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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足教材，注重迁移

复习教材，温故知新，是今年语文备考
的重中之重。在市考试院历年发布的“考生
寄语”中，都会有类似“命题依据现有教材”
的表述，所以，有经验的教师在这个时候，往
往会叮嘱学生重读教材。2017年新《课程标
准》颁布，2019年新教材施行，本届考生是新
教材的第一批实践者。教材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重点看教材中的哪些内容呢？一看
古诗文，二看课后“学习提示”，三看“单元研
习任务”。如今的语文试卷，更重视学生语
文核心素养的考查，核心素养的基础，是知
识的转化迁移能力，掌握书本中的必备知
识，是具有该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2.新时代，要有新思想，要写新文章

“文章合为时而著”，高考作文应该体现
时代精神。过去，我们强调作文要写出真情
实感，文章结构要体现层次和脉络；如今，我
们还要强调，文章要彰显时代风尚。“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团百
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这也是
一个应奋进有为的时代。生活在其中，我们
的内心怎能没有触动？把身边的感动记录
下来，把内心的触动表达出来，积少成多，这
些就是最好的作文素材。作文需要吐故纳
新，去除笔下那些陈词滥调，涤除胸中的迂
腐气息，关注你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热爱你
所拥有的生活。

3.明白术语，规范答题

“以景结情”“细节描写”“使用典故”“比
喻通感”“虚实结合”“比兴象征”……这是近
几年高考鉴赏题中出现过的“艺术手法”，这
些鉴赏类术语往往是赋分的关键点，也常常
是我们作答时的切入点。只有对这些关键
词做到透彻理解并融会贯通，答题时我们才
能攻坚克难，应对自如。备考时，对一些常
规问法，我们也应梳理出常规的答题方法。
比如：问描绘了一幅怎样的图景，不要忘记
景物所体现的特征；问情感或含义，要多角
度分条列举；问作用，不要忘记文章的结构；
问人物形象的塑造，要知道除了正面描写，
还有侧面烘托等等。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的

方式，经常是：写了什么，为什么写，怎么写。遵
循此路径答题，虽不中，不远矣。

4.《乡土中国》和《红楼梦》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著作，社会科学的两
个重要目的是认识社会和服务社会。所以，我
们在备考时，要关注两个要点：一是重要概念的
理解，二是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做到能够运用
所学到的理论，解释生活中的现象，解决现实中
的问题。《红楼梦》是小说，小说有三要素：人物、
情节和环境。情节和环境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
的，人物是核心要素。在备考时，我们应遵循这
样的脉络去梳理每一个重点人物，即形象—情
节—性格—命运—主题。答题时，切忌空泛，应
言之有物。

1.发现问题，精准反思

“人能反己，则四通八达皆坦途也。”只
有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考生对自己的
问题进行精准反思是提高复习效率的首要
途径。

建议考生们选择最近做过的10套题，依
据问题类别认真整理问题数量，从而精准发
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如果感觉问题类别和
问题数量较多，无法全面覆盖时，建议和自
己的老师深入沟通，从中选准复习方向，力
求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突破。

2.聚焦真题，精炼思路

真题集中体现高考的要求，有助于考生
建构适合于高考的解题思路。

建议考生认真梳理2017年至2021年五
年间10套真题，在逐题分析答题思路的基础
上，横向比较不同年份试题对同一知识或能
力的考查，比如对于主旨要义的题目，每年
都有涉及，那么每年真题在答题思路上有无
共性，如果有共性，则需要将共性进行提炼，
融合为自己的答题思路，如果各有特点，则
需要将各自的特点分析清楚，丰富自己的答

题思路。

3.复练错题，精细梳理

错题的价值在于体现了考生知识的薄
弱点和能力的提升点。

建议考生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梳理
做过习题中的错题，并将自己的错题进行
分类，按照考查相近知识或相关能力的类
别分组，形成自己的专项错题集，比如时态
类错题集、非谓语类错题集，猜词类错题集
等，反复练习。在反复练习中，深入思考，
丰富自己对于相关知识的理解，探究答题

规律，攻克自己的知识薄弱点，提升自己的
语言能力。

建议考生在冲刺阶段可以结合真题和
错题，形成三套相当于高考题量的空白套
题，三天一套，在100分钟内完成，提升考试
临场感。

4.抓住词汇复习主线

词汇是外语学习的基础。冲刺阶段尽
管时间少，也要在词汇上下功夫，建议同学
们在冲刺阶段坚持认字、用字和练字。

所谓认字，是指通过构词法和具体语

境，在阅读中灵活理解词汇的意义和用法。冲
刺阶段不能不背单词，也不能只背单词。建议
考生每天坚持以真正读懂为目的读一篇高考真
题的阅读文章。高考真题的阅读理解每篇360
字左右，坚持十天就将近4000字，在阅读中提
升认字能力。

