月间的时政新闻，还要特别关注一些重大热点话题，比
如实施精准扶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经济发展新动
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工智能、工匠精神与中国
创造、信用建设与信用中国、三权分置、健康中国2030、中
美新一轮贸易战等。

“旧题错题是考生备考的宝贵资源。”张德明建议，考
生应检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找到自己的知识漏洞、思维
方式偏差、解题疏漏，将错误集中的知识点作为训练重点，
有目的地精选一些材料进行训练，不让同样的错误在高考
中重现。

海口一中特级教师张德明：

关注重大时事热点
海南中学高级教师吴福生：

回归课本 紧盯高频考点

■ 本报记者 侯赛

对于许多考生而言，物理是高考中难度最大的科目。海
南中学高三物理备课组组长、高级教师张玉海表示，在最后冲
刺阶段，物理学科仍要注意加强试题训练，进一步提升审题能
力，在模拟训练和专项训练上两手都要抓。

“现在处于新课改过渡期，这两年海南高考物理题型
预计将保持稳定，个别题目的命题方式会有所调整。”张
玉海表示，“进行试题训练时，考生可以选择近10年的海
南高考物理真题，也可以自行购买一些适合自己的习题
册。高考真题含金量高，考生要认真研究。”

在模拟训练上，考生每周至少要做两套模拟试题，提
高应试能力和做题速度；在专项训练上，考生要有针对性
地进行选择题、计算题、实验题等专项训练。

“复习时要抓住审题能力这个核心。不管做什么题，
都要认真审题，注意前后文的相互联系，文字图片相结
合，千万不要先入为主，更不要断章取义。”张玉海提醒，
审题时，首先要注重理解关键词语。所谓关键词语，可能
是对题目涉及的物理变化方向的描述，也可能是对要求
讨论的研究对象、物理过程的界定；其次，要注重隐含条
件的挖掘。有些题目的部分条件并不明确列出，而是隐
含在文字叙述之中，考生要把隐含条件找出来，这往往就
是解题的关键所在；最后，还要注意排除干扰因素。在一
些信息题中，题目给出的诸多条件有些是有用的，有些是
无关的。无关条件常常就是命题者有意设置的干扰因
素，只要能找出这些干扰因素，并把它们排除，题目就能
迅速得到解决。

答题时，考生要养成规范答题的习惯和以下解题基
本思路：认真审题——“找题眼”、正确画图——“找过
程”、正确列式——“写方程”、正确运算——“得结果”。

海南中学高级教师张玉海：

认真审题找准“题眼”

海南中学高级教师何燕：

抓住答题关键点

名师支招 踢好“临门一脚”

上期，《教育周刊》为
考生们详细介绍了语文、
数学和英语三科的高考冲
刺技巧。本期继续邀请我
省中学名师对政治等六门
学科的复习支招。目前，
距离高考还有半个多月，
希望这些名师梳理的复习
要点及答题技巧能在冲刺
阶段为考生加油助力。

■ 本报记者 侯赛

“2018年高考化学的命题难度与去年应该接近，不
会变化太大。”海口市第一中学特级教师夏钦蓥认为，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老师应该通过不断创设新的试题
情境，让学生了解一些新题型和新情境。考生要注意
回归教材的每个章节和栏目，做好课后习题，注意查漏
补缺。

“在最后阶段的复习中，有些老师喜欢参考外省的高
考模拟题。但是海南是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很多高
考的最新题型都会先出现在海南的高考试卷上，在外省
的复习资料上是看不到的。”夏钦蓥提醒，老师们应该注
意研究近年来海南高考试卷上出现的新题型。比如，有
机化学部分融入了无机化学的考点，有机化学部分从单
纯考察化学用语到夹杂计算能力、试验能力和文字表达
能力的考察。这些新的命题趋势应该引起重视。

“其实，每年的高考试题中，都有一些让考生感到陌
生的内容或题型，这是符合高考选拔原则的。遇到这些
考前没有接触过的内容，考生要保持冷静，不要乱了手
脚。”夏钦蓥表示。

此外，老师和考生们还要关注新课标的变化。教
育部今年年初印发了新版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
准，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课程要求，一些过去的选考模块
变成了必考模块，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例如，《化学与
生活》《化学与技术》曾经是选考栏目，现在已经转移到
必考栏目。

夏钦蓥提醒，好的心态是高考取胜的重要条件。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不要因为一两次模拟考试的失败
影响备考情绪，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从容应对即
将到来的考试。

海南中学高级教师王伟：

“专业范”答题少失分
■ 本报记者 徐珊珊

海南中学生物备课组组长、高级教师王伟表示，在
最后的冲刺阶段，考生应注意回归教材，重视课本基础
知识点的梳理。

王伟表示，构建知识网络、熟悉教材是生物学习中必
不可少的环节，教材知识掌握不牢，高考一定拿不到好成
绩。在备考冲刺阶段，考生一定要注意回归课本，背熟基
本概念，不要因为基本概念理解或阐述不到位而丢分。

王伟提醒，为了提高解题技巧和知识运用能力，考
生要保持一定量的题型训练，但不宜采用题海战术。在
冲刺阶段，要注意考前模拟题的训练。模拟训练时态度
要认真，注意提高正确率。同时，要高度重视近几年的
海南高考真题。考前练习真题，可以帮助考生们熟悉高
考的命题思路。考前4—5天，可以安排时间训练2套模
拟题，注意掌控答题节奏。总而言之，做错的高考真题
或模拟题都要梳理总结，查漏补缺，避免再犯。

做非选择题时，考生应该认真审题，不要急于作答。
要弄清楚题目中包含的问题有哪些，需要从哪些方面来
回答。由于审题不当，很多考生在非选择题的作答时普
遍存在回答不完整、缺乏要点等问题，最后遗憾失分。

“近年的高考试题，十分重视对考生实验设计和完成
能力的考查。”有多年高考生物科阅卷经验的王伟表示，
实验题的考查材料大多来自课外，但是考查原理都是课
本的基础知识。在冲刺阶段，要对教材中19个实验的选
材、目的、原理、具体步骤、结果及结论了然于胸。

在描述生命活动现象、过程及规律时，考生要注意使
用生物学专业语言来描述和解释，答题时可恰当运用课
本中一些结论性语句。王伟特别提醒，考生答题时一定
要准确使用生物专业术语，写错字或写漏字都会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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