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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Ｇ ＤONG JIAO YU GAO ZHONG

你是未来， 是漫天朝霞
■ 周小华

时光流转， 即将开启又一个全新的征程， 它将赋予我们丰富的生命色彩。 沐浴新春的阳光， 内
心灿烂的期许在平凡的生活中徐徐泛起， 诗意的梦想从平淡的日子里悄然升腾。
尼克·胡哲说： “没有目标是太大的， 没有梦想是遥不可及的。” 北大励志微电影 《星空日记》
诠释了梦想的力量。 何晓东， 一个追逐 “摘星梦” 的少年， 历经了梦想的萌芽、 破灭、 重生。 几经
磨砺， 有母亲的猝然离世， 有难以承受的嘲讽， 有现实生活的脆弱， 梦想在他的世界里忽远忽近、
忽明忽暗， 可他依然平静、 深邃与坚定， 最终， 相约未来， 梦想成真。
雷军 2015 年在母校武汉大学毕业典礼上说： “梦想， 是你此生热爱与天赋的最高形式表达。 你
的梦想有多大， 你就有多强大。” 何晓东以梦想赋予了时间壮丽的色彩， 给予了生命最深厚的力量。
“松柏之志， 经霜犹茂。” 无惧挫折， 无畏流言， 坚持自我， 笃定梦想， 以赤诚的情怀， 累积生命的
重量； 以行走的力量， 丈量生命的长度。
即便风雨交作， 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所有的磨难都是
生命的勋章。 踏遍万水千山， 却豪情依然； 汲取力量， 成为自己的英雄。 你的奋斗配得上你的未
来， 你即未来！
里尔克说： “你是未来， 是漫天朝霞。” 梦想为生命涂抹了漫天朝霞， 点亮了信心与希望， 未来
的期许幻化成最为真实的图景、 最为动人的乐章。 正如俞敏洪在 《朗读者》 中所说： “如果我们的
努力， 凝聚每一日，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散乱的日子， 就将聚集成生命的永恒。” 梦想是最美丽
的眺望， 追寻是最坚实的步履。
苏子有云： “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 可是， 因为梦想， 我们不再渺小。 岁月不居， 指
尖滑过。 梦想之途， 我们会有无数次的挫折、 无限多的感怀， 每一小步， 都是梦想成真的能量环。
涓滴成海， 众木成林， 点滴的累积， 汇集成梦想精彩的意象； 意象的融合， 臻于梦想的至美之境。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踮起脚尖， 触摸阳光， 扬起猎猎的生命旌旗， 我们在相依中前行， 我们
在抚慰中奔跑， 这是梦想最美好的图腾、 最温暖的姿态。 时空迭代， 草木枯荣。 在波澜不惊中， 谛
听梦想拔节的声音， 让梦想充盈生命的力量， 让力量绽放缤纷的花朵。
梦想之舟， 风帆已启。 在激荡与沉静之中， 怀想天空， 澄澈心灵， 安顿灵魂。 此刻， 晨曦从窗
外泻入书房， 冥然兀坐， 万籁有声， 时而低眉静读， 时而举目凝思， 炽热的血液中流淌着单纯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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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温煦的心灵中涌动着清冽的思想。 窗外， 青翠弥漫， 绿意葳蕤， 扑人眉宇。 不驰于空想， 不骛
于虚声， 在平凡的世界中， 成为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人！
（作者单位：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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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揭秘

明确原则， 把握中心， 各个击破
—语言表达与运用之连贯题解题技巧
——
■ 广东省梅县东山中学 谢秋宜

综观历年高考语言表达与运用题型， 连贯题一直受到全

歌或语句在字数、 句式、 平仄、 音韵等格律方面所特有的规

国卷命题者的青睐。 连贯是指上下文句之间有紧密联系， 内

定。 （8） 语气一致。 陈述、 疑问、 反诘、 感叹、 祈使、 否定

容相接， 文气贯通， 脉络清晰。 “连贯” 与 “衔接” 同义。 连

等， 不可杂乱错置。

贯题可以很好地考查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如何解答连贯题， 笔者具体总结了以下几种技巧：

二、 划分层次， 把握中心
从连贯的原则可知， 连贯有文脉。 文脉是文段之脉络、

一、 认清标志， 明确原则

句群之纽带、 语句之联系、 铺展之线索， 文脉存于篇章、 语

连贯的特征是和谐。 和谐是指在诵读文段、 品味语句时

段、 句群与语句之间。 因此， 做连贯题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

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流畅感。 它包括音节协调、 音调和鸣、 节
奏流畅、 气韵和谐等。 所以连贯题往往有标志， 即语序。 一

的一步是划分层次， 读懂文段， 把握中心。
连贯题的文段一般不会太长 ， 要 读 懂 它 其 实 并 不 难 。

是 “时” 序， 即以先后、 古今、 早晚等表示纵向思路的顺序；

（1） 先通读一遍， 同时迅速划分层次 （在每个句号、 分号、

二是 “空” 序， 即按照空间的远近、 上下、 高低、 左右、 纵

问号、 感叹号等表示一句话结束的位置划一条斜线即可）；

横等为排序顺序； 三是 “理” 序， 即按照事理顺序、 逻辑顺

（2） 再次浏览整个文段， 根据表示文脉的词语， 快速明了文

序、 演进顺序等排列顺序； 四是 “情” 序， 即按照作者喜、

段的结构和中心内容。 文段的结构基本为总分总、 总分、 分

怒、 哀、 乐等情感的发展脉络为序。 据此， 连贯题有其特有

总、 并列等几种； 从这些结构中， 迅速把握中心内容。 一旦

的原则。 因此， 在复习连贯题时， 应首先明确连贯题的原则，

把握了中心内容， 做题就比较顺利了。 现就客观题和主观题

明确原则方可思路清晰。

分别举一例进行分析。

连贯的原则： （1） 话题一致。 或叙述一个故事， 或描述
一个场景， 或铺展一种事物， 或演绎一种推理， 或摹写一段
情绪， 句子与句子之间都紧紧围绕一个中心或主旨展开。 （2）
对象一致。 或阐释论点， 表达看法； 或评论是非， 发表见解；

【例 1】 （2016 年全国Ⅲ卷） 填入下面文段空白处的词语，
最恰当的一组是 （3 分）
有的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报热门专业， 理由是能学以
致用，

① 是一种误解。 /学以致用的真正含义是将学到的知

或铺展事物， 说明物件； 或描写人物， 摹状景物； 或抒发情

识用于实践，

感， 描写心境， 均需前后一致， 对象不变。 （3） 事理相承。

利性 ③ 使人抱着乐观的态度去学习； / ④ 有用才去学习

常见的逻辑关系主要有因果、 条件、 递进、 并列、 转折、 目

会使人产生心理负担，

的、 总分、 大小、 轻重、 快慢、 难易、 表里、 先后、 动静、

抱着功利之心去挑选专业， 往往会牺牲自己真正的兴趣，

多寡等。 文段在表达一定的意思时， 总会按照某种逻辑顺序

毕业后谋到了不错的职位， 也不一定就工作得很开心。 /

或符合一定的生活事理。 （4） 前后呼应。 指句子间要做到连

② 不是看什么东西有用才决定去学。 /摒弃功

①

②

③

④

要

确定

A

其实这

而

面、 环境、 情调、 氛围、 风格应和谐统一。 或阴沉凄凉， 或

B

这其实

/

C

实际上

却

D

这

当然

明快热烈， 或严肃冷峻， 或宽松和谐， 或隐晦曲折， 或直截
结构一致， 音节和谐， 气势贯通。 （7） 音节和谐。 要符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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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 或贬或褒。 （6） 句式一致。 力求形式整齐， 内部语句

⑥

所以

⑤

贯， 就要注意前面意义与后面意义保持一致， 注意内容的衔
接和呼应， 做到先 “起” 后 “承”。 （5） 意境协调。 文段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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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总要担心以后会不会真的有用。 /

