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透全国卷的命题规律和特点，
有利于广大考生在二轮复习有限的时
间内针对备考、高效备考。 一是让考生
明确考向，备考不走弯路；二是让考生
先学会解题通法， 有利于在以后的训
练和考试中加以实践和运用。 经过长
期的探索， 选择题已经成为比较成熟
的全功能题型。 但这几年选择题的主
观化趋势越来越强， 考查深度逐年加
强。 所谓“选择题主观化”，即选择题的
选项设置体现思维含量， 使考生在解
答选择题时要根据材料生成必要的观
点。

全国高考新课标文综卷历史选择

题基本遵循考纲，按“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古代、近代、
现代)”的顺序依次考查，三部分的题量
基本稳定，均为 4 道。 中国古代史题目
所涉及的内容在时段(朝代)、模块(政治、
经济、文化)的分布上相对均衡。 每题的
考查时段基本固定： 第 24 题———先秦
时期； 第 25 题———秦汉时期； 第 26
题———唐宋时期；第
27 题———明清时期。
其中先秦、汉唐、明清
三个时段的命题量大
体相当， 亦是高考集
中命题的时段。

常常有学生诉苦，
在解答化学实验题时，
他们往往是“会而不全”
“会而不对”。确实，高考
化学实验题，因为情境、
装置和现象的陌生化，
物质性质、 反应原理的
多样化， 已成为制约学
生解决问题的瓶颈。 如
何增进大家对化学实验
专题内容更深层次的理
解， 以至于能灵活应对
陌生情境下的综合实验
问题， 是目前亟待解决
的。
在《化学实验基础知

识 2》的网课中，我们选
择了 2017 年全国 I 卷
第 10 题，涉及氢气和三
氧化钨反应的实验，引
导学生从物质及其变
化、实验装置、实验操作

等三个维度，对试题进行深刻解读：
（1）物质及其变化。试剂的选择和

作用分析、物质的检验方法、反应方程
式的书写、实验现象的描述、实验原理
的解释、物质纯度（或产率）的计算等。

（2）实验装置。 仪器的名称和选
择、 装置的作用分析和装置的连接顺
序等。

（3）实验操作。 操作的名称和方
法、 操作的目的分析和操作的先后顺
序等。

这种解读，属于认知模型的层面。
我们还可以继续理解模型、运用模型，
直至建构模型。比如启普发生器，我们
要求：第一、必须是块状不溶于水的固
体与液体反应； 第二、 反应不需要加
热，也不能有大量的热放出；第三、块
状不溶于水的固体， 必须处于漏斗下
端的上方。于是高锰酸钾、二氧化锰与
浓盐酸反应制取氯气不可用， 电石和
饱和食盐水反应制取乙炔也不可用。

这样建构的模
型， 再应用到 2018
年全国 I 卷醋酸亚铬
的制备、2019 年浙江
卷 Fe (OH)2 的制备，
就水到渠成了。

只有两个
月 的 高 考 冲
刺， 加上新冠
肺炎疫情耽误
学习， 因此高

三后段时间的复习需抓住重点， 提高效
率。 目前比较高效的方法是从研究往年
的高考试题着手来明确重点， 从把握高
考试题的特点来复习重点。

1、以高考分值确定重点。 政治学科
的高考内容有四个模块，总分 100分。我
们从近五年的高考试题 （全国 Ｉ 卷）来

看，经济生活的分值为 30 分，政治生活
24 分，文化 24 分左右（最近有提升），哲
学 22 分左右（最近有降低）。 因此，相对
而言，经济生活是占比较大，相对成为高
考的复习重点。 同时，经济生活也是同学
们复习的难点；

2、以高频考点确定重点。 在明确经
济生活作为四个模块中的相对重点后，
再将近五年的经济生活考点进行回顾；

3、以高考试题立意确定重点。 高考
立意有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体现国家意
志，二是坚持素养立意。 这个特点给我们

把握经济生活重点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国家意志渗透在每年的重大时政里面，
时政热点辐射了学科重点， 这是政治学
科高考永恒不变的主题。

因此，根据重大时政发展，要重点
关注四个方面：①两“新”，即新常态、
新方位；②五大理念，
即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③总基调， 即稳中求
进；④主线，即供给侧
改革。

