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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吧！中考倒计时一个月
本报特邀名师奉上“复习攻略”
□2018

□

距离2018中考还有1个月时 针对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间，如何在这最后一阶段高效复 历史、思品等七门学科，为考生进行
习？昨天，本报邀请了扬州市一线省 详细的考前指导。
特级教师、高级教师、教学能手等，

历史

专题复习+实战演练

数学

夯实基础，
提高技能，领悟思想
张晓林 省特级教师 正高级教师
（

、

）

考前一月，建议夯实基础。一 尤其要充分利用错题资源，通过整
方面要把课本中所涉及的概念、性 理、分析、研究，发现数学能力低洼
质、公式、定理等重要知识点进行 之处，并用类似问题强化训练，提升
必要的梳理和归纳，形成完整知识 解题能力。
网络，并灵活存储、提取和应用；另
复习不但要“埋头干活”，还
外要认真钻研课本中典型的例题 要“抬头看路”。数学基本方法有
和习题，做到懂一题、知一类，力争 配方法、换元法、构造法等。数学
基础题得满分。
基本思想有一般与特殊思想、化
此外，要注意数学基本技能训 归思想、方程思想、函数思想、数
练，保证解答题正确率，避免“会而 形结合思想、分类讨论思想等。在
不对”、“对而不全”。复习要有针对 解题结束后养成反思习惯，归纳
性地进行运算能力、代数式恒等变 总结数学思想方法，提高解题灵
形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数学语言 活性和准确性。
表达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训练。

语文

王齐 （市中青年教学骨干 、
田家炳中学历史备课组长 ）

在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历史复习一
定要做到点、线、面结合。复习考点时一定
要结合《中考指要》要求。
从近几年的中考命题趋势来看，一道题
资料图片
往往涉及多个考点。因此单一考点复习就不
够了，必须将考点串成线，进行专题复习。老师
会根据重点将有可考性的内容整合成专题，
考生留心听讲，做个有心人，随时补充总结。
回归课本，实战演练
全面检验点、线复习的效果，最好的做
法就是做真题。建议考生最好按照中考要
朱莹 （田家炳中学物理教研组组长 ）
求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整份试卷，如果分开
目前阶段应根据自身实际有针对 分析；回顾各种实验的原理、研究方法及 完成，也一定要限定时间，这样才能达到实
性地复习，查漏补缺，做好知识网络的 过程；实战演练，提升综合解题能力。把每 战演练的效果。
完善、解题方法的归纳和应试技巧的总 一次模考当成中考，设定标准时间，调整
结，便于以最佳状态进入考场。对做过 应试状态。通过实战演练，提升提取和分
的练习进行纠错和反思，分析原因。 析信息的能力和运用物理知识分析、解决
少做题，多总结答题技巧
回顾重要物理概念和规律形成的过 问题的能力。同时在演练中还要特别关注
程和运用的科学方法；回顾教材中的实例 解题的准确性、规范性和答题速度。
甘文兰 （ 市政治学科教学能

物理

思想品德

注重识记积累，
基础分分必争
张俊 高级教师 市语文学科教学能手
（

、

首先，注重识记积累，基础分 架结构，做到心中有数，并回忆联
分必争。中考中低档题，历来都是 想围绕这些知识点考过哪些题型，
“兵家”必争之地。对所需背默的文 每个考点又是怎样的出题方式、解
章的复习，考生必须要记牢、记准、 题步骤和答题方法。最后一个月，
动手，把平时的易错字常写写，逐 不能盲目做题，而是要注重典型例
字过关；文言文的翻译练习要坚 题的总结，错题订正后的反思。
持，最后阶段要做到字字落实，宁
作文是整份试卷中分量最重
少勿错。
的题目，也是语文学习中的重中之
明确考点考式，加强归纳反 重，建议采用“三线并行”法：储备
思。对照《中考指要》，构建知识框 素材，能力强化，自我补充。

英语

（

、

注重积累，重做错题
陆荣清 田家炳中学化学教研组组长

）

定时定量练习中考题型
朱晓峰 高级教师 田家炳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

（

最后阶段的复习，考生可选择历
届中考试题，按照选择题、填空题等
题型进行强化训练。这不仅有助于总
结某一题型的解题思路和方法，也有
助于发现答题过程中的弱点，集中突
破。
遇到实验探究题时，通读题目，明
确题意，抓住“提出问题、设计实验、得出

结论”等环节的相互提示，顺利答题。一
定要留意资料中提供的信息，解题时信
息一定要全部用到，否则极有可能分析
问题不全面。
使用模拟试题时，建议限时完成，
重视错题；对待错题时，要找错因，从
而弥补；注重积累，反复纠正。一段时
间后要重做错题，会有新的收获。

【新闻延伸】

）

级。2015年升入初一年级的学生在
2018年参加中考升学时，地理、生物学
科会考成绩均应达到C及其以上等级方
本报讯 （ 记者 刘冠霖 ）根据《扬州市 各科考试成绩由市教育局统一合成、分 可报考三星及以上普通高中（包括参与
2018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和高中招生方 县（市、区）发布。文化考试时间为6月15 热点高中指标生定向分配），凡会考科
案》，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思想 日—17日，考试结果以分数形式呈现。从 目成绩有D等级者要求升入省三星及以
品德、历史为中考文化考试科目，在初三 2018年中考开始，思想品德和历史考试 上普通高中就读的，市教育局一律不予
年级进行。
合场、分卷，中间间隔10分钟用于试卷收 办理普通高中学籍。2016年升入初一年
其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发、学生不离开考场。
级的学生在2019年参加中考升学时，地
实行闭卷考试，思想品德、历史实行开卷
地理、生物学科实行闭卷考试，在 理、生物学科会考成绩均达到B及其以
考试。各文化学科由市教育局统一命题、 初二年级进行。地理、生物会考结果以 上等级，在升学时方可享受热点高中指
制卷、网上评卷。英语听力口语测试按省 等级形式呈现，分A、B、C、D四个等级， 标生待遇；会考成绩均达C及其以上等
统一要求组织成绩计入英语学科总分。 根据考生成绩按比例折换成相应的等 级者方可报考三星及以上普通高中。