所谓用字，是指坚持练习写作。建议考生
对于高三练过的书面表达进行再审题、再构思、
再写作，坚持每天或每两天进行写作。在写中
提升自己的用字能力。

所谓练字，是指练习书写。有的考生可能
认为时间太短，练字效果不明显。有限的时间
内，想要大幅提升书写质量，当然是挑战，但“驽
马十驾，功在不舍”，冲刺阶段坚持练字，旨在提
升卷面工整感和提高书写速度，同时静心练字，
也是冲刺阶段的精神调整，每天不需太多时间，
在学科复习交替之时用20分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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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刊发下篇：语文、政治、

历史、英语、应考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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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高中语文学习到了“收口”的阶段，在这有限的时间里，
我们能够在哪些方面“奋力为之”呢？现做如下盘点。“收口”阶段 大有可为

天津市实验中学应届高三语文教师 李莹

语
文

1.关注时代主题，感悟时代精神

高考命题应体现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
神，同时关注对学生学科素养的考查。对时
事政治的考查特别能体现政治学科的核心素
养。因此，同学们考前应再次梳理主要的时
政材料，了解时政背景，明确材料与教材的衔
接点，提高运用教材原理分析解读材料的能
力。例如，我们要思考“共同富裕”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发展理念和收入分配的

关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我国的国体、
政体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
族精神的关系等等。我们要以时事政治材料
为载体，再次回顾和整合教材知识。

2.整合核心内容，梳理知识脉络

高考及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的命题要求
指出：试题考查的学科核心内容和主干知识
应具有合理的覆盖和比例。因此，考前同学

们要回归教材，重视基础文本，归纳核心内
容，熟知教材知识线索。例如，如果试题要
求运用《政治与法治》的相关知识，我们脑中
应清晰呈现本书线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如果涉及第二单
元“人民当家作主”的知识，应明确包含国体
与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等。

3.归纳模拟试题，科学合理“瘦身”

备考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试

题训练。因此临考前我们要回顾训练过的
试题，积累知识与方法。我们做过的模拟题
非常多，应该回头看哪些题呢？要做好合理
“瘦身”。非选择题我们要从各区、各校模拟
题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即材料体现时代精
神、设问科学合理创新、答案与材料关联密
切、答案覆盖教材内容比较全面的试题。不
宜过多，每个模块2—3个典型题，形成自己
的“题库”，考前再精析这些典型试题。同时
我们要让自己的选择题错题本不断“瘦身”，

把错题弄懂学会，然后从错题本中去除。

4.调整作息时间，注意答题规范

我们要按照市考试院发布的各科目考试时
间调整自己的作息，使自己能够在每个科目相
应的时间达到最好应考状态。根据自己选科的
情况，熟悉考试节奏。例如，如果同时选了物
理、思想政治学科，我们要在考前适应连续进行
两个科目考试的节奏。同时大家要注意答题的
规范性。例如，非选择题的答案要注意书写工
整，分点标序号，教材原理与材料相结合等。作
答内容不能超过答题纸边线，尽量不要大面积
更改。

考前几天，同学们要静心静气，一天一个脚
印，相信同学们的梦想终会实现。

大考在即，同学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考前这几天，
我应该做些什么？奋斗其时 从容应考

天津市新华中学高三政治备课组长 河西区骨干教师 刘婕姝

政
治

1.要抓住重点，立足中外纲要上下册，把
握各时期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中国古代
史要把握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巩固、发展
的历史；中国近代史要把握外来侵略者把中
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先进的中国
人探索国家出路的曲折历史；新中国历史要
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和
建设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世界近现
代史要把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

相互推动以及对世界的影响；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与竞争发展的局面、全
球化发展及问题等。

2.今年是天津市采用新教材进行高考
的第一年，要特别关注新教材中增加了哪些
新知识，提出了哪些新观点。如宋朝社会的
变化、元朝对边疆的成功统治、“东南互
保”、启蒙思想家中增加的亚当·斯密、全球
治理等。

3. 关注这两年的时政热点，联系教材
中的相关知识，以史为鉴。如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辛亥革命 110周年、中国恢
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大国关系、全
球治理等。

4.各类题的答题方法。对于历史高考
题，我觉得没有万能的模板，一定要严格按
照题目的要求作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
是，各类题还是有一个大概的答题思路。如

选择题，一定要注意时间，脱离时间的历史
问题是没法回答的。

材料题要对材料的引言、正文、出处等
一句一句地解读，全面获取信息，在此基础
上对材料进行概括、归纳、总结。历史主观
题的提问角度主要有以下几种：1.原因、背
景类：这类题要能从根本基本原因，内因外
因，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角度思考。2.特
点、特征类：要从所述历史事物的时间、空

