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聚焦
2022年5月25日 星期三 策划：王继然 责编：秦斌 美编：孟宪东

随着高考脚步的临近，本报邀请津城多位教学名师，在最后冲刺之时，联

袂为全市考生送上助考“锦囊”。高考，对于每一个考生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

心的历练，让大家在这其中学会了坚韧与拼搏。疫情防控之下，希望每一个即

将走上考场的你，都能从容应对，走过风雨，必现彩虹。无奋斗，不青春！

本期刊发上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

1.总结经验，专项提升，适量训练

同学们需要通过历次月考、模拟考找到考
试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时间分配、作答策略中存
在的问题等。通过对于试卷横向的总结，找到
自己哪个知识点薄弱，发现漏洞及时补上，再进
行针对性练习。整理错题，分析回顾问题所在，
再重新做一做。在最后阶段，坚持每天做题，保
持手感，要在准确地把握基本知识和方法的基
础上做练习，练习少而精，提高解题的效率。

2.提炼思路，落实方法，调整状态

我们已经进行了几轮复习，做过很多针
对高考的复习题目，里面蕴含着很多做题思
路与方法。把这些方法落实到位，融会贯通，
会提升做新题的能力。对于做过的题目，总
结思路方法，把题目中最重要的过程和规律
提炼出来，写在旁边，并仔细体会为何想到这
个思路，出现哪些条件适用于此方法，又如何
在新题中使用。落实到位，融会贯通，提升解
题能力。考试之前调整身心状态，学会掌握
时间，训练自己会做的题目都能做对，让心态
沉稳下来，减少考场上的不必要失分。

3.改善习惯，注重规范，稳定发挥

高考答题一定要注意规范性，比如立体几
何、三角函数大题的书写格式。考试中，要按

照由易到难的顺序做题。遇到不会的问题很
正常，转换一下思路，若仍无法解决，可以先做
后面的题目。调整和改善做题习惯，要仔细阅
读题目，看清条件，准确运算，规范书写。避免
审题失误、计算错误、跳步、不规范情况出现，避
免不良心态（比如为保证正确率，反复验算，浪
费时间，影响整体得分）。正确良好的解题习
惯，是正常或超常发挥的保证。

4.落实基础，回归教材，回顾高考

高考数学的特点在于有很大比重的基础
题，而且基础题和难题之间有很明显的梯度，
那么把基础题都做对，得分一定不低。不需
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压轴题上，基础题一旦
出现失误影响很大。现阶段利用好模拟套
题，进行基础限时练习。今年也是使用新教
材高考第一年，会体现新教材的新要求新内
容新变化，一些模拟题里也有所体现。这些
内容虽然不难，但是很新颖，定义概念容易疏
漏，需要复习。最后，还要回顾近年来天津卷
的命题特点，纵向把握其中规律与重点难点
所在，横向把握整体考试做题感觉。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在
三年的数学学习中，同学们以汗水为墨书写
难题百卷，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更要奋力一
搏，充满信心地迎接挑战。相信6月的你们
一定能满载硕果，惊艳整个夏天！

1.筑牢基础

纵观近几年天津卷物理高考题目不
难发现注重覆盖面、强调基础知识、突出
骨干知识的特点，力学、电磁学、热学、光
学、原子物理等知识全覆盖，我想2022
年高考依然会维持前几年天津卷的特
点，扎扎实实梳理教材中的知识点，做到
不留死角，不留遗憾。

2.强化重点知识

天津卷物理学科重点考查动量和能
量的方法、带电粒子（带电体）在场中的运
动、电磁感应问题。同学们一定要先对研
究对象进行受力分析，再看这些力有什么
特点，是恒力还是变力，研究对象的运动
过程怎样，适用于哪些物理规律。带电粒
子在场中的运动，要注意运动轨迹问题，
天津卷对轨迹问题的考查强调基本运动
形式。电磁感应问题，既要清晰研究对象
的受力特点，又要清楚运动过程中力做功
情况，更要深入分析能量是如何转化的。

3.重视实验

大家要整理每一个实验的目的、原
理、仪器的使用、数据处理、误差分析的方
法是否清楚。例如，同学们可以总结利用
打点计时器可以完成哪些实验，每一个实
验的原理是什么，需要测量哪些物理量，
如何处理实验数据，产生误差的原因和操
作中的注意事项等。伏安法测电阻中，同
学们要清晰理解电流表内接、外接法选取
的原则，滑动变阻器限流接法与分压接法
选取的原则，以及测量仪器（电表、滑动变
阻器等）的选取原则，并能准确画出实验
电路题。测量电源电动势和内阻的实验
方法，更应熟练画出实验电路图，知道图
像法处理数据的意义。

4.整理小章节知识

同学们在复习光学、原子物理部分知
识时，普遍感觉零散，不整齐，知识之间容
易混淆，不像力学和电磁学那么整齐，不
便于复习。同学们不妨用以下方法加以

整理，“重要理论+代表人物+实验现象”为
链条，利用思维导图构建知识树的方法辅
助大家识记，建立知识网形成知识链，更
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反复记忆。