邗江区有艺术特长的初三毕业生注意了

公道中学启动2018年艺术特长生招生
仅限邗江区应届初三毕业生报名

）

中考思想品德试卷难度有限，开卷考
试的特点之一是“题在书外，理在书中”
（形散而神不散），根深才能叶茂，基础知
识是“根”，考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是
“叶”。只有熟读教材，熟悉考点知识，才不
至于出现在考场上乱翻书的情况。老师们
整理出来的关键句子的背诵和记忆至关
重要，选择题中会有许多来源于此处。
充分利用好《时政快递》，此类题目争
取不丢分。近期应少做题，多认真阅读重
要考题，比如历年的中考真题，总结答题
技巧和方法。 记者 刘冠霖

我市今年6月15日—17日中考

近几年中考英语注重基础知 些常错的单词和句型应准备专
识，突出教材考查功能。在剩下的一 门的笔记本记录，利用碎片时间
个月的复习时间里须回归书本，梳 反复记忆。
理知识点，构建知识框架。
保持题感很重要，对每年中考
考生应每天坚持按计划复习， 考纲和题型充分了解，考生应每天
勤记单词、词组、句型和要点。对 定时、定量完成部分符合中考题型
于固定词组和习惯用语要背诵 的练习。通过对试卷中错误的分析，
并能够默写。对于复习过程中一 集中力量把弱项补上来。

4月下旬，市教育局印发高中艺术特长生自
主招生工作试点办法。记者昨日了解到，公道中
学日前已启动艺术特长生招生。记者提醒，公道
中学艺术特长生仅限招收邗江区具有音乐、美
术特长的应届优秀初中毕业生。

手 、田家炳中学政治备课组长 ）

化学

复印件；近期正面免冠同底板二寸照片2张；学
生近3年获得的艺术类考级证书、参加全国、省、
市级艺术类比赛的获奖证书（选高级别的）原件
及复印件等相关材料（报名现场验核材料后，退
还材料原件）。考生通过资格审核后，填写《邗江
区公道中学艺术特长生专业测试报名表》报名，
领取专业考试证。

公道中学创建于1956年，是江苏省四星级
成绩将在6月5日左右公布
普通高中、江苏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江苏省高
中美术教育课程基地、扬州市艺术教育特色学
报名考生须参加由学校组织的专业测试。
校、扬州市高中美术学科教研基地、扬州市艺术 测试时间为6月3日下午2：00-4：00。音乐类加
特长生培养基地学校。
试项目如下：器乐（乐器除钢琴之外自备）、声乐
该校今年招收艺术特长生12人，其中音乐4 （自选歌曲一首，自带伴奏或清唱）、舞蹈（技能
人（器乐、声乐、舞蹈），美术8人。2018年邗江区 展示）；美术类加试项目：静物素描（8开纸几何
具有音乐、美术特长的应届优秀初中毕业生，且 体或静物组合写生：三个物体组合、结构素描）、
爱好美术和音乐，有一定的美术或音乐基础，具 国画（现场展示）、其他美术类（16开纸彩色儿童
备艺术培养潜力的学生均可报名。
画命题创作）、书法（临摹或创作）。
专业加试成绩将在6月5日左右公布，届时
报名截止到5月31日
考生可登录公道中学官网查询。特长生资格认
公道中学艺术特长生报名地点设在学校教 定，按照考生的专业加试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
务处，报名时间为5月20日-5月31日（每天上 名，同分人数超过计划数时，将采取二次打分办
午：8：00-11：30；下午2：00-5：00）。测试时间 法合理区分。中考录取时，考生专业测试成绩不
为6月3日下午2：00-4：00。
得低于60分，文化成绩不得低于全区普通高中
记者 蒋斯亮
报名考生须携带以下材料：户口簿原件及 最低控制线。

扬州市五星级旅行社扬州青旅热卖线路：
“

—
泰”疯狂 初夏巨惠——

泰国欢乐度假五晚六日游
（

扬州青旅独立组团 全程优秀职业领队带团 绝无自费可签入合同 ）

5

月27日 、6月1日 、3日 、6日 （机位有限 先到先得 ） 成人特惠价 ：1880元/人

扬州青旅咨询电话 ：四望亭旗舰店 ：87316888 87321022 87313999
秋雨路直营店 ：87882555 文昌西路直营店 ：87086677 仪征直营店 ：83424522
行程特色 ：

★扬州青旅独立自组，绝不拼团，全是扬州
人，专业导游全程贴心服务，让您畅玩无忧！
★扬州起止，真正的品质游，绝无自费（可写
入合同）！让您玩得开心、舒心，让您的家人放心！
★芭提雅金沙岛，蓝天碧海、水清沙白……更有热
带水果园水果任您吃。
★金宫/ 蒂芬妮/ 阿卡莎人妖歌舞表演、“东方
/ 暹罗公主号”游轮让您与人妖零距离……
★独家赠送价值800元大礼包：1.国际人妖歌
舞表演；2.3D立体艺术馆；3.热带水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