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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计算既考查计算能力，又考查地理原理、规律的运
用能力。复习中要注意这两种能力的训练，运用正确的方法，
精确答题。需要熟悉的地理计算有：纬线段经线段长度、比例
尺、相对高度、地形坡度、时间（地方时与区时）、昼长、日出日
落时间、正午太阳高度等。针对地理计算，选择正确的方法是
非常重要。 如昼长的计算，涉及的主要方法有：

①弧度法：昼长时数 =昼弧所占经度÷15°
②对称法：a.在同一天中，？ °N的昼长＝？ °S的夜长（图 1）。
b.关于二至对称的两个日期，a日昼长＝b日昼长，c日昼长＝d日昼长(图 2)。
c.关于二分对称的两个日期，a日昼长＝b日夜长，c日昼长＝d日夜长（图 3）。

图 1� � � � � � � � � � � � �图 2� � � � � � � � � � � � � � � � � �图 3
� � � � ③日出日落法：昼长＝2×（12-日出）小时或 2×（日落 -12）小时

④最大小值法：一地一年中昼长的最大值 +最小值 =24小时
⑤纬度参考法：夏至日下列三地的昼长可作为昼长计算的参考
20°N—13时 13分 40°N—14时 51分 60°N—18时 29分
以上是昼长计算中常用的方法，下题为 2010 年四川卷，解题过程涉及昼长计算的多种方法，就

昼长计算而言，很有代表性。
【例】下图是某日同一经线日出时刻(地方时)随纬度变化图（图 4），图内三条曲线，其中一条是正

确的，请阅读正确曲线，回答。
若上图表示 6月 22日状况，则南纬 40°～50°地区的夜长约为 ( )。
A．15小时～16小时 20分 B．17小时～19小时 20分
C．19小时 20分～21小时 20分 D．22小时 40分～23小时 20分

【解析】结合图文材料， 上图表示 6 月 22 日状况，各纬度日出地
方时在 6时之前，故各纬度昼长夜短，位于北半球。计算南纬 40°～
50°地区的夜长用“对称法 a”，即南纬 40°～50°地区的夜长＝北
纬 40°～50°地区的昼长。 计算北纬 40°～50°地区的昼长用“日
出法”，直接在图中读出 40°N、50°N 日出的地方时。 再根据题中
条件，三条曲线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需判读出正确曲线，用“纬度
参考法”，参考 20°N夏至的昼长 13时 13分，可确定正确曲线为向

右的第三条曲线，在第三条曲线上读出 40°N、50°N的日出时间，计算 40°N、50°N 昼长，选择答
案 A。思路简化为：南纬 40°～50°地区的夜长→北纬 40°～50°地区的昼长→北纬 40°～50°日
出地方时→第三条曲线正确→读图获得地方时刻。

此题正确运用昼长的计算方法，就可以不走弯路，快捷答题。

研究高考试题，是高考复习的重要环节。
林老师建议同学们收集 2010 年以来，湖南的
以及适合湖南的生物高考试题， 研究高考试
题，针对性地复习，有的放矢，逐个击破。

一是关于遗传题， 每年必考，2012 年的
31题（10 分）就考了利用遗传规律解题。但很
多学生害怕的难点就是遗传题， 其实老师心
目中感觉遗传题最有味道， 学通了的学生也
和老师有同感。所以，在复习中首先要克服惧
怕心理，然后打开教材必修。 第一步，翻开第一章，按照孟德尔的假说———演绎法的
一般步骤弄清楚课本上的知识结构、相互联系；第二步，自己列举出课本上从亲代到
子一代再到子二代的所有比例关系，并熟记；第三步，列举出特殊情况发生时导致的
比例关系的变化，以及伴性遗传、细胞质遗传、遗传系谱图的分析等情况；第四步，做
相关的练习，特别是往年高考题，每做一道题，必须完全弄懂，而且在此基础上自己
改题目，多角度提问，做题不在多，关键在于精。

