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教育
迎战

2018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魏东 编辑/黄巧娣 美编/史自勇 校对/刘晓立

高考物理复习
如何做到“心中有数”？

2018 高考

本期嘉宾：
乐山外国语学校高中物理教研组组长 崔俊明
目前，乐山高三学生已相继进入二轮复
习阶段了。物理学科作为理科中的难点学
科，在二轮及后期的复习中，如何更有针对性
地进行复习与训练，进一步巩固知识、提升学
科能力，从而提升复习效果呢？
乐山外国语学校高中物理教研组组长崔
俊明告诉记者，
在二轮复习中，
建议学生
“突出
重点，
突出学科内综合知识，
以专题为载体，
以
能力为目标”
，
进一步构建主干知识结构，
并结
合考纲进一步落实课本重点知识，以期达到
“巩固、
完善、
综合、
提高”
的效果。

明确复习任务 做到
“心中有数”
针对二轮复习的方针和任务，崔俊明建议学生
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
查漏补缺，做到
“心中有数”
“这是这一阶段要抓好的重要环节，弄清哪些知
识已经遗忘，哪些知识还不太理解，哪些方法还不能
运用自如，哪些方面还不规范，哪些问题易失误等。”
崔俊明指出，因每个同学具体情况不同，这个过程也
成为了一个自查自纠的过程。
因此，同学们在紧张的复习过程中，一定要刻意
安排时间做这件事，对自己掌握的知识、题型、方法
技巧一定要
“心中有数”
。
2、
梳理与重组，构建清晰知识网络
这一环节是将所学的知识连成线、铺成面、织成
网，梳理知识结构，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多
角度、多途径、多层次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有的同学觉得这件事情做起来比较难、费时，
或者认为看看书就可以了，甚至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还不如多做题，遇到问题再看书就可以了。”崔俊明
说，这种认识是一种消极应对，而不是主动出击，也
达不到
“心中有数”这个目标。
3、
强化训练，促进能力提升
在做好查漏补缺、知识网络建立的同时，学生也
必须强化训练，以进一步提高学科综合能力，包括提
高解题速度和解题技巧能力、规范解题能力、实验操
作能力与创新能力等。
同时，对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应当高度重视，认
真分析总结问题出在知识、方法、技能的哪个方面，
不清楚的地方应主动与老师交流。
“一定不要让费力不得分的事情发生，在理综考
试中，时间就是分数，速度就是效益，经不起失误与
错误。”崔俊明强调，在第二轮复习中，重点在提高能
力上下功夫，
把目标瞄准中档题。

专题复习为主 掌握复习技巧
崔俊明告诉记者，在二轮复习中，物理学科以专
题模块复习为主，一般分为如下几个专题来复习：力
与直线运动；力与曲线运动；能量与动量；带电体（粒
子）的运动；电路与电磁感应；必做实验部分；选考模
块。
同时，每一个专题都应包含知识结构分析、主要
命题点分析、方法探索、典型例题分析、配套训练等
方面的内容。对此，在复习技巧上崔俊明给出了以
下建议。
1、
抓住主干知识，
形成总体脉络
高中物理的主干知识主要体现在力学、电磁学
部分，此外还有光、原子与原子核、波粒二象性、相对
论。将主干知识概括为：
四大运动，
三大观念。
四大运动即匀变速直线运动、匀变速曲线运动
（平抛与类平抛运动）、匀速圆周运动、振动与波动。
三大观念即动力学观念——牛顿运动定律；功与能
的观念——动能定理、机械能守恒定律及能量守恒；
动量观念——动量定理、动量守恒定律。
2、
准确理解每一个知识点，
弄清易错易混问题
以“万有引力与天体运动”一章为例：对星球表
面的重力加速度公式 的理解。这个公式在各种资
料上称为“万能转换公式”，但它并不是万能的。因
为该公式的成立是有条件的，以及问题是要不涉及
地球自转的影响。
3、
“三个掌握、
五个会”
，突破实验问题
针对每一个实验，注意做到“三个掌握、五个
会”，即掌握实验目的、步骤、原理；会控制条件、会使
用仪器、会观察分析、会处理数据并得出相应的结
论、会设计简单的实验方案。注意，选做题中（教材
3－4 册）考实验的可能性也很大，同学们不要忽视
这方面的内容。
4、
规范解析解题，
培养良好习惯
“题意读三遍，题图画旁边；已知未知都标上，状
态过程动画现；受力运动都分清，隐含临界是关键；
选取规律分步求，换行书写诗一般；文字公式都要
有，规范清楚并不慢；解出结果回头望，总结反思成
习惯”
。
对二轮复习的基本要求是，以研究的态度，探究
的思想进行解析，从解题习惯到解题思路和方法都
形成规范，通过习题加深对知识、规律的理解，培养
良好解题习惯，
提高得分的能力。
5、
重视错题，
提升学科素养
学生要重视错题，注重图象的应用，规范作答，
提升学科素养，少失误即多得分。总之，二轮复习夯
实学科内的基础知识是根本，掌握基本规律的应用
方向，
提高解题能力是关键。
记者 张力

