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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稍加努力，完全有可能超常发挥。
成绩还不太理想的同学，不能因为

高考考前十天决胜秘诀

几次考试成绩不太理想就片面地认为
自己没有实力，甚至完全否认自己。要
知道，高考基础分还是占有很大比重
的，多得一分是一分，上不了本科上大
专。不轻言放弃，坚持下去，你绝不会
一无所有！
所有考生都必须给自己一个心理

高考即将来临，临考前十天的复习

暗示：“我一直在努力，我已经充分准

要好好把握，这十天，既是冲刺前知识

备好了，就等高考那天的到来了！”

的归纳，也是冲刺前能力的提升，更是

2、调好心态

冲刺前心理的调适。

良好的心态有助于同学们在高考

一、心理方面

中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水平。从高考这

1、充满自信

个角度讲，“心态决定一切”的提法是

要相信自己经过三年的学习，经过

很有道理的。

前阶段的复习和各类模拟考试，已经具

要充满信心，又要适度焦虑。

备参加高考的实力，鼓足最后一分自

几次考下来，一些学生成绩不是太

信。

好，对高考信心不足，个别学生甚至悲
平时成绩较好的同学，在相信自己

观失望，这会使大脑的活动效率大大降

是最棒的同时，不妨检索一下自己平时

低，以致发愣发呆，这是很不可取的。

的弱点和一些失误的细节，这样更有利

要相信自己经过前段的复习是有效的，

于全面取胜。

前段考试时自己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水

平时成绩中等的同学，要相信高考

平，逐步树立信心，学会自我激励（如

不论怎么改，总是中等题型居多，因而

默念：“我拼搏，我能成功”），永不

也是中等生最能发挥余地的时候，只要

言败，这是走向成功的精神力量，至关

翔宇风采·2016 年 4 月刊

48

升学攻略

责任编辑：孙红

重要。可以这么说，谁树立了必胜的信

重要。适当给自己减压，要知道，心态

心，谁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当然，考

越平和，考试时发挥得就越好。建议高

得好的学生，也不能过于自信，凭自己

三学生挺胸抬头快步走，多想过去成功

有点实力就自以为是、盲目乐观。

的事，适当听一些振奋人心的音乐。

面对高

3、科学

考，一点不着

安排

急，不好；但

最后关

过于着急（焦

头不能松

虑）更不好。

懈，复习时

只有保持适

将自己置身

度焦虑，才是

于考试场景

迎考的最佳

之下，这是

心理状态。

需要的、也

要把握自我，更要战胜自我。

是最基本的要求。但为了在参加考试时

复习时紧跟老师踏踏实实地复习

有充沛的精力，就要养精蓄锐，因而科

没有错，但也不能完全忘了自我的存

学安排就显得十分重要。古人云：“人

在。要有自我意识，“我”是如何适应

之心不可一日不用，尤不可一日不养”，

老师的要求、如何根据自己的特点搞好

因为心“不用则滞”而“不养则瘦”。

复习等。同时，面对高考复习的艰辛、

科学安排，就是不打疲劳战，不开夜车，

学习问题的繁难，战胜自我就显得十分

不暴学暴嬉，注意劳逸结合，这样就能

重要，只有“战胜自我”，才能“天宽

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高速运转的大脑。

地阔”。

一、要合理作息

要有进取心，也要有平常心。

尽量按平时的作息时间进行，当

奋进、拼搏、发奋，都是必要的和

然，平时由于备战高考，时间抓得比较

重要的，这种精神要保持到高考。但到

紧，考前一周，可以稍微宽松一点，建

了最后阶段，保持平常心，我以为更为

议起床稍迟半小时，睡觉可以稍早半小

翔宇风采·2016 年 4 月刊

49

升学攻略

责任编辑：孙红

时。

过的知识点，在脑中形成网络与链接，
二、要合理饮食

以便在考试时能做到提取顺利。

三餐尽量与平时一样，没有必要在

简而言之，你可以把每门课所学过

这几天特别加强营养，只要食欲好就

的所有知识点画成一张网络图，在自己

行。因为 6 月初，算是夏季了，特别要

的脑中过一遍，形成它们之间的横向与

注意饮食卫生，尽量吃新鲜清淡食物，

纵向联系。由厚到薄，工夫到家，就能

防止出现肠胃疾病，影响身体和情绪。

使所学的知识不致破碎、凌乱、重点不

三、要适当娱乐

突出，而能像鱼网一样，打得开、收得

同学们要尽量抽出一点时间参加

拢，井然有序、条理分明。

适量的文体活动，比如散散步、打打乒

以上是关于知识方面的“薄发”，

乓球、跳一会儿绳、做做操；又如听听

关于题型方面的“薄发”，也是一个类

音乐、看看电视或消遣性的书报画报、

似

的

过

程

。

读读唐诗宋词之类，皆以轻松明快为
宜。不做过激的运动，不宜听疯狂劲曲，
不宜看武打片之类的电视节目，最好不
要上网。
