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中考数学稳中有变，选
择题减少两道题，减少的6分将会
增加到解答题中。采访中，一些老
师认为，解答题更能考查学生知识
掌握的真实水平，考生需更加注意
解答题的答题规范。

海南华侨中学数学备课组组
长钟立清、海口市第一中学数学
备课组长林少娜两位老师认为，
海南中考数学科目主要侧重对基
础知识的考查，基础、中等、偏难
题型的分值比例是7：2：1。从近
几年的试卷来看，总体难易程度
没有太大变化，所以考生在接下
来的复习中一定要回归课本，不
断夯实基础知识。

数学考试题型千变万化，“刷
题”成为不少考生的应考策略。钟
立清建议，考生选择模拟试题时，
一定要有针对性。因知识点考查
不同，外省的中考试卷对于海南考
生并不适用。“模拟试卷最好选择
2014年后海南各市县的中考真题
试卷和模拟试卷。”

钟立清表示，在解答模拟题
时，考生要注意时间的分配，“例如
选择题一共要花多长时间，前面
20道基础题要花多少时间，学生
要通过平时的训练找到适合自己
的答题节奏。”

对于数学成绩较好的学生，
第21道和第22道解答题是拉开
分数的关键。钟立清、林少娜表
示，从现在开始，每周要保持解答
两道题以上的节奏。同时，要关
注分类讨论、数形结合等数学思
维问题。

钟立清说，上了考场，考生们
一定要放松心态，掌握先易后难的
解题技巧，碰到不会做的题，不要
过多纠结，可以先跳过去，把会做
的题做完后再回来解。如果碰到
没有见过的题型，要和平时训练的
题目进行联想，很多题只是改头换
面，但知识点的考查是一致的。此
外，解题时一定要细心，前面的基
础题要尽可能做对，“把该拿的分
全部拿到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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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多位语文老师接受采访
时表示，近几年，中考语文已从过
去对考生语文知识记忆的测试转
变为对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考查，
关注学生的理解能力和个体发
展。同时，有关传统文化内容的分
值占比在不断加大。

今年的中考语文，在过去基础
知识、古诗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写
作4个板块的基础上增加了名著
阅读板块，这个题型的分值从往年
的2分增加到5分。同时，在文言
文板块，区别于往年在两篇文章中
任选一篇答题，今年将对两篇文章
进行对比阅读，对考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海口市第一中学语文备课组
长文瑞芳认为，名著阅读考查比重
的加大，说明中考语文对学生课外

阅读要求的提升，“平时读书多、积
累多的学生肯定更容易得高分。”

文瑞芳建议，在最后的备考阶
段，老师应帮助学生对课标要求的
名著篇目进行快速系统梳理，对名
著的主题思想、主要人物性格、故
事情节进行回顾和消化。

在文言文方面，文瑞芳认为，除
了对实词、虚词含义的掌握，句子的
翻译等基础知识考查，今年的对比
阅读更注重考查学生对文章内涵的
理解。“老师可以帮助学生进行配对
阅读训练，例如同样以劝诫为主题
的文章，有臣子对君王的劝诫，也有
长辈对晚辈的劝诫。同样都是有贬
谪经历的作者，文章传递的感情、思
想、价值观也大不一样。”

在阅读理解板块，海南华侨中
学语文备课组组长林小玲认为，对
于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三大阅
读题材类型，考生都应熟练掌握基
本答题技巧。此外，说明文已多年
没考，考生不要忽略对这一文体的
掌握。文瑞芳提醒，现代文阅读从

10年前的一篇文章3000多字增加
到现在的6000多字，对考生的阅
读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考生
在平时的练习和考场上都要注意
控制阅读和答题的时间。

林小玲表示，今年50分的作
文中，卷面分占5分，所以考生一
定要注意书写的整洁。文瑞芳建
议，无论是记叙文还是议论文，考
场上，考生最好挑选自己最熟悉的
文体进行写作。“考生可以对作文
的开头、结尾、结构进行针对性练
习。尝试背熟十个好的作文开头
范例，熟悉句式的表达，这样上了
考场就能从容不迫。文章结构条
例要清晰，议论文要注意积累事
例、名言等素材。”

文瑞芳特别提醒，记叙文的写
作要注意细节描写，让表达更生
动，给阅卷者留下良好印象。“在最
后的备考阶段，考生可以尝试一篇
文章修改三遍，每遍都对人物、动
作、环境等描写进行细化，让自己
的写作水平不断提升。”