间、主体、过程、影响等方面来思考。3.影响、
意义类：要从政治经济思想、国内外等角度思
考。4.评价、评述类：注意辩证、全面、历史地
看待问题，注意史实应用。5.历史小论文：首
先要根据所给材料和题目要求，明确论题是
发散型（材料信息多，考生可任选一点进行论
述），还是单一型（材料立意指向一个）。论题
的选取事关小论文题的成败，明确了论题的
同时也就清楚怎样进行论述了。论述时要注
意对历史事物按原因、过程、影响的历史发展
理路来进行，结论最好根据问题进行唯物史
观的升华。同时，还要注意小论文的格式和
书写规范。

最后，祝考生们顺利！

关注重点热点 以史为鉴
天津英华实验学校历史高级教师 白桂丰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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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复习，千头万绪，高考临近，时间紧迫。在有限的
时间内，驾驭“三题”即问题、真题和错题，紧握“一线”即词
汇主线，可以提高复习效率。

把握三题一线 助力“临门一脚”
天津市南开中学正高级教师 姚卫盛

英
语

1.日常作息

■ 调整睡眠，合理饮食

按照以往，高考答
题时间是在上午9时和
下午 3 时。调整生物

钟，让自己在这两个时段精力充沛。“夜猫
子”型学生更应调整。具体做法如下，（1）晚
上不管困不困，到点就上床，不看手机和书
本。（2）早上按照高考当天起床时间起床。（3）
除了中午时段，白天若有困意，采取喝水、转
移注意力等方法让自己保持清醒。

此外，高考临近，以常规食材为主，保证

必要的营养摄入，切忌油腻、生冷、不卫生的
饮食。
■ 理性复习，专注当下

最后复习以查缺补漏为主。不要盲目做
难题，容易造成挫败感，回归课本和基础，看
看错题集，保持做题感。课堂上或做题时，可
能会后悔过去、担心未来，难以集中注意力在
当下。此时，无须责怪自己，停下来，做一个
“静心练习”。考试时感到紧张或晚上无法入
眠，也可以做这个练习来镇静助眠。

将注意力放在你的鼻腔上，伴随着呼
吸，感受空气进出鼻腔的感觉，同时在心中
自我引导：“吸气时知道自己在吸气，呼气时

知道自己在呼气”。如此持续，保持对呼吸
的觉察，其间，注意力会跑掉、不在呼吸上，
再次将注意力放回到你的鼻腔上感受呼吸
即可。过一会儿，你就能平静专注。这个练
习简单有效，同学们现在就可以练起来，多
多益善。

2.接纳焦虑，表达情绪

■ 焦虑是正常的

高考前，多数学生会有焦虑情绪，例如
感到忧虑、担心、恐慌。疫情可能会放大焦
虑，有的学生觉得疫情会影响到自己高考时
的状态、有的学生担心线上学习很久导致成

绩下降、有的学生看不到其他同学的学习情
况害怕落下很多。首先，焦虑是正常的，绝
大多数人面对高考都有情绪起伏。其次，适
度焦虑是有利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不焦虑
并非最好，适度焦虑可以提升人体唤醒水
平，调动大脑认知加工，反而最有利于发
挥。此外，家长不必刻意强调放松，不必刻
意安排。
■ 倾听而不是讲道理

当孩子表达“我感到担心”“我有点慌
张”时，家长不要急于宽慰或讲道理，而要倾
听。用“说说看”“还有呢”“是这样啊”等简
单句子，引导孩子多说，家长则去倾听“孩子

的具体感受是什么”“具体想法是什么”。无论
孩子说什么，保持理解与倾听。通常情况下，孩
子能够完整说出所思所感，压力就会得到释
放。允许孩子的情绪有波动和反复，当他们再
次表达担忧等，保持理解和倾听。
■ 如果过度焦虑，可以考虑就医

个别考生可能存在过度焦虑。过度焦虑的
表现首先是，常伴有躯体化症状，如头痛、腹泻、
呼吸困难、四肢麻木等。很多人不理解，这些生
理问题其实是焦虑的结果。其次是谈考色变，
考生大部分时间忧心忡忡，尝试很多方法后都
难以平静。此时，可以考虑去综合医院心理科
或专科医院，请医生给予评估和干预。

此外，家长情绪稳定很重要，不必刻意改
变生活方式，如在家说话轻声轻气，走路蹑手
蹑脚，每一餐都很丰盛等，这些言行反而会向
孩子传递焦虑，造成心理负担。生活秩序正常
化即可。

高三学生即将面临高考这一重大人生事件，也是一次严峻考验。新冠疫情袭
扰，高考在即，如何进行心理调适，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是很多家长和考生朋友
格外关心的话题。我从下列几个方面为大家支招。

调整心态 回报自己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 毋嫘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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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住重点，把握各时期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还要特别关注新教
材中增加了哪些新知识，关注这两年的时政热点。考生们特别要注意的
是，一定要严格按照题目的要求作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