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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4 周奋战题海中

中考冲刺五大“黄金”阶段

大量做题是可取的，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只是一味的做题，题海战略的
很重要部分在于我们对做过的题进行
总结。这个阶段的复习重点不在于做了
多少难题，而在于对教科书精华的领悟
程度。我们要注意：
第一，杜绝只看笔记，不看教科书
的坏习惯。有很多同学认为看书是一种
时间的浪费，笔记是精华，是对书中内
容的概括和提炼，看笔记就行了，其实，

第一阶段：2-3 周梳理知识点
这个过程中切忌完全跟着老师复

教科书是最完整最权威的辅导书，把课

习。班里面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

本掌握好是最关键的，笔记相对于教科

对于每个人来说，对每个知识点的掌握

书来说肯定是有疏漏的。比如：书上注

情况又是不同的，而老师的授课对象是

明需要背诵的段落、重点段落，学生应

全班 同学，他的重点和难点不一定和

按照课本 一字一句地熟记，切不可拿

你自己的恰好吻合，我们要在宏观把握

着“COPY”的笔记本进行背诵，一旦抄

所有知识点的基础上，重点突击自己的

写中出现细小差错，学生仍照着错误背

薄弱环节，这个阶段中要尽力做到每个

诵，在这种情况下失分有点可惜。第二，

知识点都理解掌 握到位，为以后的应

浏览错题集。 每个同学都应该有一个

用打下良好基础。在知识点梳理完毕

笔记本，记录自己每次考试出错的地

后，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参照考纲查

方，最后复习时，这本错题集就可以发

漏补缺，找到自己忽略的知识点并及时

挥作用了。回顾旧题、错题，用他们给

学习巩固，中考考纲是中考的 指挥官，

自己做一个检测，从而更好 地查漏补

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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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2 周各难点突破
自己经常失分的地方，便是自己

艺术生文化课高考攻略

的难点，需要花时间各个击破。对于自
己的每个难点，我们首先攻克课本上的
相关知识点，接着找到大量的相关习题

艺考生在艺考后回到学校，面对大

进行实战演练，弄清楚自己到底是那个

量的学习任务，往往信心不足，产生恐

地方没有搞明白而导致的失分，并努力

惧心理。而且由于长时间疏于文化课学

克服，最后定时测试检测一下自己的水

习，对各高考科目中原有基础知识概念

平。

已经模糊不清，构建的学科知识体系不
完整，没有掌握大量的核心考点，日常

第四阶段：2 周研究真题

的审题和答题规范没有得到充分训练。

我们可以把每一份历年中考试卷

那么如何才能在艺考之后复习文化课

当作模拟演练的机会。在规定时间内，

成了大部分学生的心病。杭州非凡教育

独立完成。在模拟考试的过程中，学生

通过近十年的艺考文化课培训经验，总

要培养正确审题的习惯，尽量避免做错

结了几点艺考文化课的学习攻略，给各

题 目。另外，要养成检查试卷的习惯，

位艺考生一点参考。

学着回过头，至少检查一遍试卷，再核
对答案。这样坚持下来，养成良好习惯，

一．文化课培训

才能在中考考场上不至于在细节上失
分。

语文

第五阶段：冲刺阶段

语文备一些有用的作文素材，语文

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积极的心

学科既要保小分，又要为总分做出大的

态，相信自己的努力，不断鼓励自己，

贡献。

为自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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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狠抓背诵默写