我的中国航天梦
■ 姜钧颢

2069年，因为污染严重，地球空气耗尽，中国决
定用航天飞船“诺亚方舟”号带着一亿中国精英飞向
广寒宫和火星。

我是一名中国宇航员，常年往返于火星、广寒宫
和地球之间。接到秘密任务后，我穿上最新款的宇
航服，火红色的头盔里设有人工智能设备，不仅能识
别我的语音命令，还囊括了宇宙八大星系大数据。
人工智能设备还可以与我的脑电波产生共鸣。宇航
服呈银白色，由新纳米材料制成，颜色可以根据我的
思绪发生变化。宇航服背部有折叠的激光武器，可
隐藏，攻击性强，一炮可以打下一个小行星。我的战
甲手臂处有一颗红心，它是我两年前从泰坦星中找
到的稀有材料，可容纳9000个激光球。在去年的变
异之战中，我已经用掉了 3000 个，现在剩下 6000
个。我的腿上有几个火焰喷射器，可以借此飞上天
空与敌人搏斗。我的手表就是这套战甲的收纳器，
只需要点三下就可以进入全副武装状态。

整装完毕后，我发动了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飞船——
MK85。MK85飞船是宇宙八大星系最强的飞船，可以随
意调节外观颜色及变换外部形态。MK85飞船由艾得曼
合金制成，刀枪不入，遇到敌机可以隐身，雷达都找不
到。此次回地球，我的目标是寻找地球上最后一颗“无限
宝石”，此前我已经找到了5颗“无限宝石”。利用搜寻器，
我发现最后一颗“无限宝石”目前位于日本富士山。

到了地球，我立刻飞往富士山，我按了三下手
表，便从飞船上跳下去。我全力加速来到火山底部，
发现了一颗散发着紫色光芒的宝石，便用激光切割
器把它抠出来。集齐了6颗“无限宝石”的我，一下子
成为全宇宙众多人士的追踪对象。在国家有关人员
的护送下，我带着“无限宝石”等新科技材料回到火
星，创造了“保护者”联盟。联盟成员个个身怀绝技，
都是全副武装的超级英雄。

[作者系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五（3）班学生，指导
老师：刘盈利]

参观湖南省博物馆，了解湖湘文
化；走入雷锋纪念馆，感受雷锋精神
……日前，湖南师范大学附属定安中
学（以下简称为湖师大附属定安中
学）组织初一至高三年级30余名学
生到湖南省长沙市开展研学活动，让
他们在行走中学习与领悟。

此次跨省研学活动为期3天 2
夜，在定安县尚属首例。近年来，定
安县中小学校积极开展研学旅行活
动，让学生们从“行走的课堂”中获取
知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今，越
来越多学生和家长纷纷加入研学旅
行的队伍中。为了让研学之旅走得
越来越好，定安县教育局与各中小学
校多方探索，不断拓宽研学旅行的形
式和内涵。

边走边问边学

“参加省外研学旅行，让人受益
颇多。最好的成长在路上，再多的文
字描述，也不如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让人更有收获。”近日，首次到长沙参
加研学旅行的湖师大附属定安中学
九（3）班学生颜由康说。

据了解，此次研学旅行活动一共
设置名城探索、名人故里、名校访学
和名山游历4个活动主题，组织学生
参观湖南省博物馆、雷锋纪念馆、湖

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湖南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和岳麓山等地。

如何让研学旅行与学校的日常
教学有机结合？“这要求学生们要带
着问题出发。”湖师大附属定安中学
校长郭在时认为，研学旅行不能“说
走就走”，学校在设置研学旅行的行
程时，一定要明确学习主题，并设计
参与性强、互动性高的学习环节，让
学生们在研学旅行中收获更多。

“我们在出发前半个月，就确定
了研学主题和行程，并让学生们通过
自主学习的方式，学习湖南历史文
化，了解黄兴、蔡锷等湖南历史名人
和雷锋的事迹等。”湖师大附属定安
中学研学旅行带队老师、学生发展处
副主任官锋俤介绍。此外，该校还为
此次研学旅行设计思考题，让学生通
过团队交流和讨论一起解决。在研
学旅行中，不仅要看和记，还要问和
想，从被动吸取到主动学习。

“研学旅行前，学校给我们发放
了研学手册，布置了研学旅行思考
题。”在研学旅行中，颜由康每到一处
都认真了解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这
样边走、边问、边学的学习形式很有
趣，也很有收获。”

“和课堂学习相比，研学旅行是
一种综合性学习，重点是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在郭在时看来，研学旅行
涉及吃、住、行、学等多个环节，融合

了文化体验、德育学习、安全教育和
生活教育等内容。研学旅行不仅要
让学生开阔个人视野，还要提升学生
的安全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研学旅行中，很多学生、家
长只在乎去了哪些地方，学到了什
么东西。但是，在学校看来，安全才
是重中之重。”官锋俤介绍，到省外
开展研学旅行，安全问题至关重要，
必须将安全教育融入研学旅行的每
个环节中。

