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 科学备考"合理规划

# 要消除这样的误解! 以为语文没有长时
间的积累难以奏效"时间所剩不多 "学科成绩
提高的可能性不大$ 实际上"成绩的大幅度提
升正在这一时期% &市第二中学语文学科高级
教师胡鹏老师首先对语文学科的复习误区进
行了纠正$

胡老师建议考生在规划之前"首先要对自
己做一个冷静的分析! 分析自己的长处短处"

找准自己成绩提高的发展区$ 要在明确的备考
目的下理性安排自己的备考计划$

数学! 适量练习"突出重点

市二中数学组组长' 特级教师何一兵老
师告诫广大考生"考前切勿钻入题海 "更不要
只做偏'难'怪题$

何老师认为 "在考前这段时间 "考生应结
合考试说明的要求"掌握每个知识点 "做到全
面复习'突出重点$ 解题时"要有意识地用数学
思想去指导解题"这些数学思想包括方程与函
数的思想'化归与转化的思想 '分类讨论的思
想'数形结合的思想$ 考生要学会从多种方法
中选择最省时'最省事的方法"力求多方位'多
角度地思考问题"逐渐适应高考对# 减缩思维&

的要求$

英语! 坚持天天练

市二中英语组组长' 高级教师徐洁认为"

外语学习不可间断"针对这一特点 "考生应合
理安排时间"坚持天天练习"可坚持每天限时
训练两到三篇$ 限时时间要由长变短"到考前
阶段"最好是一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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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扫盲点"攻热点

市二中高级教师'政治教研组组长刘书敏

老师建议考生要根据( 考试大纲)梳理知识"保
证没有知识盲点$ 做到正确理解各个知识点"

以及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宏观到
微观$ 刘老师说"高考试题必然会反映国家意
志" 重大时政热点是高考试题的重要对象"学
会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说明评价重大时政热
点"是对应考学生的必然要求$

历史! 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市二中历史教研组组长'高级教师谢青峰
认为"在历史科目的复习过程中 "通史模式很
重要$ 考生必须打破模块界限" 实现政治'经
济'文化的联系和必修与选修的融合$ 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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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进行重点专题复习"做到古今贯彻"中外
关联"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要注重宏观
规律的总结"尤其是社会转型期的宏观把握$

化学! 补漏洞"找联系

市二中化学组组长'省优秀班主任李桂超
老师为考生支招! 提高考前复习的针对性"使
知识与能力都上升到较高层次"取得明显成效
的复习方法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 补漏洞"找
联系$

临考前的复习主要以小专题为主" 多角度
联系" 向四周发散" 在联系中提高综合解题能
力$

地理! 巧妙答题"机智应对

市二中地理教研组组长王兴顺老师从地理
科目的答题技巧上给考生指出两点$ 王老师说"

地理高考易'中'难题的比例是
!!%!*

"也就是说
易题和中等题占

+",

"如果同学们把握住了易
题和大部分中等题"就已经胜券在握了"所以考
生要稳拿易题"做好中等题"坦对难题"尽量不
要在会做的题上失分$考试中"如果实在不能肯
定答案时"就用模糊法来巧夺分$

!!

!"#

$%&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副主编!王好学 创意!李 谱 质检!张 曦
!"

!"#$%&'()*"+,-./01222

咋复习才高效 听听名师意见
!

本报记者 王秀云 实习生 刘爱娟

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如何利用考前有限的时间"实现复习效率的最
大化, 本报邀请我市名师详细解读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化
学等科目的复习方法$

名师辅导考生!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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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招即将开始" 如何选报一所理
想的高中学校成了目前初中毕业班学生和家
长最为关注的问题$ 为进一步增进社会各界
对学校的了解"记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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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校招生工作
中的热点问题采访了南阳市八中校长王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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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南阳市八中是全市规模最大的示范性
高中之一"高考本科上线人数连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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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科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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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连续
$

年被市教育局评
为# 教育教学质量先进单位&$ 学校现有教学
班

)$

个"在校学生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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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全国教育科
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诱思探究教学实验
研究&重点实验研究基地学校'河南省普通高
中首批新课程实验样本校$

问!

.)/012:;<=>(?@AB

+CDEF(2GH* IJKL@A2MN

EOPQR9

答!我校提高办学水平的做法如下!一是
打造了一支特别敬业勤奋'能吃苦'肯奉献的
教师队伍"近年来我校又从东北师大'陕西师
大等重点师范院校招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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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师"大多为

研究生学历"进一步充实加强师资队伍$ 二是
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管理制度和措施$ 三
是学生管理制度严格"校风正"学风好$ 四是
针对不同层次学生实际采取了分层教学的有
效策略$ 五是运用# 诱思探究&理论大胆进行
课堂教学改革"推行# 三段式课堂教学模式&"

提高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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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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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一新生录取分数线!

统招正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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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校将招收高一新生
&$

个班"共
+'$

人$八中分校计划招
&"

个班"

%$"

人"统一
管理$其中"拟招收两个# 课改实验班&"配备最
优秀的各科教师"以培养英才为目标"向一流
大学输送拔尖人才"计划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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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单独编
班"动态管理"免收学费"并享受每月生活补
助-拟招收

#

个英才班"对中招成绩前
*#"

名
学生单独编班"动态管理"聘任各学科带头人'

骨干教师进行教学和管理$ 从去年开始"单列
设置# 课改实验班&'# 英才班&"培优效果非常
明显"今年我们将继续做好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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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良好的校风"为学生们营造了一个温
暖而又安全的学习环境$ 我校注重环境育
人"校园周边环境较好$ 相对城区高中而言"

八中各项费用较低" 这既有利于减轻家长的
经济负担" 又避免了不良风气对学生学习成
长的影响"省钱'省心'省事"便于学生成才$

特别是全封闭式管理"很受家长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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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校一校两院"有城区和卧龙区潦河
镇两个校区$ 塑胶田径场'图书馆'实验楼'食
堂'宿舍'多媒体教学设备一应俱全"装备有
全市最高标准的通用技术实验室$ 大量的投
入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 为教育教学质量
的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

多年来我校重视对特优特困生帮扶和激
励"学校设立有专项基金"并多方筹措资金"

对# 双特生&给予生活补助和奖学金支持$ 我
们承诺!决不让一名八中# 双特生&因贫困而
失学$ 从平时每月发放生活补助"到学期'学
年评优奖励"再到毕业时开展# 圆梦行动&捐

助贫困大学生"贫困生资助面达
&"",

$ 近年
来" 我校已拿出数十万元资金帮助上千名同
学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升入理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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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经过多年探索研究与实践"针对如何
最大限度挖掘中等偏上水平学生的潜力"提
高他们的学业成绩" 我校形成了一套卓有成
效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模式" 提供一个最
适于他们发展的学习环境和心理环境$ 与中
招入口生源基础相比" 我校学生学业成绩提
高最为显著$ 近年高考本科进线生数连续大
幅度上升"高考本科上线率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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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在城区同类学校中进步最大" 可以说我校有
较强的办学实力和很好的教学业绩$

学校地址!* 西区+ 南阳市卧龙区潦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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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衷心欢迎每一位有志学子走进八
中"成就人生%

南阳市八中校长王满就 "'!! 年高中招生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