研透全国卷 高效备考二轮复习
长沙市雅礼中学 刘秋祥

2019 年湖南省文科考
生地理平均分为 56.57 分。
试题的特点是入题容易深
入难，考生有话可说，但是
拿高分不容易。 距离高考还剩两个多月
时间，地理该怎样复习？作为一名高三地
理教师，我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高考复习题浩如烟海， 不能采用大

水漫灌方式进行复习。 地理试题图文材
料丰富， 需要考生从题目的文字表述中
获取地理信息， 从读懂信息→还原情
境→联系原理→分析问题→得出结论。
“读懂信息”对应于“理解”，“还原情境”
对应于“描述”，“联系原理”对应于“推
理”，“分析问题”对应于“解决”，“得出
结论”对应于“突破与创新”。

在深度练习中学
从入模、出模到建模，要形成良好的

思维习惯。“入模”是要掌握一些地理基
本概念和规律，“出模” 是运用地理概念
应对一些复杂的地理情境，不能用“地理
八股”去生搬硬套，“建模”是要形成自己
一套行之有效的解题
方法。“因地制宜”是
地理的一大特色，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这
是解答地理试题的关
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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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类问题
在历年高考中都属于必考点，而且分值
往往很大，可能达到一二十分之多。 但
学生普遍对这类问题感到茫然，主要是
难以找准切入点，或者在情形非常清晰
的情况下仍根本解不出来。 其实，这类
问题往往是两个关键的突破，一是如何
找到临界（极值）的情形，二是找几何关
系。

一、用“动态圆”快速捕捉临界（极
值）情形

“动态圆”是让带电粒子在磁场中
的圆周运动的“圆”动起来，或旋转（圆
以某一点为轴转动），或缩放（圆以入射
点为公切点缩小或放大），或平移（圆随
着入射点的移动而平移），在“动”的过
程中寻找切合题意的条件。

1、相接或相切的情形有三种：相接
且相切、相接不相切、相切不相接，找准
具体类型即可轻松求解。

2、最长（大）与最短（小）的情形：往
往弦最长 （短） 打在边界上范围最大
（小）；周期 T 一定时，圆心角最大（小）
时间最长（短），半径 r 也一定时弧最长
（劣弧时弦最长）时间最长。

二、用“三角形”快速解决几何问题
1、一定要规范作图。 要用作图工具

规范作好“四个要素”———轨迹、半径、
圆心、圆心角，不要徒手随意画。 涉及
“相切”必作过切点的半径，涉及“相接”
必作过接点的半径。

2、找几何三角形。 找三角形的基本
方法：涉及“相切”必用过切点的半径，
涉及“相接”必用过接点的半径，再找已
知边和已知角以及所求边和所求角。

带电粒子在磁场
中的运动，往往涉及
临界极值问题，只要
熟练掌握“动态圆”
的方法，求解则易如
反掌。

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
———高考物理的焦点和难点

一、翻烂选修书，拿足选修分。 选修
是公认的得分点，因此，从现在开始，大
家就要坚持熟记选修课本， 坚持天天选
修练习。

二 、多读两遍题 ，突破选择题 。 选
择题是得分的关键点， 做题时一定要
细心谨慎，每个题目至少读两遍：第一
遍， 读得快一点， 画出关键词； 第二
遍，速度慢一点，缩小范围，从题干给
定的各方面条件进行限定， 再结合答

案选项。
三、坚持来画图，突破遗传题。 遗传

题复习中， 建议同学们要多画一画有丝
分裂、 减数分裂过程的染色体变化图和
基因变化图，把这些内容熟记于心；做遗
传题时，首先要根据题意，把遗传过程图
先画出来，弄清楚遗传过程，再根据题目
要求，把遗传图解画出来，遗传题就容易
分析了。

四、表达重逻辑，突破实验题。 实验

考查题中， 同学们主要失分在于表达不
全，逻辑不严谨，语言不规范等方面。 做
这类题型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是“探究
实验” 还是“验证实
验”；然后，根据实验
目的，设计实验过程，
但要注重对照和科学
性； 叙述实验结果的
时候， 要与实验目的
紧密联系。

加强题型训练，突破高分障碍

长沙市长郡中学 李龙军

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 刘劲松

明方向，抓关键，提高冲刺效率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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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度老师在课堂上

李龙军老师为学生答疑 地理老师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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