二、知识方面
1、由厚转薄

2、化难为易

由厚转薄就是古人所说的“厚积薄

化难为易就是把一个繁难的问题

发”的意思，不过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我们需要的不是“厚积”，而是如何做

阶段，你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复习一些基

到 “薄发”。要 “薄发”，就是要善

本知识上，即记住一些基本定理、公式

于把小类问题，整合成中类问题，再把

等，也可以选做一些难度适当的题，关

中类问题整合成大类问题，最后走向

键在于积累自己的做题惯性，达到增强

“无类”。“此时无招胜有招”，也就

信心的目的。同时，再次训练自己处理

是说，在这阶段复习时，重在梳理所学
翔宇风采·2016 年 4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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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几个基本的问题，把一个陌生问

则把数学安排在下午复习。这样坚持一

题转化为一个熟悉的问题，把一个抽象

周的“模拟高考式”复习，有助于大脑

问题转化为具体问题。强调根基的扎

形成思维惯性，成为考试正常发挥的必

实，掌握基础，达到“拼图”、“积少

要条件之一。

成多，量变成质变”的效果；强调适当

三、能力方面

选些难题，面对难题，训练迅速破解难

1、每日精练

题的能力，即难题的简易化、简单化、

每天还是要以高考的心态做卷子。

具体化。

有些学生认为前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卷
子，考前一周可以不做了，看看卷子就
行了，我担心这些学生在考试时找不到
感觉，手生，影响发挥。当然，随着考
试的临近，做题的数量可以适当减少，
可以把难度降下来“回到基础”。应该
精选“精练”，在“精练”的基础上再
次归纳总结，纳入你的“根据地”里。

3、同步模拟

题是永远也做不完的，关键在于要

同步模拟就是提倡高考前一周的
复习可以采用 “模拟高考式”的复习

加强对问题的分析、归纳、总结和反思，

策略，也可称之为进入 “战备状态”，

做到“做一题，解一类，成一片”，建

培养“高考惯性”。建议学生在考前一

立自己的“根据地”，以适应更多的问

周可以视情况将自己的复习状态与方

题。

式调整到与高考两天同步，即保证上午

2、重温错误

9：00 至 11：30、下午 3：00 至 5：00

如果在复习中不善于从错误中走

这两个时间段处在精神状态的最佳期，

出来，缺陷和漏洞就会越来越多，任其

在安排学习时间时，可适当考虑考试科

下去，最终就会蚁穴溃堤。在备考期间，

目的安排，如语文在上午考，尽可能把

要想降低错误率，除了及时订正、全面、

语文安排在上午复习，数学在下午考，

扎实复习之外，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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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因，不断重温“错误”，即定期翻
阅错题（尤其是自己做错的题），回想

2016 年辽宁高考一本可报 7

错误的原因，并对各种错题及错误原因

所学校二本可报 9 所

进行分类整理。对其中那些反复错误的
问题还可考虑再做一遍，以绝“后患”。

今年辽宁高考录取批次进行调整，

错误原因大致有：概念理解上的问

一本不再分 A、B 段，三本并入二本录

题、粗心大意带来的问题以及书写潦草

取。4 月 12 日，辽宁省招考办发布《关

凌乱给自己带来的错觉问题等，从而有

于合并高校招生录取批次有关问题的

效地避免在考试时再犯同一类型的错

说明》。2016 年高考，辽宁省本科一

误。

批设 7 个平行的院校志愿，本科二批设
3、大脑激活

9 个平行的院校志愿；高职(专科)批仍

临考前夕，我们的大脑储存了大量

设 9 个平行的院校志愿不变。

的信息，在考试时就要激活大脑，提取

一本二本各增 2 个平行志愿

信息。考前一周，可以做这方面的训练。

目前辽宁省的志愿设置为：本科一

比如，找一些有可能考的作文题或自己

批 A、B 段各设 5 个平行的院校志愿、

设想的作文考题，迅速在大脑里构思，

本科二批设 7 个平行的院校志愿、本科

打腹稿；又如，找几道题，只想思路，

三批设 5 个平行的院校志愿。本科一批

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不必

A、B 段和本科二批进行一次“征集志

详细解答，再对照答案，检验自己的思

愿”补充录取，本科三批进行两次“征

路是否正确；再如，可以找一组题（比

集志愿”补充录取；各批次“征集志愿”