二是内环境和生命活动的调节问题，在高考中分值越来越大，2012 年的第 3、第
4题和第 30题共占 22分。这个内容的题目，做起来有点模棱两可，没有把握。应对方
法，首先是建立生理学专业知识基础，即从对自身身体结构的认识出发，结合七年级
下册的基础知识，再进入对内环境稳态的理解，充分利用课本中的插图，回顾新课时
候老师通过课件指导学习的情景，自己把所有调节过程，用自己的思路列举在小纸
片上。 第二步，是针对性地做题，只有在应用中总结经验才能熟练掌握知识，只有在
做题出错的过程中吸取教训才能提高做题技巧。

生物：按照“四步走”可逐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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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现代文（文学类）阅读是考生头痛的一个内容。 在湖南高考语文
试卷中分值大，占 21 分，而绝大多数考生把文章从头至尾读一遍，然后以
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的状态匆匆答题，结果得分很低，2012 年湖南高考该
题省平约 9.97分。要解决这一问题，殷红艳老师建议同学们在阅读训练中
必须做到步步为“赢”，刨根问底。 他从《海外文摘》中选了（美国）作者拉特
森的一篇文章《树上的天使》（全文 14段，计 1100字左右）为例与同学一道
探究。 步步为“赢”是指阅读一篇文章必须最起码完成两步，抽丝剥茧，最
终达到完全读懂文章的目的。

第一步必须弄清全文分成几部分，并概括各部分的内容。 如《树》文：
第一部分：1—2自然段，松鼠半夜搬运山核桃，令“我”无法入眠。
第二部分：3—5自然段，“我”想到债务，快要崩溃。
第三部分：6—13自然段，山核桃让“我”偿还所有的债务。
第四部分：14自然段，我明白了上帝就在我们身边。
高考阅读文章都是千字文，这一步对于考生来说至关重要，它让一篇冗长的文章在考生心中变

成了几句话，从而使考生对全文的结构、作者的思路有了清晰的了解，答题时也才能有通盘的考虑。
第二步必须弄清作者要表达的思想。 如《树》文：
文章开头“烦人的”、“该死的”松鼠到结尾变成了“上帝派来的天使”，真是苦也松鼠，乐也松鼠，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上帝就在我们身边”。 作者要表达的思想也逐渐明了———无论遇到什么困
难，都不要绝望，机遇可能就在你身边。

这一步是第一步的深化，也是现代文阅读最后的、最关键的一环。 只有弄清了作者表达的思想，
才算真正读懂了文章，考生也才能开始答题，否则，似懂非懂，提笔答题，不知所云，又怎能抢得高分！

在现代文阅读训练中，学生要养成刨根问底的阅读习惯，每阅读一篇文章都会自拟大量的试题，
阅读能力自然会不断提升。 如《树》文，学生刨根问底，自主探究，可发现大量的问题：

1、松鼠是可爱的小动物，而“我”为什么觉得它“烦人”？
2、“我”为什么觉得山核桃砸落在屋顶上的声音像“魔音”？
3、“我”打开《圣经》与山核桃有什么联系？
4、“你喜欢吃山核桃吗？ ”这句话表达了老太太怎样的心理？ 在文章中起什么作用？
5、“我”为什么“僵硬地笑了笑”？
6、老太太是个怎样的人？ 她在文章中起到什么作用？
7、从文章开头和结尾“我”对松鼠的态度，简析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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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步步为“赢”，刨根问底

关注核心知识和核心概念的再落实，是第二轮复
习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核心概念是产生数学思想方法
的源泉，是处理数学问题的原动力。 只有这样，才能使
学生的数学能力通过第二轮复习得到快速提高。

卢老师以函数的单调性为例，建议同学们在第二
轮复习过程中，应当怎样处理这一内容呢？

（1）宏观理解：设函数 y=f(x)的定义域为 I，D 为 I
内的某个区间，在区间 D上，f(x)的图象上升，则 f(x)是区间 D上的增函数；f(x)的图象
下降则 f(x)是区间 D上的减函数。

