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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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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中名师兰红艳支招高考化学备考

这样做，你才能高效提升成绩
□本报记者 王雪

“2019 年化学学科考试大纲同 2018 年相比， 无太
大变化。 ”市五中名师兰红艳告诉记者，今年首次将“关
键能力”和“思维方法”写进考纲，说明高考更加注重考
生个人综合素质和用化学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她建议大家：夯实基础，提升能力，把心理因素与学习
状况有机结合起来，以挖掘自身最大的潜能。
兰 红 艳 ： 市五中中级优秀教师，在市级优质课大赛
中屡获一等奖，所撰写论文多次获奖。 任教于高三年级
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所带班级在年级考评中成绩
优异。

市教育局

党性教育促提升
本 报 讯（特约记者 王 丙 双 通讯员 张 玉
蕾）近日，市教育局组织局直系统党员干部到

加强原始积累

夯实知识基础

注重记忆， 加强原始
积累。 化学知识点多、碎、
杂， 需要理解记忆的内容
较多。 因此，每天要给化学
分出时间记忆， 直至对化
学知识能够正确复述、 再
现、辨认、直接使用。 不但

住许多零星的知识点。 这
就要求考生上课时专心听
讲， 把老师讲的自己不熟
悉的知识随手记下来， 课
下理解记忆。 当天任务要
不打折扣地完成， 因为即
使在课堂上听明白的东

无解题之法。
以本为本，夯实知识基
础。 教材是总复习的根，很
多经典考题都能在教材上
找到源头。复习时以考纲为
纲，以教材为本，认真阅读
教材，理解知识点的内涵及

要记住主干知识， 还要记

西，如不记在大脑中，也会

知识点的联系，注重知识整

强化归纳总结

合，形成知识网络。
重视课本实验。 实验
题一般都是源于教材， 不
是变换考，就是迁移考。 所
以要充分挖掘教材中重点
实验的考点、难点、疑点。
培养化学实验与探究的能
力，分析评价实验的能力。

做到融会贯通

依托训练，强化归纳总
结。强化专题训练，专题训练
通常以专题为载体，训练基
本技能，提炼化学观察与思
考方法，并用之解决典型化

总结做题规律比做题
本身更重要。 每次考试，应
重视测验中暴露的问题，认
真总结经验教训， 找出不
足，努力消除薄弱环节。 要

教老师，直到把相关知识点
都弄明白。 几天后，再回过
头来咀嚼一番，将自己尚不
清楚的知识弄透彻。
一题多练，力争融会贯

学问题。通过专题训练，要学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知识

会在阅读量极大的前提下，
从提供的新信息中准确地

的理解和能力的提升上。
纠正错题， 时常回顾。

通。巩固复习最简单的方法
是不断重复。 不要因为
这道题已做过而不去

提取实质性内容，并与已有
知识整合，从而解决问题。

重视改错，不仅要把每道错
题弄懂， 还要悉心领悟，请

做，要反复训练、反复
理解、反复复习。 通过

一次次阅读， 一次次演算，
保证以后遇到类似习题不
会出错。 另外，也不能因为
题目容易而不做，可以为难
题放弃，但绝对不为容易题
放弃。 ③3

新县、红安、桐柏举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红色党性教育主题研修班。
根据培训计划， 研修班全体成员进行了
题为《大别山革命精神和大别山革命斗争史》
的专题教学， 在大别山烈士纪念馆开展了缅
怀革命先烈主题教育， 在许世友将军故里开
展了
“
忠勇典范，道德楷模”现场教学，在李先
念故居开展了“服务大局，功勋卓著”现场教
学。 学员们缅怀了革命先烈， 接受了红色洗
礼，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启示，同志们纷纷表示
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达到了加强党性
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的目的。 ③3

淅川县

普法送法进校园
本 报 讯（记者 王 宜 迪 通讯员 张 斌）4 月

12 日，淅川县普法办、县司法局、河南赏春律
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一行先后走进多所学校，开
展送法进校园宣传活动。
他们先后深入淅川县第六小学、毛堂乡第

他是从山村走出的
“
励志哥”，跑遍世界又坐下读书终成大学老师

一小学、毛堂乡第一初级中学开展法治进校园
活动。通过开展法治讲座、发放普法书籍、宣传
页等形式， 使普法教育宣传活动更加贴近学
生、贴近校园，更有助于深化普法教育，提升青
少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屈重年：“见的世面越多，越觉得家乡好”