素材，涉及面要广一些，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体育等，传统的、热点的、

背诵默写这 6 分看似很少，但是很

国内的、国外的等，并能从不同的角度

重要，必须拿下，拿下就是吃下了一颗

灵活应用。再背一些精彩的议论性语

定心丸，心中就有底了。考纲中要求背

段、语句，学会过渡，学会评论。熟记

诵的 64 篇必背课文，根据老师的指导，

四五个优秀的作文结尾，换上点题的

每篇选出几句关键语句，反复练背诵默

词，照应一下开头，点明一下主旨。常

写，先练给前句写后句，再练给后句写

进行材料作文的审题练习，材料主旨审

前句。注意，必须背写结合。

准了，作文就成功了一半。

2.立足文言文，快速提分

4.语言运用落实到笔

文言文阅读和诗歌鉴赏 30 分，这

语言运用仿写、缩写、扩写等必须

也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每天坚持练一篇

落实到笔，不能眼高手低，只想不写，

人物传记的文言语段，重点练翻译，句

写得时间长了，一切就都变得简单了。

句翻译，整篇翻译，对照答案，弄懂每
一字、每一句。再准备一些诗歌鉴赏的

5.千万不要盲目追求做题的数量。

术语，了解诗歌鉴赏的答题思路。坚持

普通考生是广泛撒网，重点捕捞；

一个月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艺考生是重点撒网，广泛捕捞。

3.备一批用得上的素材

先找十来个好的议论性作文标题，
学会置换、改造。背四五个精彩的作文
开头，带进标题，再加进自己想表达的
主旨就能开篇点题。掌握十个左右作文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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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考前的冲刺阶段要保证 1―2 天做
数学

一套试卷来保持状态。最重要的是要通
过做题发现并解决自己已有的问题，总

1.抄笔记别丢了“西瓜”

结出各类题目的解题方法并且熟练掌
握。

高考数学试卷中大部分的题目都
是基础题，只要把这些基础题做好，分

两个小建议：一是在做填空选择题

数便不会低了。要想做好基础题，平时

时可以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一些解题过

上课时的听课效率便显得格外重要。一

程以方便以后复习;二是题目最好做两

般教高三的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师，

遍以上，可以加深印象。

他们上课时的内容可谓是精华，认真听
讲 45 分钟要比自己在家复习两个小时

3.应考时要舍得放弃

还要有效。
对于大部分数学基础不是很扎实
听课时可以适当地做些笔记，但前

的同学来说，放弃最后两题应该是一个

提是不影响听课的效果。有些同学光顾

比较明智的选择。

着抄笔记却忽略了老师解题的思路，这
样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反而有

高考数学试卷的最后两题对于能

些得不偿失。

力的要求较高，数学较弱的同学不要花
太多的时间在这里，而应把精力放在前

2.题目最好做两遍

面的基础题上，这样成绩反而会有所提
高。高考的大题目都是按过程给分的，

要想学好数学，平时的练习必不可

所以万一遇到不会的题也不要空着，应

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进行题海战术，

根据题意尽量多写一些步骤。

做练习也要讲究科学性。在选择参考书
方面可以听一下老师的意见。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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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粗心这个常见问题上，有两个建
议：一是少打草稿，把步骤都写在试卷

1.单词：

上;二是规范草稿，让草稿一目了然，

英语学科的主要得分点体现在基

这样便不太会出现看错或抄错的现象

础知识上。英语学科成也单词败也单

了。

词，因而攻克单词关是备考的重中之
重。词汇复习时，建议考生以高考高频

4.杜绝负面的自我暗示

词汇及其常用短语为基点，删除已会词
汇，平均到每天，强化记忆，滚雪球式

首先对数学学习不要抱有放弃的

反复再现。

想法。有些同学认为数学差一点没关
系，只要在其他三门代科上多用功就可

2.完形：

以把总分补回来，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

完形填空对于艺考生来说，是一种

的。教育界有一个“木桶原理”：一只

高难度的障碍性阅读题型，它需要考生

木桶盛水量的多少取决于它最短的一

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和答题技巧。填空

块木板。高考也是如此，只有各科全面

时应注意保持原文的语言特色，不是选

发展才能取得好成绩。

完答案就是结束，更要带着正确答案重
新复读原文，形成正确语感。考生在平

其次是要杜绝负面的自我暗示。高

时阅读练习过程中，要对文章的题材和

三一年会有许许多多的考试，不可能每

体裁科学地自我取舍，文章过长，词汇

一次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在失败的

过难的阅读篇章应果断放弃。

时候不要有“我肯定没希望了”、“我
是学不好了”这样的暗示，相反地，要

3.阅读：

对自己始终充满信心，最终成功会来到

做阅读时务必要限时阅读，并且每

你的身边。

天至少两篇阅读，平时做到了这一点，
才能在高考紧张气氛的考场中从容应

英语：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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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牢固的知识体系。进而形成敏感的条
4.作文：

件反射，构建自己的历史时空坐标轴，

作文是艺考生得分大项，注重字迹

这个是历史学习的重中之重，探究近几

工整，行文流畅是重中之重，杜绝过多

年高考试题我们会发现，解题的关键就

华丽辞藻的堆砌，抄写并背诵范句和范

是对历史阶段特征的把握。在能准确的

文是短时间内解决作文的锦囊妙计。

复述历史的基础上，我们把微观的具体
历史知识放在宏观的历史阶段里，并把
握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结
果等等。只要做到以上两点，学不好历
史就真的成为历史了！