⑥
/

能

认为

会

/

可能

就是

就是

如果

/

虽然

GUANＧ ＤONG JIAO YU GAO ZHONG

通读文段， 用斜线划分层次 （如上文）， 把握中心。 本文
段共 5 句话， 第 1 句是观点句； 第 2 句是对 “学以致用的真

的关联词是有固定搭配的。 正确选用关联词语才能使语言表
达连贯通顺。

正含义” 的解释； 第 3 第 4 句从正反两面谈学习的态度； 最

解题步骤： ①通读文段， 用斜线划分层次， 把握中心；

后一句是总结句， 点出抱着功利之心去挑选专业的危害。 本

②分析句间关系， 先排除关联词搭配不当的选项， 然后凭借

文段为总分结构， 主要内容涉及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报热门专

划分的层次和语感， 初步确定答案； ③遵循连贯和关联词搭

业的问题， 谈的是对 “学以致用” 的看法。

配的原则， 代入初步选择的答案， 确定最终答案。

【解析】 根据③处后面的句子是前文的结果， 应填表连接
结果的词语， 故 B、 C 两项更合适， 大致可以排除 A、 D 两

【例 3】 （2016 年全国Ⅰ卷） 填入下面文段空白处的词语，
最恰当的一组是 （3 分）

项； ⑥后面的文字与下一句构成假设关系， 那么⑥处应该填

我们曾说， 中学生初学文言文时 ① 不要依赖译文。

表假设的词语。 或通过关联词 “也” 可以排除 C 项。 初步选

② 并不是说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绝对不去参看译文。 其实，

定 B 项。 把 B 项代入文段， 通读文段， 最终选出 B 项。

③ 肯动脑筋，

④ 不盲目机械地看待译文，

⑤ ， 只要

【答案】 B

译文不是太差， 看着译文也无妨。 有时候把译文跟注释对照

【例 2】 （2019 年全国Ⅱ卷） 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

起来揣摩学习，

⑥ 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

恰当的语句， 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 内容贴切， 逻辑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

/

这

如果

而且

那么

也

B

最好

当然

一旦

/

而且

就

为枝和叶， 花芽发育成花或者花序， 混合芽则发育成既长叶

C

一定

也

如果

并且

因此

/

又开花的枝条。 /而先开花还是先长叶， 与②______________

D

尽量

/

因为

进而

所以

仍

密， 每处不超过 12 个字。 （6 分）
在奇妙的植物王国， 春天来临之时， 有些植物先开花后
长叶， ①______________， 还有些花叶同时生长，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植物的芽有叶芽、 花芽和混合芽三种， 叶芽发育

密切相关。 /如果花芽生长所需温度比较低， 叶芽所需温度较
高， 则先花后叶； /如果花芽③______________， 则先叶后花。

【解析】 通读文段， 用斜线划分层次， 把握中心。 本文段

/而那些叶芽与花芽对温度要求相似的植物， 花叶便会同时发

共 4 句话， 主要内容是学习文言文时应辩证看待译文。 具体

育， 形成花叶同现的景象。 /

分析， 结合整个文段看， ①处不能填 “一定”， 排除 C 项； ③

通读文段， 用斜线划分层次 （如上文）， 把握中心。 本文

处是假设， 填 “如果”， 排除 D 项。 再向下验证一下， ④处表

段共 6 句话， 第 1 句是总起句， 引出话题； 第 2 句是对植物

并列， 填 “而且” 或 “并且”， ⑤处与③处的 “如果” 呼应，

的芽进行解说； 第 3 句解释叶与花哪个先开的原因； 第 4 第 5

填 “那么”。 如此可以确定答案为 A。

第 6 句具体说明第 3 句的内容。 本文段为总分结构， 主要内
容是解释花叶开放先后顺序的原因。
【解析】 第①空， 根据上文 “先开花后长叶”， 下文 “花
叶同时生长”， 可知， 此处应为 “有些先长叶后开花”。 第②

【答案】 A
【例 4】 （2008 年全国卷） 下面一段文字如果加上一些虚
词， 表达效果会更好。 为此， 请将下面的虚词插入文中适当
的地方。 插入后， 将紧接虚词后的词语填在横线上。 （5 分）

空， 根据下文 “如果” 的内容可推知， 植物的芽的生长与温

注重学英语是好事， 同时也要十分重视母语的学习。 汉

度密切相关， 此处应填 “植物的芽生长所需温度”， 与 “密切

语是世界上最优美、 最富表现力、 最有魅力的语言之一。 中

相关” 衔接。 第③空， 根据前文 “如果花芽生长所需温度比

国进一步改革开放， 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我们自己

较低， 叶芽所需温度较高， 则先花后叶”， 可知， 此处应填

应该学好汉语， 用好汉语。 某些人以能讲英语为荣， 说话时夹

“（花芽） 生长所需温度比叶芽高”。

上许多 “洋文”， 而母语的使用白字连篇， 真是出尽 “洋相”。

【答案】 ①有些先长叶后开花②植物的芽生长所需温度③
生长所需温度比叶芽高
三、 逐一分析， 各个击破

①总要 ______ ②却是 ______ ③更 ______ ④但 ______

版
出

⑤随着 ______

【解析】 本题以正确填写虚词的形式考查语言表达连贯，

连贯题的题型主要有： ①词语复位； ②语句复位； ③语

同样是词语复位题。 通读文段， 用斜线划分层次， 把握中心。

句排序； ④补写句子。 考查方式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两种。

本文段共 4 句话， 主要内容是我们不仅要注重学英语， 更要

下面就此逐一分析， 各个击破。

学好汉语， 用好汉语。 具体分析， 思考时应关注文段中的转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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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词语复位

折、 递进等关系， 强调的语气， 句子是否有语病等等， 同时

杂
育

2016 年全国卷即采用关联词语复位题型。 关联词语是复

要注意本题虚词的插入并不仅仅在句间， 还可能在句中。 第 1

句中用来联结分句与分句， 标明分句与分句之间的关系的词

句有明显的转折关系， 所以应在 “同时” 前加 “但”； 第 3 句

语。 分句与分句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有并列、 递进、

有中途易辙的语病， 所以应在 “中国” 前加 “随着”， 使其变

顺承、 因果、 目的、 条件、 转折、 让步等， 而表明这些关系

成句子的状语， 同时后半句话是前半句的递进， 所以应在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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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 前加 “更”； 第 4 句强调某些人很喜欢讲英语， 而不

廷音乐等类别， 其中文人音乐的代表主要就是古琴艺术。 但

能正确使用母语， 有转折关系， 所以应在 “夹上” 前加 “总

随着传统文人阶层在中国的消失， 古琴艺术逐渐 _______、 甚

要”， 在 “白字连篇” 前加 “却是”。

至被社会遗忘。 直到 2003 年， 中国的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

【答案】 ①总要夹上

②却是白字连篇 ③更应该 ④但同

时 ⑤随着中国

文组织列入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种过去
对文化有着深刻影响的艺术形式， 才重新 ________ 了生机。

（二） 语句复位

（

2015 年采用语句复位题型； 2018、 2019 年也采用这类题

音量小， 使得它是直接和你的心进行交流的乐器， 是最个人

型， 但更具综合性， 因为这两年的语句复位与病句、 词语放

化的乐器。 我国古代就有 “琴者， 心也” “琴者， 禁也” 的说

在同一文段进行考查， 难度更大一些。 语句复位题， 通常要

法。 “琴者， 心也” 即弹琴是为了和自己的心灵对话， 与大自

求将从文段中抽出的句子再放回文段中合适的位置上。 语句

然交流， 与三五 “知音” 互相欣赏； “琴者， 禁也” 即弹琴是

复位题是定位选句， 主要采用选择题的形式。 语句复位特别

为了 ________ 自己， 也说明在古人心目中， 琴不仅是一件乐

要思考以下几个方面： 讲述内容是否一致； 事理是否相承；

器， 也是 ________ 的工具。

）， 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它的一个特点。 正因为古琴

前后是否勾连； 意境是否协调； 主语是否一致； 句式是否一

17． 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 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致； 音节是否和谐。

A． 边缘化

获得

制约

放松身心

解题步骤： ①通读文段， 用斜线划分层次， 把握中心；

B． 私人化

获得

制约

修身养性

②思考横线前后的内容是什么， 有什么内在联系； ③思考选

C． 私人化

焕发

约束

放松身心

句表述的内容是什么， 先排除明显不合理的； ④代入语境，

D． 边缘化

焕发

约束

修身养性

整体分析， 确定最终答案。
【例 5】 （2015 年全国Ⅰ卷） 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
语句， 最恰当的一句是 （3 分）
随着雾霾频发， 油品质量对环境的影响引起了人们越来
越多的关注。 有测试表明， 一些城市空气中 PM2．5 的 20%左

18． 下面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 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 古琴的缺点是音量小， 这是很多人的看法
B． 音量小作为古琴的一个缺点， 被很多人所批评
C． 音量小是古琴的一个缺点， 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右来自机动车尾气， 而只要使用符合新标准的汽油和柴油，

D． 古琴音量小， 很多人认为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______。 有鉴于此， 我国将加快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国家专

19． 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 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项行动。
A． 即使现有汽车不作任何改造， 其尾气中相关污染物的
排放也能减少 10%
B． 汽车尾气中相关污染物的排放就可减少 10%， 现有汽
车的改造并不是必须的
C． 再加上对现有汽车进行改造， 其尾气中相关污染物的
排放就将减少 10%以上
D． 不管是否改造现有汽车， 其尾气中的相关污染物排放
都将减少 10%