据介绍，为保障此次行程安全，
湖师大附属定安中学专门选择有资

质、信誉好的企业或机构来安排行
程，做到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
应急有预案。出发前，学校带队老
师指导学生们认真学习安全事故防
范知识，提醒学生学会保管自己的
财物，增强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安
全意识。

提升人际交往能力

“和大城市的孩子相比，许多定
安的孩子成长环境相对闭塞。由于
父母经济条件有限，他们的出行经

验相对较少，性格较为内向。”官锋
俤表示，此次研学旅行中，学校除了
让学生亲身体验研学旅行的精彩，
还会鼓励他们多与当地人交流沟
通，进一步提升人际交往能力，激发
他们努力学习的动力，树立“知识改
变命运”的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研学旅行
中，湖师大附属定安中学还充分利用
合作办学资源，带领学生们走入湖南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湖南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参观学校课堂、宿舍和
社团，与当地学生交流学习。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
生，在社团活动中画的水彩画非常精
美。他们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培养
了很多个人兴趣爱好，我要向他们学
习。”湖师大附属定安中学九（2）班学
生冯学阳说。

在研学旅行中，成长的不只是学
生，还有随行的教师。官锋俤介绍，
此次研学旅行虽然收获不少，但也暴
露了一些教师对研学旅行所知有限
等问题。下一步，该校将加强教师培
训，细化研学知识点的设计，进一步
提升研学旅行的质量。

据了解，为了让学生们获得更
加立体生动的研学旅行体验，定安
县教育局将继续指导各中小学校不
断完善研学旅行活动行程，形成精
品化路线。

编者的话：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和众多科
幻作品的传播，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对航空航天
业的兴趣和热爱。很多青少年对太空充满了
幻想，纷纷通过写作、绘画等方式描绘自己的
太空梦想。本期《教育周刊》刊发的两篇习作，
描绘了孩子们想象中的未来太空世界。

2019 年中、
高考的脚步越来越
近，考生们已经进
入最后的备考阶
段。今年的考题设
置有哪些变化？如
何冲刺复习才能达
到最佳学习效果？
从本期开始，海南
日报《教育周刊》推
出“备战中高考”栏
目，特邀我省中学
名师为考生们答疑
解惑。

增加名著阅读板块
关注传统文化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湖师大附属定安中学开展跨省研学活动

研学旅行，最好的成长在路上
■ 本报记者 邓钰

来自2069年的一封信
■ 蔡岱珊

亲爱的小菜头：
嘿，朋友！你好吗？当你收到这封来自2069年

的信时，请别惊讶。因为我就是五十年后的你。
你所在的2019年发生了很多事。我还记得1月3

日“嫦娥四号”成功在月球背面软着陆，2月5日《流浪地
球》上映，4月10日黑洞照片发布……这些事情都激发
了你们对宇宙的好奇，对吗？现在，我要以一个亲历者
的身份告诉你，此后的50年，宇宙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民用火箭在2025年左右出现，现在就像飞机、火
车一样随处可见。整个太阳系除了太阳外，我们可
以着陆于任何地方，去其他星球转一圈就像你们出
国旅行一样容易。

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大事件——人类在火星等
众多星球上发现了具有智慧的高级生物外星人。我
们和这些外星人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人类在宇宙
中一点也不孤独了。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其他星球上设立了“太空
军”，这个军种与“海陆空”三军并列。当然，科学家
们从未停止过探索宇宙的脚步，中国已经有几部探
测仪飞出太阳系，到达银河系边界。“论宇宙之外的
宇宙”这一重量级世界研究课题也有了突破性的进
展，相信不久后又会有震惊世界的新发现。

说了这么多，你一定想问我们的衣食住行发生
了什么变化吧？别急，让我来告诉你：现在几乎每家
都有一艘小飞船，火星、木星、水星上都陆续建起了
房子。我们不仅有太空蔬菜，还有太空水果、太空
肉！跨星球合作的学校已经办好。

中国毫无疑问成为了世界航空事业的领跑者。
中国航空航天技术正在迅速发展壮大，“长征”系列、

“嫦娥”系列都增添了不少显赫的新成员，中国人民
友好的声音也被运载到几亿光年的远方，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在与外星友人的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黑洞中的暗物质、银河系众多小行星前世今生的秘
密都将被揭开。但是，仍有很多新问题正困扰着人们。

努力吧，亲爱的小菜头。希望你看到这封信后
更加努力学习。我在火星上等你的好消息哦。

——心尚年轻的老菜头
2069年4月18日

[作者系海口市第一中学初三（5）班学生，指导老
师：潘志茹]

各科名师来支招

助中考学子踢好“临门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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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基础知识复习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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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中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