（2）中观理解：在区间 D上，y随 x的增大而增大———增函数；y 随 x 的增大而减
小———减函数。

（3）微观理解：对于区间 D上的任意两个自变量 x1,x2 当 x1<x2 时，都有 f(x1)<f(x2)
圳f(x)是 D上的增函数；当 x1<x2 时，都有 f(x1)>f(x2)圳f(x)是 D上的减函数。

例 1、 已知定义R在上的函数 f(x)满足：（1）对任意的 x,y∈R，都有 f(x+y)=f(x)·f(y)，（2）
x>0时，0<f(x)<1。 求证：f(x)是 R上的减函数。

简析：坌x1，x2∈R，设 x1<x2，只要证明 f(x1)>f(x2)。
（4）唯一理解：f(x)是 D上的单调函数，则 f(x)是 D上的单值函数。
用数学表达式表示即为：若 f(x)是 D上的单调函数，且 f(x1)=f(x2)，则 x1=x2

� � � � �例 2、设 a,b∈R，且
(a-1)3+2012(a-1)=-2013
(b-1)3+2012(b-1)=2011 3

，则 a+b=？

简析：构造函数 f(x)=x3+2012x，则 f(a-1)=f(1-b)，又因为 f(x)是 R 上的增函数，
所以 a-1=1-b,a+b=2，

（5）变式理解 1：以增函数为例，f(x)是增函数；x1<x2；f(x1)<f(x2)，已知其中两个可
推出第三个成立。

例如：f(x)是增函数，f(x1)<f(x2)圯x1<x2。
例 3、已知奇函数 f(x)是定义在[-1,1]上的减函数，若 f(1-a)+f(1-a2)<0，求 a的范围。

变式理解 2：定义在(a,b)上的函数 f(x)，满足 f(x1)-f(x2)
x1-x2

>0,对坌x1，x2∈（a,b),则 f(x)

是(a,b)上的增函数；若 f(x1)-f(x2)
x1-x2

<0，对坌x1，x2∈（a,b),则 f(x)是(a,b)上的减函数。

（6）导数理解：设函数 f(x)在 D 上可导，如果 f'(x)>0，则 f(x)是 D 上的增函数；如
果 f'(x)<0，则 f(x)是 D上的减函数。

把（5）（6）综合起来应用，成为近几年我国一些省市高考命题的关注点。
例如以下这道高考题就很能说明问题：已知函数 f(x)=(a+1)lnx+ax2+1

� � � �（1）讨论函数 f(x)的单调性；（2）设 a<-1.如果对任意 x1，x2∈(0,+∞)，
襔f(x1)-f(x2)襔莛4襔x1-x2襔求 a的取值范围。

简析第二问：f'(x)= a+1
x +2ax= 2ax2+a+1

x ，由于 a<-1，x>0得 f'(x)<0，知 f(x)在

(0,+∞)上单调递减，不妨设 x1莛x2，因此“坌x1，x2∈(0,+∞)，襔f(x1)-f(x2)襔莛4襔x1-x2襔”，
等价于“坌x1，x2∈(0,+∞)，f(x2)+4x2莛f(x1)+4x1”。 等价于“f(x)+4x在(0,+∞)上单调递减”。

令 g(x)=f(x)+4x，则 g(x)= a+1
x +2ax+4荞0，a荞 -4x-1

2x2+1 = (2x-1)2
2x2+1 ，故 a 的取值范

围为(-∞,-2]。

评注：如 09 年辽宁理科题：已知函数 f(x)= 1
2 x-ax+(a-1)lnx， 证明：若 1<a<5，

则对任意 x1，x2∈(0,+∞)，x1≠x2，有 f(x1)-f(x2)
x1-x2

>-1，就可以转化为证明函数 g(x)=f(x)

+x在(0,+∞)上是增函数，这是很容易办到的。
这两道题的解法都是用函数单调性定义搭台，用导数知识来唱戏，体现了命题

者的深思熟虑和独具匠心。

数学：深度理解核心概念 提高思维能力

地理：五种方法巧解地理计算

图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