3.地理：文科中的理科。具体用到地理
学习上，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识图”，
文综：

我们所说的“识图”不单单是知道那个
国家，而是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在

1.政治：要想学好政治就要学会“死背

内的所有“图表”（例如：等高线、等

活用”。在有限的时间里第一、促进理

压线、寒暖流、纬经度、人口金字塔、

解；第二、加强全面记忆；第三、大题

工业布局等等）。在考生有了基本的“识

容易得分；第四、促进自觉运用。 总

图”能力以后，再去大量的习题，也就

之，针对艺术生，这种“死背活用”的

是让考生去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掌握

方法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容易操作的，

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基本概念、理论

对考试得分是非常有效。

等。最后系统的教给考生独特的解题思
路和方法，也就是说怎么把地理知识串

2.历史：要学好历史就要学会复述历

起来，串成一条线，使地理的学习变得

史，历史学习我们突出两点：宏观和微

更容易。

观。考生只有学会复述历史，才能够形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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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综：

考生在备考冲刺时，要牢记以下原则：
一、会的题目一定要保证做对，保证得

1.二个“回归”抓根本

分。二、做题要精准和迅速。因为只有
准，才不必再花时间检查，而快是平时

理综在冲刺阶段复习时一定要注

训练的结果，适当放慢一些，就会准一

意回归：回归课本、回归考试大纲。此

点。三、优先保证会做的题。遇到难题

时，做习题只是一种辅助备考的手段，

不打持久战，看到易题不放松，看到难

这阶段要把抓主干知识作为主要矛盾

题不胆怯。此外，考生平时还要加强基

来解决。

本功训练，规范书写符号，减少书写潦
草失分的机会。

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应注重基础知
识的回顾，做题时注重总结，梳理各类
题型与老师专题教学的联系，准备错题
本，注意查漏补缺，积累灵活多变的解
题方法。最后的复习阶段，考生应高效
利用学校组织的适应性训练锻炼自己
准确、快速、规范答题的能力。

3.每天做题十几分钟

2.书写清晰规范得分率高

不少人都认为，在冲刺阶段，还不
断做题已经不必要了。虽然大量做题并

因为理科综合是 150 分钟考理化

不可取，但考生还是应该保持每天做题

生三科的内容，有些考生觉得时间不够

十五到二十分钟，在这不算特别长的时

用，读题不仔细，或只看一半题即开始

间内，所做的题型却要保持尽量广泛，

答题，求快不求准，书写不规范，结果

选择题、计算题、实验题等都要选取一

会导致不必要的丢分。

二，可以保持考生做题的状态。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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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做一遍以前做错的题

2.找到适合的赶考路线

建议考生，要把以前做错过的题专

在选择校考院校上，周围一些同学

门归纳出来重新做一遍。新的题目也可

每天都在考，行程安排很紧，今天刚考

以找来做，但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实际能

完，甚至不知道昨天考了什么，效果并

力。

不好。在选择校考院校上，可根据自身
实力，设计一条赶考线路，这点很重要。

二、美术专业课培训
此外，每次考完要善于总结。这一
1.速写练度可以大一些

次考了什么，旁边的人遇到了什么层次
的对手，由于每个考点考试的群体不一

美术省级统考，其实和中考、高考

样，对手水平不一样，考上的几率可能

很类似，也有一定的模板。比如说色彩

会有所差别，我当初选择去上海考，是

科目，考前可以把几样要画的物品分开

觉得本省一般有地保政策，在那边考上

练习，如画布、画水果，而这些都是非

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常基础的。在三个科目中，速写的练度
要大一些，考前要多加强练习。

在文化课学习上，统考一完，就要
及时把文化课捡起。参加校考的同时，

考前，老师和家长都说要保持一颗

要兼顾文化课的复习，因为这段时间很

平常心。实际上，真正到了考场，看到

长，可以好好利用。一些学生，统考一

那么多人在考场同时作画，不紧张是不

完就放松了，等到校考都考完，才投入

可能的。大多数考生都自己带画架，要

文化课学习，此时可复习的时间就比较

提很重的东西，考前尽量不要用右手拿

少了。

画箱，避免考试时右手会抖，这个小细
节特别提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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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十几天，应回到常规，训练内容以