（3 分）
A． 正因为古琴音量小， 所以使得它是直接和你的心进行
交流的最个人化的乐器。
B． 正是古琴音量小， 使得它是直接和你的心进行交流的
乐器， 是最个人化的乐器。
C． 正是音量小， 使得古琴成为直接和你的心进行交流的
乐器， 是最个人化的乐器。
D． 正因为音量小， 使得古琴成为直接和你的心进行交流
的最个人化的乐器。

【解析】 通读文段， 用斜线划分层次， 把握中心。 本文段

【解析】 最近两年的语句复位题都与词语、 病句放在同一

共 3 句话， 主要内容是尾气排放量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具体

个文段中进行综合考查。 虽然三道题放在一起， 但做题的第

分析， 根据横线前后的内容， “使用符合新标准的汽油和柴

一步依旧是， 通读文段， 用斜线划分层次， 把握中心。 本文

油”、 提升 “成品油质量” 都是为了降低尾气排放量， 可知，

段共 8 句话， 主要内容是介绍古琴艺术由代表性音乐到被人

要填入的句子的叙述重点也应该落在尾气排放量上。 B 项叙

遗忘再到重新焕发生机的过程， 然后着重介绍古琴的一个重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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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重点是 “汽车的改造”； C 项中的 “再加上对现有汽车进行

要特点。 17 题， 被社会遗忘， 只能对应 “边缘化”； “生机”

改造” 与原文中 “只要使用……和柴油” 矛盾 ； D 项 “不管

搭配 “焕发”； 由 “琴者， 禁也” 可知后一空为 “约束”， 由

……都……” 句式， 不如 A 项的 “即使……也……” 语气强

此推知为 “修身养性” 的工具。 故选 D。 19 题， 原句 “使得

烈， 更能显示出后文 “加快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 的迫切性，

它是” 有误。 “使得” 句缺主语， “使得” 和 “是” 搭配不当。

所以 A 项更恰当。

C 项对应修改正确。 故选 C。

【答案】 A
【例 6】 （2019 年全国Ⅰ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 完成 17~
19 题。
中国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 宗教音乐、 文人音乐、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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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详细分析第 18 题， 本题考查语言表达连贯的能力。
根据语境， 所填语句强调的是 “很多人认为古琴音量小”， 首
先排除 B 项； 结合下一句 “但我认为……”， 可知所填句子应

教

是在说很多人怎么认为， 排除 A 项； 根据语境， 所填句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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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应该是 “古琴”， 而不是 “音量小”， 排除 C 项； 根据下一

句作结， 初步确定答案为 D 项； 最后把 D 项代入文段， 验证

句， 作者不认为古琴音量小是缺点， 只有 D 项符合这一点，

连贯流畅， 确定答案为 D 项。

与后文衔接恰当。 所以选 D。
【答案】 17. D

【答案】 D

18. D

19. C

（三） 语句排序

（四） 补写句子
2012 年至 2019 年连续几年都采用补写句子题型， 此种题

2007 年至 2014 年连续几年都采用语句排序题型， 此种题

型也是考查的热点。 这类题型主要采用间隔填空的形式， 一

型是考查的热点。 语句排序题要求将一组句子按一定的逻辑关

般为 3 空， 所填句子要切合文段内容， 语意连贯， 逻辑严密，

系重新排列， 使之有序。 判断顺序的标准一般以空间先后 （从

语句通顺， 有字数限制。 补写句子题在材料选择上主要是选

上到下， 从左到右， 从内到外）、 时间先后、 事物发展前后、 人

用记叙性文段、 说明性文段和议论性文段， 近年来高考命题

们认识规律 （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偏重关于自然科学的文段。

主次轻重为序， 还要注意先总后分或先分后总的顺序。

解题步骤： ①通读文段， 用斜线划分层次， 把握中心；

解题步骤： ①通读文段， 用斜线划分层次， 把握中心；

②厘清前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如并列、 递进、 顺承、 转折、

②根据横线前的内容确定第一句， 先观察四个选项， 判断排

因果、 条件、 总分、 分总、 总分总、 观点与材料、 现象与本

在第一句的句子可能是哪几句， 然后将横线前的内容分别与

质等， 关系厘清了， 层次自然就清晰了； ③再读材料， 关注

排在第一句的句子连起来读， 确定联系紧密的一句为第一句，

细节， 所谓 “细节”， 是指标点符号 （如分号、 冒号、 破折

确定第一句后一般可以排除两个选项； ③找出必须紧紧相连

号）、 标志词语、 关联词语、 提示语 （如首先、 其次、 一方

的句子： 句与句之间往往呈现出并列、 递进、 承接、 转折、

面、 另一方面）、 句式等。 这些细节不会太多， 但如果出现，

因果、 解说、 对比、 总分等逻辑关系， 理顺句序， 要尽可能

抓住它们就能迅速推断补写句子的大体内容； ④斟酌语句拟

多地确定出必然相连接的句子， 即找到 “句链”， 这是最常

答案， 补写时， 应力求所填句子中的关键词语从语段中来，

用、 最基本的方法， 据此可以初步确定答案； ④如果还不能

补写的句子应与原文照应得当， 内容全面， 句式协调， 表意

确定答案， 再将剩余两个选项中排在最后的句子， 分别与横

连贯， 不超过字数限制， 然后确定最终答案。

线后的内容连起来读， 如果语意衔接， 即初步确定其为答案；

【例 8】 （2019 年全国Ⅰ卷） 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

把初步确定的答案代入文段， 验证连贯流畅， 确定最终答案。

恰当的语句， 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 内容贴切， 逻辑严

【例 7】 （2014 年全国Ⅰ卷） 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
处的语句， 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3 分）

密， 每处不超过 12 个字。 （6 分）
研究发现， 人们所受压力会增加血液中糖皮质激素的含

中国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 借

量， 而糖皮质激素可将前体细胞变为脂肪细胞， 所以①_____

助算盘和口诀， 通过人手指拨动算珠， 就可以完成高难度计

____________。 但人们过去不清楚， 为什么白天压力大不一

算 。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定会变胖， 而上夜班之类的压力则常与肥胖相联系。 最近一

2013 年 12 月 4 日， “中国珠算” 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项研究揭开了谜底： 健康人的糖皮质激素水平在 24 小时内呈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节律性涨落， 早 8 点最高， 凌晨 3 点最低。 如果打破节律，

①即便是不识字的人也能熟练掌握

在糖皮质激素水平②________________， 糖皮质激素的增加

②珠算算盘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

就会导致更多前体细胞变为脂防细胞。 如果顺应节律， 在糖

③包含了珠算的所有秘密

皮质激素水平本来就是峰值时， 即使增加很多糖皮质激素，

④蕴含了坐标几何的原理

也不易引起脂肪细胞增加。 可见， ③________________ 非常

⑤用珠算运算， 无论速度还是准确率都可以跟电子计算

重要， 夜间长期经历持续性压力体重会明显增加。

器媲美

【解析】 通读文段， 用斜线划分层次， 把握中心。 本文段

⑥珠算口诀则是一套完整的韵味诗歌

共 6 句话， 主要内容是介绍压力与肥胖的关系， 并且解释白

A． ②③⑥④⑤①

B． ⑤②③⑥④①

天和黑夜的情况有所不同的原因。 ①空， 分析句子， 前后是

C． ⑤①②⑥③④

D． ②④⑥③①⑤

【解析】 通读文段， 用斜线划分层次， 把握中心。 本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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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皮质激素增多——
—脂肪
因果关系， 关键词是 “压力大——
细胞增多”， 再根据后文的 “压力”

“变胖”， 可知， 此处应

社

共 4 句话， 主要内容是介绍 “中国珠算” 的特点及优点。 具

填 “压力与肥胖有联系”； ②空， 根据后一句的句式和关键词

体分析， 从文段的第 2 句 “借助算盘和口诀” 可看出， 下文

“峰值”， 可知， 此处应填 “本来应该是低谷时”； ③空， 根据

应是对 “算盘” 和 “口诀” 的解释， 那么②句应排在开头，

前文研究揭开的谜底来分析， 前面提到 “打破节律”

排除 B、 C 两项； ②句承接上句， 总说算盘的结构， ④句紧接

节律” 及对应的结果， 可知， 此处应填 “压力产生的时间”。

②句， 介绍算盘蕴含的原理； ⑥句承接上文， 介绍珠算口诀，
③句紧接⑥句说明口诀的作用； ①句进一步描述 “中国珠算”

志

杂
育

【答案】 ①压力与肥胖有联系
压力产生的时间

教

的优点， ⑤句描述珠算可以与电子计算器相媲美， 所以①⑤

广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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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本来应该是低谷时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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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 病句、 语句补写备考方略
■ 河北省衡水市郑口中学 陈宝友