宣传课上，从校园暴力、校园欺凌、青少年
违法犯罪等近年来校园存在的突出问题，普法

□特约记者 屈连文

人员用生动鲜活的案例、幽默风趣的语言进行

今年 42 岁的屈重年是

研项目和河南省科技攻关

南阳师范学院的一名教师，
这位从偏远山村走出来的
大学生， 在跑遍世界后又

项目中参与或者主持多项
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
2015 年， 屈重年入选

坐下来静心读书， 最终博
士毕业回到南阳师院任
教， 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做
出了优异的成绩，被人们亲

河南省 2015 年博士服务团
工作，担任镇平县产业集聚
区管委会副主任一职，进行

“
励志哥”。
切称为
这位行走在校园内，因

他深切地认识到， 必须好
好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1994 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南阳市八中，3 年后又

任教。“
乡愁和信念，是支
撑我回来的精神力量。 ”屈
重年说。
见的世面越多，越觉得
家乡好。虽然南阳是农业城
市，师院是师范院校，但他
坚信伴随时代的滚滚车轮，

为期一年的锻炼和服务工

以全校第 10 名的成绩，被
我国最早的航海学院之一
集美大学录取， 学习轮机
工程专业。

黝黑的面孔和随意的穿着
总被认为是后勤人员或农

作，帮助园区企业对科技成
果进行认定和把关，让更多
的科研项目落地，打响了南
阳师院的工科品牌。

2001 年毕业后， 屈重
年被中波公司录用，开启长
达 5 年的轮机员生涯。屈重
年说， 海上漂泊的经历，让

都会越来越好。
当时，南阳师院机电工
程学院还没有成立，屈重年
的专业没有用武之地。但好

民工的青年教师，其实是南
阳师院博士团中的一员。
“
屈老师的课讲得好，

参加工作以来，屈重年
先后荣获南阳师院
“
文明教
师”
“
优秀教师”
“
优秀共产

他对家对国都有着深切的
情怀，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
自己的人生。“
一切都是浮

在他是
“
万金油”，自动化、
电机， 什么都能教。 2015
年， 机电工程学院成立后，

人也朴实， 我们都很喜欢
他。 ”学生凡森一提到屈重

党员”
“
创新创业优秀指导
教师”等荣誉称号，目前除

云，唯有知识丰满。”这个认
知， 让他在 28 岁时重拾书

他作为新学院的第一批老
师，和同事们一起开创师范

年就赞不绝口。

了担任教学工作外，还担任
南阳师院机电工程学院院
长助理等职务。
1977 年， 屈重年出生
于卧龙区潦河坡镇
杨河村一个偏僻的
小山村。 在那个穿不
暖、 吃不饱的年代，

本，并一举考上了天津理工
大学。 两年半后，取得硕士
学位的他，又考上北京工业
大学的博士。
2013 年，博士毕业时，
北京、天津、郑州等多所理
工大学向屈重年抛出橄榄
枝， 他却决心回南阳师院

院校的理工优势，也为南阳
这座农业城市的工业崛起，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我会好好珍惜， 也会
不断回报。 ”作为一名从上
大学时就已经入党拥有 20
年党龄的青年教师，屈重年
对未来信心满满。 ③3

近年来，屈重年先后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

不管是南阳还是南阳师院，

剖析，就未成年违法犯罪的几大因素、如何预
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遇到校园暴力该怎么办、
毒品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等内容进行分析。活动得到了广大师生和家长
的一致好评。 ③3

梅溪街道

志愿服务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张瑞华）4 月
12 日，卧龙区梅溪街道文化社区党支部、居委会
发动辖区老干部、老专家、老劳模、老教师、老军
人代表联合南阳市救助失学青少年志愿者协会
在中建小区开展志愿便民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

不仅为辖区居民提供免费补鞋子、磨刀、法律咨
询、健康义诊等，同时为了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
还组织文艺志愿者开展了群众文艺演出。
文化社区党支部书记朱彩虹说：
“
通过不
同形式组织开展各项便民、 利民的服务活动，
不仅为社区居民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同时促
进了邻里之间融洽关系，实实在在为社区居民
提供贴近民心、便民利民的服务，为社区增添
了新活力，活动受到了居民群众的好评。 ”③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