如 5 道填空题，或 10 道选择题），限

均设 5 个平行的院校志愿。

定一个时间完成，再对照答案，看看完

此次调整后：本科一批设 7 个平行

成水平怎样。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的院校志愿，本科二批设 9 个平行的院

激活大脑，训练在紧张状态下的学习能

校志愿；高职(专科)批仍设 9 个平行的

力。

院校志愿不变。各批次均进行两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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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志愿”补充录取，各批次“征集志愿”
均设 5 个平行的院校志愿。

短期将不会明显影响考生选择意
愿

高考录取批次将逐步取消

省招办表示，首先，录取批次的划

根据《辽宁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

分及合并与高校办学性质无关，也就是

革实施方案》，辽宁省定于从 2016 年

说不会改变高校办学性质，高校仍分为

起，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取消本科一批 A、

公办、民办、独立学院等。因此，批次

B 段设置，统一为本科一批；本科二批

合并短期内不会明显影响考生的选择

和三批合并为本科二批，并将根据情况

意愿。

逐步实现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的目

其次，合并录取批次，高校录取的

标。

位次区间不一定会在短期内发生明显
批次取消高校和考生均受益

变化。如果高校招生计划稳定，各科考

为什么要合并乃至要逐步取消高

试试题难度稳定，参加考试的考生学习

校招生录取批次？省招办表示，高校招

成绩稳定，合并批次后高校的录取分数

生录取批次合并体现了国家改革的总

也会相对稳定。

体方向，国务院 2014 年印发的《关于

此外，合并录取批次后，本科二批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

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计划数量大概是原

确要求“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

本科二批与本科三批之和，而招生高校

取批次”。

和招生数量的大幅增加，会使本科二批

首先，取消录取批次有利于促进高

录取控制分数线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校公平发展。

填报志愿重点参考分数位次

其次，有利于减轻高中升学排名的

省招办表示，在平行志愿的投档录

压力。

取模式下，考生填报志愿的主要参考因

此外，取消录取批次有利于学生按

素是考生本人高考成绩所处位次和高

照兴趣选择高校和专业。

校录取最低分所处位次(或称分数段)。

再次，有利于高校毕业生平等就

录取批次合并后，虽然本科二批的

业。
翔宇风采·2016 年 4 月刊

录取控制分数线会降低，但考生分数位
53

升学攻略

责任编辑：孙红

次和高校录取分数情况决定了考生填

作文的小标题炫示!

报志愿需要重点考虑的高校范围，建议
考生还是应当根据自己的分数位次选

1．镜头组合式

择适合自己的学校，不要简单认为高考
成绩高出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而

拟题时根据文中所截取的故事片

集中选择填报偏离自己位次距离较大

段进行提取关键词，这样可以使文章内

的学校。

容一目了然。如浙江金华满分作文《寻
找幸福的足迹》中间用了三个小标题：
镜头（一）爷爷的幸福

中考作文满分技巧：小标题的

镜头（二）妈妈的幸福

出现，让结构更眩目!

镜头（三）表妹的幸福
三个镜头式小标题的运用，仿佛少
女穿上了一件迷人的褶裙，式样美观，
绚烂抢眼。三个小标题从老、中、少三
代人三个角度体现出文章的主题：只要
懂得知足，心中有爱，幸福会就会在我
们的身边。三个小标题恰如文章的眼
睛，让我们一下子就窥见了小作者的匠

导语:

心独运，令人折服。

小标题是文章起伏的波纹，是文章
2．引用诗句式

最简洁的神来之笔。读小标题，如同读
文章的灵魂，可以让读者对文章内容一
目了然，可以使文章结构鲜明夺人。所

借用现成的成语俗语或诗词歌词

以小标题是阅卷老师细读的文章，对小

等众人熟悉的短语短句作小标题，有活

标题进行文采修饰，能很快留给阅卷老

泼形象、典雅大方之妙用。如南平市满

师一个良好的印象。请看来自中考满分

分作文《为自己鼓劲》中间用了三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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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作文《为自己鼓劲》中间用了三个小标

无可奈何花落去

题：

似曾相识燕归来

毛毛虫·开端

小园香径独徘徊

茧·过程

引用三个古诗句作为小标题，仿佛

蝶·末端

贵夫人穿上了一件典雅的旗袍，雍容华

三个小标题寓意丰满，仿佛年轻人

贵，珠光宝气，流光溢彩。第一个小标

穿上了一件斑斓的时装，时尚无比，风

题暗喻父母的离婚已经大势所去，
“我”