高考语文考试大纲在语言文字应用部分要求正确使用词

数， 所许诺言信实可靠； “一言九鼎” 强调所说的话分量很

语 （包括熟语）、 辨析并修改病句， 并且要求语言表达简明、

重， 作用很大； “一字千金” 用来称赞诗文精妙， 价值极高， 也

连贯、 得体， 准确、 鲜明、 生动。 因此成语、 病句及语句补

指书法作品的珍贵。 再如 “爱莫能助” “鞭长莫及” “望洋兴

写也成为高考的必考题型， 近两年往往在同一个语段中同时

叹” 这三个成语都表示力量不足。 “鞭长莫及” 原意是虽然鞭

设置这三类试题。

子长， 但是打不到马肚子上， 后来借指力量达不到。 侧重表

一、 词语运用 （含成语）

示距离远， 管辖、 干涉的力量达不到。 “爱莫能助” 形容心里

成语是每年高考语言运用类试题的考查热点， 高考对成

愿意帮助， 但限于力量或条件的限制却没有办法做到， 一般

语的考查一直情有独钟。 在近年来的高考试卷中， 重在考查

都有明确的主语。 “望洋兴叹” 本意指在伟大的事物面前感叹

对近义成语的辨析理解能力。 2013 年及以前均采用传统的成

自己的渺小， 今多指要做一件事情而力量不够， 感到无可奈何。

语正误辨析形式， 题型一般以四选一的客观题为主。 2014 年

【例 1】 从下列各句括号中选出填入横线处的最恰当的成语。

开始则采用选词辨析形式， 注重近义成语的辨析应用。 2016

①然而我的脑筋还在， 我的思想还在， 我的感情还在，

年又恢复了传统的成语正误辨析形式， 只不过题型改为了六

我的理智还在。 我不甘心成为 ___________， 我必须干点事

选三的客观题。 2018 年开始又在语段中考查近义成语的选用，

情。 [行尸走肉， 酒囊饭袋]

这是因为一些成语的含义和语法功能相近或者近乎相同造成

②季老的话让读者感觉到他文章的语言没有八十岁的

了成语近义的特点。 要在一组近义成语中选择一个最恰当的，

____________， 反而多了一些活泼与生动。 [老气横秋， 老态

这就须辨析。 2019 年高考试题更是将词语运用和近义成语的

龙钟]

运用结合起来， 综合考查。 因此， 如何辨析近义成语就成了

③在谈到目前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时， 评论员说： 特朗

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知识点， 2020 年高考成语复习也应以此

普政府 ________， 而中国则着眼于全球性布局。 [目光如豆，

为重点。

鼠目寸光]

近义词之间必然会有一些或大或小、 或隐或显的差别。

【解析】： ①行尸走肉： 比喻不动脑筋、 无所作为、 糊里

在近义成语里， 意义完全等同毫无区别的成语是极少见的，

糊涂过日子的人。 酒囊饭袋： 比喻无能的人。 前者侧重指人没

而较为普遍的则是 “同中有微异”， 辨析近义词语的关键就是

有灵魂， 后者侧重指人没有能力。 根据语境， 句①应选用前者。

要仔细分辨它们的细微差别。 首先阅读语境， 把握语境含义，

②老气横秋： 形容人没有朝气， 暮气沉沉的样子。 老态

然后抓住相异语素， 分析其意义差异， 同时可联系日常习惯

龙钟： 形容年老体弱， 行动不灵便的样子。 前者侧重指人的精

用语， 推断词语意义及用法。

神状态， 后者侧重指人的体态。 根据语境， 句②应选用前者。

近义词涉及的范围很广、 数量较大， 要准确的辨析近义

③ “目光如豆” “鼠目寸光” 都可形容目光短浅， 看不到

词， 就需要结合具体语境， 从词语的含义、 使用对象与范围、

远处、 大处。 前者偏重在眼光小， 强调看不到全局； 后者强

情感色彩、 语体风格、 固定搭配， 语法功能几个方面入手。

调眼光近， 看不到将来。 根据语境 “中国则着眼于全球性布

1. 根据近义成语的词义侧重判断
一般而言， 不少近义成语， 其意义的侧重点不一样。 辨

版
出

局”， 故③应选用 “目光如豆”。

社

2. 根据近义成语的词义轻重判断

析它们就得抓住词语构词要素， 体会侧重点， 仔细分析。 如

词义相近的成语， 往往语气有轻有重， 意思有深有浅。

“别具一格” “不落窠臼”， 它们都有 “与众不同” 之意， 但强

辨析时抓住这些成语的轻重差异， 可以更准确地将其安放到

志

杂
育

调的重点不同： “别具一格” 重在 “格”， 重在格调、 风格，

恰当的语境中。 如 “独断专行” “专横跋扈” “一意孤行” 的

表示与其他不同； 而 “不落窠臼” 强调不落俗套。 “一诺千

相同点是都有 “不考虑别人意见， 办事主观蛮干” 的意思，

金” “一言九鼎” “一字千金” 都有 “话少但分量重、 价值高”

不同点在于 “独断专行” 强调专断， 霸道， 语意较重； “专横

的意思， 但不同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一诺千金” 强调说话算

跋扈” 现多强调任意妄为， 不讲理； “一意孤行” 指不听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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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固执地照自己的意思行事， 语意较轻。 “作茧自缚” “自

观众的兴趣点出发， ________， 娓娓道来， 普及了许多古诗

食其果” “玩火自焚” 的相同点是都有 “做了某事结果使自己

文背后的故事， 给节目增添了不少意趣和底蕴。

受害” 的意思； 而不同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作茧自缚” 比喻

引经据典]

[旁征博引，

做了某事， 结果反而使自己受困； “自食其果” 指做了坏事，

③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 企业产生的业务数据和客户信

结果害了自己， 自作自受； “玩火自焚” 比喻干冒险或害人的

息早已不是 ________ 可以形容的， “大数据时代” 应运而生。

勾当， 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 语意较重。

[汗牛充栋， 不胜枚举]

【例 2】 从下列各句括号中选出填入横线处的最恰当的

④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 其重要性在于 ________。

成语。

【解析】： ① “青红皂白” 比喻事情的是非或原因、 来龙

①一个有平民情怀的学者， 可以坚守内心的孤独， 不一

去脉、 是非曲直， 而 “是非曲直” 的意思是正确还是错误，

定要同普通人一样去吃元宵猜灯谜， 但也不必对猜谜者

有理还是无理。 后者的意义比 “青红皂白” 的稍窄一些。 此

_______。 [嗤之以鼻， 不足挂齿， 不屑一顾]

处的语境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宽泛， 所以句①用 “青红皂白”

②他都知道误入歧途了， 竟然不知 ________， 令人遗憾！

恰当一些。

[改头换面、 改弦易辙、 改弦更张]

② “旁征博引” 与 “引经据典” 都有 “用别的材料作为

③生活风格是一种选择， 不是衡量的准则， 也不是生活

依据、 例证” 的意思， 但 “旁征博引” 重在作为例证、 依据

所必需的， 但它是授予人类众多特权中的一种， 而不能被任

的引用材料的广博， 不限于引用经典著作， 适用范围广；

何人 ________。

“引经据典” 重在引用经典著作作为依据， 适用范围窄。 依据

[等闲视之， 视同儿戏]

【解析】： ①这三个成语都有 “轻蔑” 的意思。 嗤： 讥笑，

“诗书中华” “古诗文” 等语境， 句②应选 “引经据典”。

用鼻子吭声冷笑， 语义重； 不足： 不值得， 挂齿： 放在嘴上

③ “汗牛充栋” “不胜枚举” 都可以形容事物多。 不同

讲， 表示不值得一提； 不屑： 不值得， 不愿意； 顾： 看。 认

点： 前者只能形容书籍很多， 范围小； 而后者可以泛指事物

为不值得一看， 形容极端轻视。 根据语境， ①应选用 “嗤之

的数量多， 范围大。 根据语境， 此处应选用 “不胜枚举”。

以鼻”。

④承前启后： 继承前代的并启发后代的 （多用于事业、

②改头换面： 比喻只改外表和形式， 其内容、 实质不变。
改弦易辙： 比喻改变原来的方向、 计划、 办法等。 改弦更张：
比喻改变方针、 计划和方法， 以纠正偏差或错误。

学问等）。 亦作 “承先启后”。 承上启下： 接续上面的并引起
下面的 （多用于写作等）。 根据语境选 “承前启后”。

“改弦易

4. 根据近义成语的适用对象判断

辙” 语义较 “改弦更张” 重， 多指方向、 道路、 路线或其他
根本的改变。 根据语境， ②应选用 “改弦易辙”。

近义成语适用对象不同， 有的仅适用于人； 有的仅适用
于物； 有的既适用于人， 也适用于物。 故此， 解题时必须根

③等闲视之： 把它看成平常的事， 不予重视。 视同儿戏：

据词语的关键语素体会使用对象。 如 “一视同仁” “等量齐

比喻不当一回事， 极不重视。 语意比 “等闲视之” 重。 根据

观” “相提并论” 这三个成语都有 “同样看待” 的意思。 “一

语境此处应选 “等闲视之”。

视同仁” 指同样看待， 不分亲疏厚薄， 多指人； “等量齐观”