乐山外国语学校：为患病学子献爱心
本报讯（李涛 张林辉 马晓雪 摄影报道）3 月 7 日，
乐山外国语学校紧急召开了全校班主任会议，决定在全
校范围内开展爱心捐赠活动。
截至 3 月 11 日，该校师生筹得现金善款 81697 元，
网络捐款 49127.5 余元（不完全统计）。目前，网络平台
上的筹款总额已由原先的 3 万余元迅速攀升至 32 万余
元，
捐款人次也从不足 1000 增至 11000 多人次。3 月 12
日，
该校组织了爱心捐款仪式，
将筹得的现金善款交到宋
姝蕊的母亲代勤家手中。
据悉，宋姝蕊是乐山外国语学校初 2016 届 4 班毕
业生。2016 年 7 月，年仅 16 岁的她不幸被确诊为急性
髓系白血病。

本报讯（吴婷）连日来，乐山一中有条不
紊地推进开学各项工作，积极谱写新学期新
篇章。
3 月 2 日，学校召开行政会，各部门制定
了 2017-2018 学年度下学期行事历，部署了
本学期的工作。3 月 3 日，召开了全校教职工
大会，解读了《乐山一中安全稳定事故处置及
报 告 制 度》，对 新 学 期 教 学 工 作 进 行 安 排 部
署，并就学校近期工作安排做了介绍。该校
校长林毅回顾总结了上学期的工作情况，展
望新学期，希望全体教职工统一思想、明确目
标，落实好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本学期的工作
重点，努力完成学年工作纲要中提出的办学
目标和任务。3 月 4 日，全校各班进行报名、
发书、大扫除、收心教育等工作。3 月 5 日，以
“关爱至上、持续优秀、创新突破、提升品质”
为主题的开学典礼在足球场上举行，校长林
毅致辞，他希望同学们以担当和使命要求自
己，以社会栋梁的标准要求自己，构建自身的
标准，建立自己的路径，明确心中的目标。
开学各项工作秩序井然，全体师生精神
饱满，充满了对新学期的期待和向往。乐山
一中全体师生将紧紧围绕学校“突破”的发展
方向，强化责任和服务意识，努力提高效率，
求真务实，进一步开创学校工作的新局面。

乐山市草堂高中：
学生品质培养撬动质量提升
本报讯（曾国超）新学期、新起航，为实现
打造精品优质特色高中的目标，创造教学质
量新辉煌，3 月 9 日，草堂高中召开高一年级
教师联系会，强化学生品质培养撬动教学质
量提升。
在 年 级 教 师 联 系 会 上 ，该 校 副 校 长 兰 贤
军针对高一学生实际提出“ 学生品质培养撬
动质量提升”新举措：一是学习品质培养，培
养学生善思、好问、感悟、阅读、分析的品质与
习惯，形成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二是生活
品质培养，通过劳动课、社团活动、志愿者活
动等，增强学生劳动意识、卫生意识、节约意
识与感恩意识，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良好品
质；三是心理品质培养，通过心理指导、励志
教育、典型事迹的感染，培养学生吃苦、拼搏、
毅力、抗挫折、抗压力的优秀心理品质；四是
行为品质培养，加强家风家训的熏陶、国学经
典的引领、核心价值观的修养等，规范学生言
行，做文明学生、合格公民。

乐山二中：
班主任例会促进学生管理

班级代表上台捐款

乐山艺术实验学校：召开新学期开学工作会
本报讯（艺校宣）近日，伴随着春的气息，乐山艺术
实验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再次相聚召开新学期开学工
作会，以良好的状态开启新学期。
会上，该校校长王红兵女士对上期主要工作进行
了回顾，并提出需要改进之处。同时，重点强调本期工
作安排，提出安全第一。在开展专项德育和主题德育

乐山一中：
稳步推进各项开学工作

的同时，作为学生德育基础的常规德育依旧要抓反复、
反复抓，提出本学期要做好六个专项治理，分别是防溺
水专项治理，交通安全专项治理，校园防欺凌专项治
理，危险品管理综合治理，电器、火灾综合治理，校园及
周边反恐防暴综合治理。

本报讯（韩秋苹）为进一步提高班主任工
作成效，促进班级学生管理，乐山二中从本学
期开始建立并落实班主任例会制度，旨在提
供平台让班主任学习交流、反思总结、群策群
力、解决问题，促进班级管理。
第一周周末，该校召开了第一次班主任
工作例会，全体班主任、学校领导、政教科人
员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对开学第一周的班
主任工作进行了小结，就各班寝室管理、安全
教育、学生迟到等情况做了通报，并对班主任
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抓好常规管理，特别是
安全工作要牢记于心；二是开展好卫生健康
教育，增强学生卫生健康意识；三是加强班级
文化建设，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四是各班积极
筹备校园集体舞比赛，为学校创建四川省阳
光体育示范校做准备。学校校长张承坤在讲
话中号召班主任充分挖掘工作潜力，抓好班
级管理，抓出特色，抓出成效，不辜负家长、社
会、学校对班主任工作的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