光无限。文章先在题记中用“人的成长

无力挽回，
“面对过去，我虽无可奈何，

道路，就是一只蛾破茧成蝶的过程，当

但花毕竟已落去。面对未来，我要更上

你蜕变成蝶的过程，需要自己为自己鼓

一层楼，要为自己鼓劲，相信单亲家庭

劲的信心。”总领了下文，然后用这三

也可以很幸福。”第二个小标题暗示母

个小标题表示自己成长中的三个阶段：

子生活的艰辛，在艰辛的生活中“我”

“初一”是“毛毛虫”，着重写“军训”，

找回了“那似曾相识的幸福”，坚信“前

“坚持并且成功了”；“初二”是“茧”，

方的生活才会幸福！”第三个小标题象

着重写“校运动会”，
“取得了好成绩”；

征“我一个人漫步在考试的香径中”，

“初三”是“蝶”，着重写“面对中考”，

“为自己打气，为自己加油”。三个小

“为自己鼓劲”。三个小标题，层次分

标题在我们面前徐徐地勾勒了三幅生

明，表现了内在的逻辑性；结构匀称，

活图景，题与文相映，情与境呼应，读

彰显了篇章的形式美，语言简洁，加上

之如品一杯生活之茶，令人回味无穷。

精美的思想内涵，韵味十足。

3．时间串联式

拟题时直接点明文中所述的时间
或空间，这样可以把读者迅速带入文章
描述的特定的时空之中。如南平市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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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形式串联式

李世民面对历史的磨炼时则演奏出一
曲英明大气的乐章。这三曲沧桑历史长

小标题有时就以最简单的形式出

河中的乐章无不激励着我们在面对磨

现，一样能起到巧联妙引之功效。如江

炼时摆正心态勇往直前。简单化的形

西满分作文《沧桑·磨炼·历史曲》中

式，寥寥的数语，展示了不一样的简洁

间用了三个小标题：

美。

乐曲一
乐曲一

5．比喻对比式

乐曲一
三个小标题，简单，简洁，仿佛中

因比喻手法的运用，使得小标题既

老年人穿上了一件朴素的马甲，同样新

准确、鲜明、生动，又能在前后对比中

鲜，同样新潮。磨炼本是一种苦难，作

表达出小作者的褒贬之情，惹人喜爱。

者却将它看作是一章章乐曲，而乐曲的

如江西满分作文《感受四季 品味人生》

演奏者，

中间用了四

是浩瀚

个小标题：

历史河

春之望

流中的

夏之恋

一位位

秋之思

英雄豪

冬之盼

杰：“乐

四个小

曲一”—

标题，像一

—魏武

首首意蕴丰

帝曹操面对磨炼时演奏的是一曲潇洒

富的诗篇，耐人寻味，引人入胜。小作

的乐章；“乐曲一”——西汉文人司马

者独辟蹊径，用自然界的四季轮回来代

迁面对人生的磨炼时奏响的是一曲坚

表人生的轮回磨炼，表达了人生需要经

忍顽强的乐章；“乐曲一”——唐太宗

过不断的磨砺才能品位出真谛。四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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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望、恋、思、盼，每一季的格调

分作文《做人从学会说“不”开始》中

不一，分别写到对于人生、对于磨炼的

间用了四个小标题：

理解，真是一篇个性独到的考场美文。

对王权说“不”
对世俗说“不”

5．词语扩充式

对黑暗说“不”
对强权说“不”

一个较为快速而具体的切入口，就

四个小标题，就像绅士颈上的领结

是围绕题目中的关键词语来拟小标题，

一样庄重，先声夺人，锦上添花。本文

通常稳妥的做法是通过添加新的词语，

用极其简练的笔墨，跨越时空的界限，

将关键词扩充为短语形式。如山东省滨

将古今的四个敢于说“不”的名人的事

州市满分作文《让明灯永驻心中》中间

例各自一段行文，再加上一段尾声，形

用了三个小标题：

成完整的一篇文章，从不同的思想角度

淳厚之灯

论证了面对失败，面对欺辱，面对强权

高雅之灯

要勇敢地说“不”这个主题。四个小标

坚韧之灯

题中，分别把“王权”“世俗”“黑暗”

三个小标题，犹如挂在脖上的玉

“强权”四个被否定的对象呈示出来，

坠，让人怦然心动；犹如别在胸前的胸

从而突出了庄子不畏王权、陶渊明不随

针，夺人眼目。三个小标题，给我们展

世俗追逐功名、鲁迅不怕黑暗恐怖、毛

现了三种不同的“明灯”，三种不同的

泽东不惧强权政治的品质。

人生追求和生活态度，醒目而简洁，准
确而生动。

6．呈示对象式

在小标题中，可以将特定的写作对
象直接地呈示出来。如山东省青岛市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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