3. 从近义成语的适用范围大小不同的角度辨析

不管事物间的差异， 同等看待， 多指物； “相提并论” 则是把

语义相近的一些成语， 有的涉及范围大， 有的涉及范围

不同的人或事物混在一起来谈论或看待。 又如 “牢不可破”

小， 相互有意义交叉部分， 使用的时候要考虑适用范围的大

“颠扑不破” “坚不可摧” 这三个成语都有 “牢固不可摧毁”

小， 以免小词大用或大词小用。 如 “休戚与共” “患难与共”，

的意思， 而 “牢不可破” 强调坚固得不可摧毁， 多指抽象事

“休戚与共” 词义范围较宽， 包括祸、 福两方面； “患难与共”

物， 如友谊； “颠扑不破” 强调永远不会被推翻， 多指理论、

则只指患难。 “津津乐道” 与 “津津有味” 都可以形容讲话时

道理等； “坚不可摧” 强调非常坚固， 摧毁不了， 多用于意

兴致勃勃， 但 “津津乐道” 仅指谈论时很有兴趣， 适用范围

志、 精神等。

较窄； “津津有味” 不仅指谈论， 也可指有兴趣地看着、 听着
或吃得很有滋味， 适用范围较广。 再如 “门庭冷落” “鲜为人

【例 4】 下列各句中加点成语的使用， 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版
出

）

知” “人迹罕至” 三项的成语都表示少， 但三者的适用范围是

①不少研究表明， 青少年走上网游成瘾之路， 也与其成

不同的。 “门庭冷落” 多用于商铺、 商店一些商业机构， 说明
生意做得不太好。 “人迹罕至” 一般用于较偏僻的野外或者郊

长环境;;相关。
息息息息
②日前， 一张照片引发了媒体议论。 衣着随便的菲律宾

外， 不适用于城市。

总统阿基诺在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握手时， 一手插裤兜。

【例 3】 从下列各句括号中选出填入横线处的最恰当的
成语。
①不能只看问题的表象， 也不能不分 ________， 打击了
改革者、 干事者的积极性和热情。

[是非曲直， 青红皂白]

② 《诗书中华》 节目的点评嘉宾张大春、 钱文忠教授从

社

志

这一傲慢的举动， 让人觉得此君不可理喻。
息息息息
③梦醒了， 可梦境的一切仍历历在目， 耳畔仍回响着遥

杂
育

远的抽水机黑胶皮水管中流淌的汩汩歌声， 绵延不绝。
息息不息
④先生执鞭， 释疑解惑， 论史上下千年， 叙事纵横万里；

教

同窗攻读， 焚膏继晷， 求证旁搜远绍， 问典穷幽极微。
息息息息

广

东

广东教育·高中 2020 年第 1 期

9

应考方略

语文揭秘

⑤尽管文化市场上艺术品+ 次 栉 比， 但泡沫也不少， 个
鳞鳞鳞鳞
别收藏者连作者都不了解就举牌， 一转身又投向下一场拍卖。
⑥如用书法修身养性， 什么间架结构都不能太刻意， 自
然就好， 一定要游刃有余。
鳞鳞鳞鳞
A． ①②④
B． ①③⑤

[得陇望蜀， 得意忘形]
②你不妨投身到任何一种潮流中去， 去经商， 去从政，
去称霸学术， 统帅文化， 叱咤风云， ________， 去充当各种
名目的当代英雄。 [指点江山， 高谈阔论]

C． ②⑤⑥

D． ③④⑥

【解析】： ①息息相关： 意思是呼吸也相互关联， 形容彼
此的关系非常密切， 可以指人， 可以指物。 休戚相关： 忧喜、

③世俗音乐的自然和谐、 宗教音乐的 ________ 以及音乐
内容、 表现形式和音乐理论在欧洲各国的发展提高， 对后世
产生了巨大影响。 [改头换面， 弃旧图新]

祸福彼此相关联， 形容关系密切， 利害相关， 一般不用于福

④面对虚假广告这个沉疴痼疾， 必须整合力量、 重拳出

祸可言的事物。 结合 “也与其成长环境” 分析， ①用 “息息

击。 近年来， 高压之下虚假广告的 ________， 值 得 深 思 。

相关”。

[死灰复燃， 东山再起]

②不可理喻： 不能用道理使他明白， 形容固执或蛮横，

【解析】： ①得陇望蜀： 已经取得陇右， 还想攻取西蜀，

不通情理。 不可思议： 不可想象， 不能理解。 ②句表述对象

比喻贪得无厌。 得意忘形： 形容浅薄的人稍稍得志， 就高兴

是人， “不可理喻” 更恰当。

得控制不住自己。 依据 “不要三心二意” “珍惜当前的工作机

③绵延不绝： 连续不断， 一直延续， 形容相同的自然景
观一个接一个不间断地出现。 不绝如缕： 形容局势危急或声
音细微悠长。 文中指的是 “歌声”， 所以③选 “不绝如缕”。
④ “宵衣旰食” 指天不亮就穿起衣来， 时间晚了才吃饭。

会” 的语境， 句①应选 “得陇望蜀”。
②指点江山： 指评说国家大事。 指点， 评说； 江山， 国
家。 符合语境。 高谈阔论： 指漫无边际地大发议论 （多含贬
义）。 根据语境， ②应选用 “指点江山”。

形容为处理国事而辛勤地工作。 “焚膏继晷” 意思是点上油

③ “改头换面”： 比喻只改变形式， 不变内容。 贬义词。

灯， 接续日光。 形容勤奋地工作或读书。 句④强调先生读书

“弃旧图新”： 抛弃旧的， 谋求新的。 多指由坏的转向好的，

勤奋， 而不是处理政务。 所以， “焚膏继晷” 是最好的选择。

离开错误的道路走向正确的道路。 句③语境是褒义， 故应该

⑤鳞次栉比： 多形容房屋有次序地排列着。 琳琅满目：
形容各种美好的东西 （多指书籍或工艺品） 很多。 根据词语
适用对象， 语境写的是艺术品， 故可以用 “琳琅满目”。
⑥挥洒自如： 形容写字， 写文， 作画， 运笔自如， 不容

选 “弃旧图新”。
④死灰复燃， 原比喻失势的人重新得势。 现常比喻已经
消失了的恶势力又重新活动起来 (含贬义)。 东山再起， 指退
隐后再度出任要职。 也比喻失势后重新恢复地位， 为褒义词。

拘束。 游刃有余： 比喻工作熟练， 有实际经验， 解决问题毫

此句语境是贬义， 故应该选 “死灰复燃”。

不费事。 从语境来看， 前面是以书法为例， 故从使用对象的

6. 根据近义成语的语体色彩判断

角度， 此处使用 “挥洒自如” 更恰当。 综上， 本题正确答案
为 A。

有些词语在意思上区别不大， 但在使用的语言环境， 如
口语和书面语中， 就有了差别。 有的近义成语的语体色彩不

5. 根据近义成语的感情色彩判断

同， 有的成语适用于书面语， 有的适用于口语。 一般在语境

不少近义成语的感情色彩有褒义、 贬义、 中性之分。 要

中有所体现， 要善于抓住语境体会。 如 “博闻强识” “见多识

根据词义， 体会感情色彩。 如 “如虎添翼” 和 “为虎添翼”，

广”， 此二词都有见识广之意。 前者侧重见闻广博， 知识面

仅仅一字之差， 两者都表示增添了力量。 前者指使强的更强，

宽， 记忆力强， 用于书面语； 后者侧重于阅历多， 多用于口

一般用于人或组织， 为褒义词； 后者则比喻给恶人做帮凶，

语。 又如 “深恶痛绝” “咬牙切齿” 都指厌恶、 愤恨到了极

助长恶人的势力， 为贬义词。 如 “见异思迁” 是贬义词， 指

点。 前者侧重形容痛恨的思想感情， 为书面语； 后者侧重指

意志不坚定， 喜爱不专； “见贤思齐” 则是褒义词， 指向好人

痛恨的表情， 是口语。

好事看齐、 学习。
又如 “重整旗鼓” “卷土重来” “东山再起” 都有 “失败

【例 6】 从下列各句括号中选出填入横线处的最恰当的
成语。

版
出

后重新开始” 的意思。 “重整旗鼓” 是褒义， 重在积聚力量，

①清朝书法家的书法都很有法度和功力， 技法娴熟， 流

重新行动； “卷土重来” 是贬义， 指失败后重新恢复势力；

利美观。 但就是缺少一种力量， 缺少一种 _____ 的精神气象。

“东山再起” 是褒义， 偏重失势之后重新恢复地位。 再如 “呕

[鹤立鸡群， 卓尔不群， 出类拔萃]