因此，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把后面的

基本题型为主，尽量各种题型都复习

考试考好。

到。千万不要带着“赌一把”的心态，
过于专注猜题。在最后阶段，要统筹安

三.选择报考院校的六点建议

排训练内容，专注那些短期内有得分空
间的科目，考前要尽量使素描、色彩、

按照往年的情况，省统考结束后，

速写这三科考试科目均衡。

1 月到 3 月中旬这段时间为校考时间。
选择校考院校，一般受以下几方面的制

影响考试的因素很多，要以平常心

约：

对待。考试时，不要考虑成绩、结果等
问题，专注自身要做到的、要解决的问

一是自身专业高度。自己的专业处于什

题。考试时，能做到的先做出来，一旦

么水准，大约考什么样的学校，自己心

画面信心建立起来，整个人也会更加自

里要有个底。

信了。如果一直去做做不到的，能做的
却没做，心态就会受影响。

二是文化情况。各所院校，对文化有不
同的要求，一些院校对单科成绩还有所

此外，在考试时，有一些学生一科

限制，这些都要事先了解清楚。

考不理想，不良情绪会影响到下一科。
每个学生在考试时，三科都会有所起

三、以省统考成绩为参照，可以选择几

伏，某科考不理想，属正常现象，千万

所高于自己实际水平的院校进行冲刺;

不要因为自己感觉这科考不理想，影响

此外，也要考几所保底的院校，确保升

到下一科的考试。

学有保障。

再者，统考考不好，后面还有机会。

四、考试的地点和时间。在选择院校时，

只要过了本科线，后面还有很多校考。

在时间、地点上要有所取舍。一些考生，
老是在跑，一场赶着一场考试，既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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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精力，考试成本也很大。

作文：微信投票（2016 届北
京东城区高三期末作文）

五、要了解往年各个院校在福建的招生
情况和招生指标。比如说，一些院校只

文题呈现

在福建招一两个，概率不是很大，就要

最近微信和 QQ 上常出现这样的信

根据自身情况有所取舍。

息：“孩子正在参加评选活动，请大家
六、基础不是太好或是中等的学生，在

帮忙给 XX 号孩子投上宝贵的一票，麻

选择考试院校时，尽量避开专业成绩比

烦大家了。”

较好的考试群体。举个例子，有时候一

面对此类现象，有人说这是家长爱

天内有好几个院校同时开考，有美院、

孩子的表现，也有人说这样做有失公

有 211 院校，还有本二院校。前两类院

平，还有人说这是用媒体谋私利……你

校吸引了大多数高手去考，你基础相对

对此有何看法？

弱，此时选择本二院校考，就相对好考

请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文体不限。

一些。此外，在选择校考院校时，还要

优秀作文

适当看一下校考的报名人数。

公 平
有古谚语说：“没有一滴雨水认为
自己制造了洪灾。”
在大家都在拉票的如今，你可能意
识不到自己正在践踏公平。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为什么要评
选？为什么不是几个专家一商量就把
结果定了？这不就是为了让各种各样
的人从不同视角评定孩子吗？为了让
所有的孩子能够公平的竞争，这不也是
翔宇风采·2016 年 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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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一直呼吁的吗？

胡适说：“当他们都容忍了我讲话时，

家长在微信和 QQ 上为孩子拉票，

我就有了讲话的自由。”公平与自由的

就有失评选的公平性。加入每个家长都

关系，大抵上和容忍与自由相同，有得

这样做，那评选活动岂不是成了人脉比

有失。

赛。

当然，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我
此外，这样做对孩子也是不利的。

们只能去追求相对的公平。当人们选择

孩子就是家长的影子。他如果总是这样

了投票的自由，那评选必然失去公平。

以不公平的方式赢得比赛，那么他就会

假如我们每个人都牺牲一点自由，那公

习惯这种不公平的方式，这是很可怕

平将是我们最好的回报。

的。他们未来将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
而一个公平的社会，不可能靠一批践踏
公平的人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以小
见大，公平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靠我们
每个人维护出来的。
也许，有人会想：“我有投票的自
由啊，法律并没有规定不能以这样的方

从线下到线上

式拉票。你不让我拉票，就是在践踏我

最近微信和 QQ 上时常出现各种拉

的自由。”