5.关注热点

近几年来我国在多个领域取得飞速发
展，令世界瞩目。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体育
等诸多领域的发展都与物理学知识息息相
关。很多新情境问题由我们最基本的物理
知识做支撑，只要大家能很好地关注这些内
容，在考试中快速和我们所学的知识建立联
系，即可用自己掌握的方法破解难题。

6.整理错题

正确对待最近的练习，尤其是模拟
试卷。这些练习目的是检验我们的复习
成果，在高考前整理和修补知识与技能
方面的漏洞，梳理错题，结合自己知识或
者方法上的不足有针对性地练习，最后
阶段尤其不能盲目练习，有针对性地做
好复习才是提高成绩的法宝。

1.回归地图（高中地理地图册）

——梳理知识、明确思路

无图不地理，无图不成题。图文结
合是天津地理高考的特点。读图是一定
要先注意图名，然后是图例和注记涉及
到的全部内容。再结合问题分析图中呈
现的每个信息点，每个要点，包含的隐藏
信息。地图册是学习地理的工具，考试
前必须重新温习，关注细节，尤其是世界
气候类型分布图、世界六大板块与主要
火山地震带分布图、世界陆地自然带分
布图、世界一月、七月海平面气压、风
和气团图、世界洋流分布图等。同时中
国地理中涉及的地图内容更要记忆犹
新——中国的地形、中国的气候、中国
的河湖、中国的资源等。

2.回归课本（中图版新教材）

——夯实基础、突破难点

今年天津高考对首次使用新教材的
学生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新教材的
内容要熟悉，要深入挖掘教材相关素材，
整理分析，培养地理核心素养，强化人地
协调、家国情怀和世界眼光，关注国家、
全球的地理问题及可持续发展问题。重
点应关注新教材补充完善的内容，例如：
地质年代表及地球演化过程；海水的性
质；植被与土壤；地理信息技术；服务业
区位；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等）；海洋权益及发展战
略；海气的相互作用；上海大都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及选择性、环境与国家安全的
内容等。

3.回归错题（天津高考题）

——全面分析、减少失误

天津高考题在创新的基础上平稳发
展，突出带有天津特色试题设置，呈现出
强化主干知识的考查，越来越集中于主干
知识与生活相关性。在错题整理时要分门
别类地归纳总结，例如：等值线的知识，在
近十年的天津高考中呈现的形式，考查的
知识点内容——等高线中方位的判断及
沿途景观的变化；等压线中天气系统的判
读及相关的自然灾害；等温线和等降水线
中形成不同气温的原因及影响降水多少的
因素；等地租线中城市中不同因素对不同
方向地租变化程度影响的差异等。同时应
关注几个热点问题：耕地与粮食安全、南水
北调等跨区域调配问题、国家公园等。

无奋斗，不青春！送给即将走上高考考场的同学们

津城名师联袂送上助考“锦囊”（上篇）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高考备考已到最后冲刺阶段，如何进行科学、高效的复习，调试身
心状态迎接挑战？

数
学回归基础

注意新教材中的新内容
天津一中数学备课组长 顾若政

2022年的高考备考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这个阶段同学
们应该做些什么？

化
学回归教材 规范答题

天津一中高三化学备课组长 刘兰筠

1.调整心态，迎接高考

对于2022届的高考生，尤为重要的是要稳
定心态。高考，除了对于考生知识点的考查，
也是对考生心态的一次考验。现在大家要做
的就是平常心，按照老师的指导，安排自己的
复习进度。在考场里要做到胆大心细，摒弃杂
念，专注答题，只要把会做的都写对了，你的高
考就是成功的。

2.研读考试说明，回归教材

从2021年天津化学卷的难度分析数据，我
们可以看出，试题整体难度较易，没有难度区
间在0.4以下（较难）的试题，中等难度试题较
多，并且以主观题为主。这就提示大家，最后
冲刺阶段，要回归课本。而且2022年是使用新
教材的第一次高考，一般来说，试题的难度不
会很大，命题会体现出新版教材相对于老版教
材的变化，相信老师带着大家复习的时候会着
重强调这些知识点。此外，在各区的模拟题中
也体现了教材的变化，比如有关生物大分子核
酸的相关知识，还有各种基元反应机理的信息
题，等等。
新教材的五本书，大家要认真研读，在前