社

心沥血” “处心积虑” “挖空心思” 三个成语都有 “用尽心思”

②通过一番讲解， 老人终于明白了福利基金是一个_____

的意思， “呕心沥血” 形容费尽心血； “处心积虑” 指千方百

的储蓄过程， 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 [集腋成裘， 积少

计地盘算， 含贬义； “挖空心思” 多含贬义， 形容费尽心机。

成多]

【例 5】 从下列各句括号中选出填入横线处的最恰当的
成语。
①王经理告诫年轻员工不要三心二意， ________， 应该
珍惜当前的工作机会，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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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我的两个孩子个性全然不同， 姐姐的房间________，
弟弟的房间却是乱七八糟。” 张老师笑着对邻居说。 [井然有
序， 井井有条]

教

【解析】： ①以上三个成语都有 “与众不同， 超出同类”

广

东

GUANＧ ＤONG JIAO YU GAO ZHONG

的意思。 鹤立鸡群:像鹤站在鸡群中一样。 比喻一个人的仪表

不拘小节蓬头垢面： 形容头发很乱、 脸上很脏的样子。 重在

或才能在周围一群人里显得很突出。 卓尔： 高高直立的样子；

突出生活条件差。 停止： 不再进行。 停滞： 指受到阻碍， 不

不群： 跟别人不一样。 强调优秀卓越， 超出常人。 多用于书

能顺利地进行或发展。 从苏东坡的人生际遇看这里用 “停滞”

面语。 出类拔萃： 强调人的品德、 才能超出同类. 拔： 超出；

更合适。 失色： 失去本来的色彩或光彩。 失重： 失去原有的

类： 同类； 萃： 原为草丛生的样子， 引伸为聚集。 超出同类之

重量、 分量。 此处因前文有 “留下一道浓重的文化色彩”， 所

上。 多指人的品德才能。 根据语境， ①应选用 “卓尔不群”。

以用 “失色” 更好。 综上， 本题正确答案为 C。

② “集腋成裘” “积少成多” 都有一点一滴的意思。 不同
点在于： 前者是书面语， 后者是口头语。 根据语境， 此处选
择 “积少成多”。

【例 8】 依次填入下面语段横线处的词语， 最恰当的一组
是 （

）
散文能够真正地见出一位作家的个性和 ________。 阅读

③ “井然有序” 与 “井井有条” 虽然都有 “有条有理，

散文， 我们能体味到鲁迅的 ________， 冰心的 ________， 梁

整齐不乱” 的意思， 但 “井然有序” 多用于书面语， “井井有

实秋的幽默机智， 丰子恺的清雅淡泊。 “情” 是散文的命脉和

条” 则常用于口语。 此处是 “张老师笑着对邻居说” 的， 故

灵魂， 对于散文的 “情” 来说， 真挚 ________。

应选 “井井有条”。

A． 情趣

冷峻深沉

温和娴雅

至关重要

自 2018 年开始， 高考试题在语段中考查近义成语的选

B． 情趣

冷峭阴沉

冲淡平和

至关重要

用， 2019 年高考更是将词语运用和近义成语的选用结合起来，

C． 情调

冷峭阴沉

温和娴雅

举足轻重

综合考查了上述方法， 有时单独考， 更多的是与词语的使用

D． 情调

冷峻深沉

冲淡平和

举足轻重

合并考查， 综合性强， 难度相对加大。 考生要注意灵活运用。

【解析】： 本题考查近义词的辨析。 “情趣” 的意思是 “性

【例 7】 阅读下面的文字， 完成下列小题。

情志趣， 情调趣味”； “情调” 的意思是 “思想感情所表现出

苏东坡之所以让无数的后人崇敬和偏爱， 除了他的盖世

来的格调， 事物所具有的能引起人的各种不同情感的性质”。

才华之外， 还因为他的既智慧又仁厚、 既旷达又幽默、 既儒

此处的主体是人， 应选 “情趣”。 “冷峻深沉” 的意思是 “冷

雅又豪放、 既富于正义又富于情感的天性。 他的性格色彩层

酷严峻， 沉着而严肃”； “冷峭阴沉” 形容寒气逼人或态度严

次丰富， 太具魅力。 人们 ________ 地为他倾倒。 他的人生经

峻， 话语尖刻。 “温和娴雅” 指态度温和， 文雅 （多形容女

历也算是够坎坷的了， 因为才华太过出众而一生受小人陷害：

子）； “冲淡平和” 的意思是谦虚、 淡泊， 心态平和。 “阴沉”

坐牢于京城， 遭贬于黄州， 浪迹于天涯. 最后还上了个 “元祐

带有贬义色彩， 此处应选 “冷峻深沉”， 再根据冰心的人品和

党人碑”， 累及子女。 观其一生， 其实他并没有过多少太平宁

文品， 选择 “温和娴雅”。 “至关重要” 指相当重要， 是解决

静的日子， 然而他也并没有因此整日里 ________ 哀哀切切，

问题时的关键点； “举足轻重” 指处于重要地位， 一举一动都

见人便 “痛诉革命家史”， 困惑虽有过， 烦恼也有过， 但这些

足以关系到全局。 前者的语义比后者重， 与题干中 “命脉和

到底也还是如同烟云从他悟性非凡的心里只作穿行而从不

灵魂” 地位相符的只能是 “至关重要”。 可见， 本题正确答案

________。 他依然我行我素地热爱着生活， 乐观着人生。 他

为 A。

的才华横溢一生： 他一戏墨， 就提出了中国文人画； 他一写

二、 病句辨析及其修改

字， 就有着惊世的书法流芳千古； 他一好吃， 就传出 “东坡

所谓病句是指由于语法、 逻辑、 修辞等方面使用不当或

肉” “东坡饼” 诸类佳肴； 他一穿戴， 就使 “东坡帽” “东坡

不合事理造成表意不清的语句。 高考语文考试大纲要求考生

屐” 民间长存； 他一说笑， 就让和尚成为名僧仿佛只要苏东

辨析并修改病句， 并对常见的病句类型做了归纳， 包括语序

坡稍一动弹， 就会留下一道浓重的文化色彩。 倘若将苏东坡

不当、 搭配不当、 成分残缺或赘余、 结构混乱、 表意不明及

连根带枝蔓地从中国文化史中挖取出来， 我相信整个中国文

不合逻辑等六种。 辨析病句是高考一定考查的知识点， 在历

化史都会因之而 ________。 正是有了苏东坡的存在， 有了他

年高考试卷中出现几率较大的是语序不当、 搭配不当、 成分

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精神的存在， 才让我们后人真正见识到什

残缺或赘余、 结构混乱四种语病的辨析和修改为考查重点。

么叫做天才诗人， 什么叫做大家气度。

辨析病句是对病句识别能力的考查， 修改则以辨析为基础。

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 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

版
出

2017 年及以前的高考试题均采用传统的病句正误辨析形

A. 身不由己

不修边幅

停止

失色

式， 题型一般为四选一的客观题。 2018 年开始在语段中考查

B. 不由自主

蓬头垢面

停滞

失重

病句的修改， 题型仍然是四选一的选择题。 病句辨析题， 最

C. 不由自主

蓬头垢面

停滞

失色

常用的解题方法是划分句子结构成分， 先看主谓宾， 再看定

D. 身不由己

不修边幅

停止

失重

状补， 判断句子是否存在成分残缺或赘余、 搭配不当、 结构

社

志

杂
育

【解析】： 身不由己： 自己的行动不能由自己做主。 不由

混乱、 语序不当等问题。 如果结构上没有问题， 可从逻辑意

自主： 指由不得自己， 控制不了自己。 此处突出因苏东坡性

义上分析， 看是否有表意不明、 不合逻辑等问题。 也可以借

格太具魅力， 使人们心甘情愿控制不住地被他吸引， 为他倾

助一些标志词来辨析， 如句中出现关联词， 可从关联词的搭

倒。 不修边幅： 不注意衣着， 容貌的整洁。 重在突出随便，

配、 语序、 逻辑等三个方面考虑， 如出现介词， 可从主语残

教

广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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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方略