票信息。家长们让大家为自己参加评选

而我想说，公平与自由自古以来就

活动的孩子拉票。有人说这样有失公

是相对的。你不可能同时在一件事情上

平，有人说这是用媒体谋私利。然而我

得到这两样东西。加入当年那个大哲学

不敢苟同这样的观点。

家选择了逃跑的自由，那他就失去了法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用公平和私

律的公平。

利做好帽子扣上的确是一个好方式。然

所以在公平与自由方面，需要我们

而，难道会有人不拉票吗？退一步讲，

每个人的力量。当所有的人都放弃一项

即使有人吃了网友较少的亏，难道在过

事物的自由时，他们就得到了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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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选从来就不是一汪清泉，说到底还

互联网只是一面镜子，只能投影出

是个人能力与社交影响力的总和。既然

线下的真实。微信和 QQ 上的拉票，原

选择了线上投票的方式，就该承受网上

本就是评选这潭水下涌动的暗流升到

影响力的不同，而不是在公平性上与目

了水面，犯不着振臂高呼或是破口大

的性上大做文章。

骂。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身边原来的模

记得前几天看过一则报道。各大电

样，从线上的镜子中审视着线下的自

商纷纷打击水军。亚马逊通过检测不正

己。

常的评价，并给消费者标识出可疑的商
家。国内有些网站屏蔽了部分评论，只
有购买后才能评价……然而，这些方式
真的能阻击水军进击的脚步？不可能
的，当评价和推荐这种模式存在时，水
军就是必然的产物。试想，如果线下可
以通过雇人来提高店铺的声名时，难道
会有店主不这样做吗？然而无奈于现
实中得不偿失，几乎无人会选用这样的
宣传方式。但当画面转到网上时，在如

爱在支持而非胜利

今这个连账号批量注册都有软件的时

“孩子正在参加评选活动，请大家

代，水军其实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帮忙给 XX 孩子投上宝贵的一票，麻烦

再回头来看拉票这个问题。诚然，

大家了。”

这也是家长们最好的选择。只不过与在

这种消息已经见烦不烦了。一片批

线下拉人投票比，线上会更快捷、更容

驳声中，一句“这是家长爱孩子的表现”

易让别人帮忙吧！所以，这不是单纯的

差点让我在考场上笑出声。我认为，爱

公平性或目的性的问题，而是现实在网

孩子在与切实的支持而非肤浅的胜利。

络、线下到线上的真实投影，是将原来

爱孩子不在于肤浅的胜利，为何？

存在的问题放大在人们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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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长大后会如何：才学本身，是被票

孩子要学会尊重人；孩子落败，鼓励孩

刷出来的，自然松松垮垮；孩子人品被

子“你已经很努力了”，告诉孩子他爱

虚高的票数惯坏，遇比赛则想着刷票作

的是这个活动内容本身，而非做做样子

弊，则想着有父母做靠山——无能无

的荣誉——我认为，这才是在竞争评选

德，无法独立成人，虽可恨，也着实凄

活动中，父母对孩子的爱的正确套路。

惨。而家长们，在一次次刷票获得的胜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为了让孩子成

利中，牺牲掉了好孩子，充实了自己日

为一个独立的人物。在这个目标达成之

益膨胀的虚荣心，他们在刷票行为中体

前，父母对孩子的支持尤为重要。前段

现出的“爱”是对荣誉的爱，是对旁人

时间，网络上流传着一位心焦的母亲因

艳羡眼神的爱，是对自己“伟大家长“这

儿子是同性恋者而求助专家的私信截

一以相处的形象的爱——却唯独不是

图，私信中这位母亲吃惊、焦急、睿智、

对孩子的爱。

包容，更对应着所有的爱都离不开的那

“爱”的

句话：“我

定义是极端

愿意接受

个性化的，

最真实的

但都脱不开

你，即使这

一句话：
“我

个你十分

愿意接受最

不堪。”虽

真实的你，

然说出这

即便这个你

句话的前

十分不堪。”因而，“爱”具体到竞争

提是，家长本身有足够强大的心理——

中家长对孩子的爱，则应是切实的理解

不过这是另一个需要论述的事情了。

与支持，而非无脑刷票。评选活动准备

爱孩子在支持而非肤浅的胜利，孩

中，家长理解并支持孩子准备；评选结

子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才是最值得

果出来后，孩子获胜，告诉孩子戒骄戒

家长追求的胜利吧。

躁，告诉孩子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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