期做了大量练习的基础上，复习教材的时候，
可以联想这些知识点的出题方式、常见的易错
点，建立化学的知识网络，这是提升选择题的
正确率和做题速度的根本方法。

3.注意反思，避免错题再错

冲刺阶段，练习应以高考原题和各区模拟
题为主。可以把最近三年天津卷的原题再拿

出来做一遍，做题的目的是找感觉，感受高考
题的深度和难度，不要在偏、难、怪题上浪费时
间。重视对错题的反思、梳理，认真分析失误
的原因，是知识问题还是审题问题，如果是知
识问题，针对这个知识点，再去有针对性地复
习教材和笔记，查缺补漏，减少知识点上的漏
洞；如果是审题问题，应该总结自己在什么题
型上会失误，是没有有效捕捉题目的信息，还
是没有按照题目要求答题，比如关于原子结
构，要注意题目中的要求，可以为原子结构示
意图，基态原子的电子排布式或轨道表示式，
原子或离子价电子的电子排布式或轨道表示
式等等，务必做到按要求答题，减少失误。

4.提升答题技巧

规范答题，比如化学主观题里，有的题目
要求为选填，一定要按照题目的要求作答，例
如误差分析中选填“偏高”“偏低”，如果写成
“偏大”“偏小”就会失分，再比如二卷中的选择
题，注意选项英文字母的大小写问题。
注意答题时间安排，化学考试时长为60分

钟，一般来说，12道选择题的答题时间应该控
制在15分钟以内，4道填空题，每道题的答题时
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天津卷的阅读量比较
大，要做到在考场中心无旁骛地认真阅读，并
快速从题目中提取有效信息，有些题目的信息
不在题干部分，有可能在下面的问题中，所以
第一遍通读题目很重要，比如有机推断流程
图，一定要看下面有没有信息反应，以及问题
里还有没有有效信息，第一遍不能完全推出每
一步反应很正常，按照下面题目的问题去分析
作答即可。

物
理

在前期的复习中同学们已经掌握了基本知识和解题方法，最后这段时间的复习更
要重视方法，以巩固复习成果。同学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充分做好准备，合理备考。

筑牢基础 突出重点 关注热点
天津市耀华中学物理学科组长 市级骨干教师 陈健

1.回归教材找重点

重点关注“科学方法”、“探究实践”、
“练习应用”、“复习提高”、“生物科学史”
和“思考讨论”等六个模块。重点回顾减
数分裂、表观遗传、稳态、免疫调节、生物
多样性、人与环境、PCR和引物等八个
知识点。重点阅读教材中涂黑的主干知
识和关键学术用语。重点记忆教材中的
实验操作细节。

2.重温题目学技巧

■ 学会并联

在解答某些问题时，会涉及多个知识
点，比如，利用大肠杆菌生产的人胰岛素为
什么没有生物活性？大肠杆菌是原核生
物，原核生物无内质网、高尔基体，人是真
核生物，胰岛素是分泌蛋白，蛋白质的加工
需要内质网、高尔基体，蛋白质的空间结构
决定蛋白质的功能。解答此类问题时，需

要利用发散思维将这些知识点并联起来。
■ 学会串联

在另外一些题目中，会涉及多个具
有因果关系的知识点，比如，MiRNA可
以和甲基化酶基因的mRNA互补，抑制
翻译过程，导致甲基化酶的含量降低，减
少H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RNA聚合酶
可以与启动子结合，最终表达出H蛋
白，使生物出现特殊性状。需要利用逻
辑思维将这些知识点串联起来，并用简
图标注几个关键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特
别注意“促进”、“抑制”、“活化”、“激活”、
“沉默”、“表达”和“复合物”等关键词。
■ 学会适应

在信息题中出现了教材中没有的新
情景，比如，基因表达的调控、复杂的新
陈代谢和基因工程的应用，这类题目往
往高起点低落点，所运用的知识点是主
干知识，务必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被复杂
的情景扰乱思路。

■ 学会探究

科学探究中，要严格遵循对照原则、
单一变量原则和平行重复原则，控制好
自变量和无关变量，明确实验目的（内含
自变量和因变量），合理选择实验材料
（不要干扰自变量），严谨设计实验步骤
（取材分组编号，设置自变量，设置无关
变量，相同且适宜条件下反应，观察并记
录因变量），准确预测实验结果并能得出
相应的实验结论。

3.心理暗示变强大

时刻暗示自己要信心十足，告诉自己
内心很强大，付出一定会有收获。时刻提
示自己要保持情绪稳定，不受环境的影
响，不受模拟考试结果的影响，不受前一
科答题状况的影响，一如既往地冷静地处
理所有事情。时刻提醒自己要心细如发，
在审题、思考、语言组织和书写等所有环
节都认真仔细，最大限度减少失误。

生
物

高三学子即将迎来人生大考，如何高效利用考前这段黄金时间，生物老师给你支
三招，助你完美冲刺。

迎战高考 生物教师支招助冲刺
天津市第二十中学高三生物备课组长 和平区骨干教师 张恩卿

地
理

主干知识强化、区域对比分析、关注时事热点、注重天津特色，在备考的最后阶段，
三个“回归”希望为你的地理高考助力！

最后冲刺 做好三个“回归”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一中学地理学科教研组长 天津市学科领航教师 金玉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