语文揭秘

缺、 中途易辙、 主客颠倒等角度考虑。

配不当， 把 “我国” 放到 “成为世界上” 之前。 ②句中，

1. 语序不当

“扩大……吸引力与知名度” 搭配不当， “吸引力” 应是 “提

语序不当是病句常见的类型， 主要有定语语序不当、 状

高”， 即改为 “提高……吸引力与知名度”。

语语序不当、 修饰语语序不当、 关联词语语序不当、 逻辑语

【例 10】 下列各句中， 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序不当等。 请看下列句子：

A． 中国成功发射 “墨子” 号， 把量子实验从地面搬上太

①诚信教育已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因为
不仅诚信能体现公民的基本道德素养， 而且关系到国家的整
体形象。

）

空， 从而构建了一个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和科学实验
方法。
B．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 我国空气质量恶化

②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神话故事更是其中的瑰宝， 不仅
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美好品质， 更展示了他们天
马行空的浪漫想象。

趋势得到一定控制， 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初
见成效。
C． 领导班子是否廉明、 能否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句子成分中的各项， 要注意其轻重、 缓急、 先后、 大小

是推动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的关系， 否则容易出现错误。 以上两个句子均存在语序不当

D．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 也是世界上最早制茶的国家。

的毛病， ①中应该把第二个 “诚信” 放在 “不仅” 的前面；

很久以前， 中国人就把茶树种子和种茶经验传授给世界各国

②则应将 “勤劳勇敢的美好品质” 与 “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

人民。 今天， 茶已成为世界上饮用人数最多的饮料。

互换位置。
【例 9】 下列各句中， 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解析】： A 项 “构建……方法” 动宾不搭配， 改为 “构
）

建……体系”。 C 项搭配不当， 二面对一面， 在 “推动” 前面

—神仙树立交桥正式
A． 自从最长的成都市出城高架桥——

加上 “能否”。 D 项搭配不当， “传授” 指把学问、 技艺教给

开通以来， 成都市区再添一条出城主干道， 从二环路高架就

别人， “茶树种子” 不能搭配 “传授”， 删去 “茶树种子和”。

可以直接出城到达剑南大道。

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 B。

B． 因为有了语言， 人类得以思维和交际， 不但传递和保
存着文明， 而且不断创造新的生活。 我们在语言中发展、 生
存，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 它是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

3. 成分残缺或赘余
句子成分一般有主语、 谓语、 宾语、 定语、 状语和补语。
成分残缺主要表现在主、 谓、 宾和修饰成分的残缺。 成分赘

C． 城市文明离不开法律的守护， 只有生活在其中的普通

余， 指句子中出现了表达相同意思， 起相同作用的或不必要

百姓乃至执法人员知法、 守法， 才能让这座城市的文明更有

的成分。 成分残缺主要有主语残缺、 谓语残缺、 宾语残缺、

底气。

必要的虚词和修饰成分残缺； 常见成分赘余主要有堆砌词语、

D． 互联网时代呼啸而至， 一方面传统书店因经营的 “戏
路” 太窄而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线上书店用多种方式大行其道。
【解析】： A 项， 语序不当， 应改为 “成都市最长的出城
高架桥”。 选项 B 显然语序不当， 先 “保存” 再 “传递”， 先

词义重复。 做题时如果分不清句子主干与一些必要成分， 就
会导致误判。 如：
①想要实现 “人才回流”， 相关部门必须完善高端人才配
偶就业、 子女入学、 医疗、 住房等方面。

“生存” 再 “发展”。 C 项， 语序不当， “乃至” 表示递进， 应

②为切实保障网约车乘客的安全， 有关各方将加强对驾

将 “普通百姓” 和 “执法人员” 互换位置。 故本题正确答案

驶员背景情况的核查， 严防不合规的企业、 车辆和人员杜绝

选择 D， 对于此项， 如果将 “一方面” 放在 “传统书店” 后

进入行业。

面， 则又出现了语序不当的错误。

以上两个句子均存在成分残缺或赘余的毛病， ①本句成

2. 搭配不当

分残缺， “完善” 缺少宾语中心语， 在句末加 “的措施”。 ②

搭配不当主要有以下六种类型： 主谓搭配不当， 动宾搭

句重复赘余， “严防” 与 “杜绝” 重复， 应删掉 “杜绝”。

配不当， 主宾搭配不当， 修饰语与中心词搭配不当 （定语和

【例 11】 下列各句中， 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中心语不搭配、 状语和中心语不搭配、 补语和中心语不搭

A． 未来五年， 国家将通过改造棚户区、 建设公租房等方

配）， 一面与两面不搭配， 否定与肯定顾此失彼搭配不当。 如：

）

版
出

式， 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供给， 解决当前存在的房源不足。

①自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 成功发

B． 城镇化攸关到亿万人民的生活质量， 它不是简单的城

射，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以来， 我国的航

镇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 而是在人居环境、 社会保

天事业获得了巨大的突破。

障、 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 “乡” 到 “城” 的转变。

社

志

②在游客文化体验、 特色旅游活动需求日益明显的背景

C． 针对廉价药短缺问题， 专家建议， 制定全国统一的廉

下， 利用科技创新对外宣传、 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内涵， 扩大

价药品目录， 并建立基于实际成本变化的廉价药品浮动定价

我市旅游业的吸引力与知名度。

制度， 在保障企业利润的同时合理控制药价。

杂
育

以上两个句子均存在搭配不当的毛病， ①句主宾搭配不

D． 在城市化进程中， 由于我们大多只注重地面建筑， 不

当， 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 与 “成为……国家” 搭

太重视地下基础设施的建设， 特别是城市地下排水设施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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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使我们的城市付出了很大代价。

话， 未说完， 下半句却换了主语， 说 “众多专家、 学者……”。

【解析】： A 项， 成分残缺， “解决” 后面没有宾语， 应在
句尾加上 “的问题”。 B 项， “攸关” 的意思是 “关系到”， 再
在其后面加个 “到”， 就语义重复了， 应该删去 “到”。 D 项，
成分残缺， 滥用介词造成句子缺少主语， 应删去 “由于” 或
“使”。 本题正确答案为选项 C。

本题正确答案为选项 A。
近年来， 高考试题在语段中考查病句的修改， 语段考查
的形式日臻成熟。
【例 13】 文段中画线的部分有语病， 下列修改最恰当的
一项是 （

4. 结构混乱

）

前不久， 据研究机构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七成多的孩子

结构混乱也是常见的病句类型， 有句式杂糅、 暗换主语

最崇拜文娱明星， 最想拍戏出名、 赚大钱住豪宅， 而科学家、

和中途易辙等几种， 句式杂糅表现为把表示同一个意思的两

文学家为榜样的孩子占两成， 只有屈指可数的孩子长大后想

种说法糅合到一起， 中途易辙主要表现在前面的句子没有表

成为志愿者、 公益人士。 有观点指出， 在少年儿童培养教育

述完整， 后面又出现新的陈述对象， 暗换主语表现为句子前

上， 一些家长正走在南辕北辙的路上！

面没有主语， 而前句的主语不能作该句的主语。 如：

A． 据研究机构调查结果显示： 七成多的孩子最崇拜文娱

①为了给住户提供更美的空间， 杭州不少楼盘在楼层中
设置了空中花园和露台， 住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栽种花草，

明星， 最想拍戏出名、 赚大钱住豪宅， 而两成的孩子以科学
家、 文学家为榜样
B． 研究机构调查结果显示： 七成多的孩子最崇拜文娱明

设计景观， 弥补了高层的缺陷。
②2019 年澳门回到祖国怀抱整整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里，
全世界人民对澳门飞速发展的面貌有目共睹， 无论是历史还

星， 最想拍戏出名、 赚大钱住豪宅， 而以科学家、 文学家为
榜样的孩子占两成
C． 据研究机构调查结果： 超过七成的孩子最崇拜文娱明

是当今都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
以上两个句子均存在结构混乱的毛病， ①句中， “杭州不
少楼盘在楼层中设置了空中花园和露台， 住户可以根据自己

星， 最想拍戏出名、 赚大钱住豪宅， 而科学家、 文学家为榜
样的孩子占两成

的喜好栽种花草， 设计景观， 弥补了高层的缺陷” 结构混乱，

D． 研究机构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七成多的孩子最崇拜文

前面的主语是 “住户”， 而后面 “弥补缺陷” 的主语应该是

娱明星， 最想拍戏出名、 赚大钱住豪宅， 而占两成的孩子以

“这些做法”， 属于中途偷换主语， 应该在弥补的前面加上

科学家、 文学家为榜样

“这一做法”。 ②句则是典型的偷换主语， 应把 “全世界人民

【解析】： 改病句时可采用增 （成分残缺）、 删 （赘余混

对……” 改为 “澳门飞速发展的面貌令全世界人民有目共

乱）、 调 （词序不当）、 换 （搭配不当或者不合语言习惯） 等

睹”， “无论” 前加 “其回归”。

方法， 根据不同的语病， 采取恰当的方法处理。

【例 12】 下列各句中， 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

画线部分有三处语病： 其一 ， 结 构 混 乱 ， 句 式 杂 糅 ，

A． 运用互联网思维有助于优化治理， 比如 “最多跑一次”

“据研究机构调查结果显示” 应改为 “研究机构调查结果显

改革， 办事程序能删繁就简， 仰赖的就是政务数据的互联互

示” 或 “据研究机构调查结果”； 其二， 成分赘余， “超过七

通和办事流程的全面再造。

成多” 应改为 “超过七成” 或 “七成多”； 其三， 成分残缺，

B． 全球 2000 多位科学家经过跨国的联合攻关和数年的不
懈努力， 人类史上首张清晰的超级黑洞照片终于在今年面世，
引起广泛关注。

“科学家、 文学家为榜样” 前少了介词 “以”。 本题正确答案
为选项 B。
三、 语句补写

C． 许多高中毕业生填报志愿时， 是优先考虑专业还是优

语句补写题是全国卷中极具特色、 考查频率极高的一种

先考虑学校， 很大程度上是受市场需求、 社会导向、 父母意

语言表达题型。 其命题特点是： 命题人在预先选好的一个文

愿、 个人爱好等因素的影响造成的。

段中挖去几个句子， 要求补写后的句子与语段内容贴切， 语

D． 《经典咏流传》 因创意融入时代性和时尚性， 众多专

意连贯， 逻辑严密， 语句通顺。 其答题的实质是： 让考生在

家、 学者感受到了国家平台的高级水准和创新实力， 对传统

一些隐性提示的引导下， 将这个文段再 “完形”， 甚至可以说

文化充满了自信。

是 “恢复原貌”。

【解析】： B 项， “全球 2000 多位科学家经过……， 人类

版
出

在 2015 年以前基本上是采用语句排序考查形式， 2015 年

社

史上首张……” 结构混乱， 前一句的主语是 “科学家”， “经

开始采用语句复位考查形式， 题型为四选一的选择题为主，

过……” 是介宾短语， 在句中做状语， 由此可见句子中没有

难度上有所降低。 语句补写型一般采用间隔填空的形式， 一

谓语， 这一句还没有说完， 下一句就另起话头， 以 “照片”

般为 3 空， 所填句子有字数限制。 2018 年开始又在语段中考

为主语， 属于结构混乱中的中途易辙， 可以改为 “经过全球

查语句的补写， 题型为四选一的选择题， 要求选择与语境最

2000……努力”。 C 项， 结构混乱， “很大程度上是受市场需

相符、 与上下文衔接最连贯的一句话。 2019 年高考延续了这

求、 社会导向、 父母意愿、 个人爱好等因素的影响造成的”

种情况， 并且在后面又出现了间隔填空的语句补写试题， 足

句式杂糅， 去掉 “造成”。 D 项 “《经典咏流传》” 一句是半截

见此类问题的重要性！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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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方略

语文揭秘

解答此类语句复位题时， 由于命题者在题干所给文段中

【解析】： 根据语境可知， 括号里要补写的语句的主语是

挖掉一句话， 然后设计四个内容差不多、 但句式各异的句子，

“教育教学的评价”， 要填的内容的 “教育教学评价的目的”。

选出最恰当的一项。 选项都有一定的干扰性， 最重要的方法

A 项， 所填内容不是教育教学评价的目的， 与语境不能衔接；

就是根据上下文意进行推断。 首先要通读语段， 了解句意，

B 项， 省略的主语应是 “我们”， 与语境不一致； D 项， 所填

然后注意句与句的排列组合， 注意上下句的衔接、 呼应， 做

内容不是教育教学评价的目的， 且 “应该有所不同” 表意不

到话题统一， 句序合理， 衔接和呼应自然。 要加强对语境的

明。 故选 C。

分析与体会。 有些题应注意排序句的逻辑顺序和句中关联词

【例 16】 今年的央视春晚脚踏实地、 观照时代， 以欢娱、

语的运用。 填写衔接句主要从陈述对象的一致， 虚词的运用，

激扬的节目来表现 70 年来新中国的日新月异激发新时代中国

句式选用、 情感基调、 前后的逻辑顺序和音韵的和谐的角度

人的文化自信和豪迈情怀。 这其中， 歌舞节目最为凸显。 这

选取。 解题时， 要纵观整个语段， 把握所给语段的核心话题，

些节目中， 满怀深情的歌唱与欢乐动感的舞蹈构成了节目的

理清展开的思路， 依据前后语境的提示进行准确补写， 使整

主体， 后景的渲染画面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

）。

段文字语意连贯， 务必要注意做到话题统一， 前后呼应， 事

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 最恰当的一项是 （

理相承， 意境协调及句式一致。

A. 后景的渲染画面极大地增强了节目的艺术感染力

【例 14】 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 在推动经济社

）

B. 节目的艺术感染力因为后景的渲染画面得以增强

会创新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安全、 伦理、 法律法规等方面的

C. 这些元素极大地增强了节目的艺术感染力

风险挑战。 随着数据越来越多被收集， 应用场景增加， 用户

D. 歌舞节目有了这些元素而极大地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也随之提升。

【解析】： 连贯的一个基本原则是 “话题集中， 前后一
）。

致”。 A 项， 陈述对象是 “后景的渲染画面”， 没有紧承上句

只有未雨绸缪， 研判和防范潜在风险， 才能安享 “智能+” 的

人们在拥抱人工智能、 迈向数字社会的同时， （

末尾的 “元素” 而展开， 句子显得啰嗦而不够连贯； B 项，

时代红利。

陈述对象是 “节目的艺术感染力”， 中途易辙， 与上句话题更

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 最恰当的一项是 （

）

A．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在安全、 伦理、 法律法规、 社

不一致； D 项， 陈述对象是 “歌舞节目”， 与上句的主语也不
一致， 使得所连接的句子也有些突兀。 比较而言， C 项用
“这些元素” 与上文构成了称代连贯和顶真连贯， 语句顺畅多

会治理等方面的挑战也需要被正视
B． 也需要正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在安全、 伦理、 法

了， 因而补写得最恰当。 故选 C。
【例 17】 阅读下面的文字， 完成下面小题。

律法规、 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挑战

“鲲龙” AG600 是一款国产大型灭火及水上救援水陆两栖

C． 也需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在安全、 伦理、 法律法

飞机， 于 2009 年 6 月启动研制。 历经 9 个寒暑， “鲲 龙 ”

规、 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挑战
D． 在安全、 伦理、 法律法规、 社会治理等方面挑战的人

AG600_____， 以最大 53．5 吨起飞重量， 成为世界在研最大的
水陆两栖飞机， 并成功陆续完成陆上和水上首飞， 被誉为中

工智能新技术应用也需要被正视
【解析】： 本题考查选用句式， 语言表达连贯的能力。 A

国新一代特种航空产品代表作。 目前， 世界上能研发水陆两

项， 被动句， 与前一句主语不一致； C 项， 从原文来看， 上

栖大飞机的国家_____， 关键的水上起降技术都处于封锁状

下文表达的意思是正视挑战， 而不是需要 “挑战”； D 项， 被

态。 气水动布局设计， 是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独具特色而又十

动句， 与前一句主语不一致。 故选 B。

分关键的核心设计。 由于水的密度比空气大， 同时本身具有

【例 15】 在今天的教育教学中， 应加强对学习困难学生

波动性， 会对飞机姿态造成扰动， _____产生在陆地上起飞不

的关注和指导， 以促使学业成功。 教师在教育中要平等地对

会出现的问题。 “鲲龙” AG600_____机身下半部分是船体，

待每一个学生， 尊重学生的差异， 保护学生的隐私。 在课堂

（

）， 保证既能水上起飞又能陆地起飞。

上， 教师应爱护每一个学生， 不能只重视尖子生， 对差生却

“鲲龙” AG600 飞机按照 “水陆两栖、 一机多型、 系列发

漠不关心； 在课堂外， 教师应关爱身边的每一个学生， 不管

展” 的设计思路， 在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同时， 还可

他是不是你的学生， 只要他在学习上有不懂的地方向你求教，

兼顾改装海洋环境监测和保护、 资源探测、 岛礁运输等用途

你就应该耐心地为他解答。 除此之外， 教育教学的评价要能

需要， 以及为 “一带一路” 提供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和紧急支

成为促进每一个学生发展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

援等任务的需要。 “鲲龙” AG600 丰富的功能用途， 让它成为

）。

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句子， 最恰当的一项是 （

）

A. 对学生的评价应该多方面、 多形式

社

的 “多面手”。 “鲲龙” AG600， 是国产大飞机领域取得的一

志

个重大突破， 填补了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的研制空白。

杂
育

B. 以此为依据选择和设计适宜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1． 依次填入文中横线处的词语， 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C. 使学生有明确的追求目标和行为指向， 在公平的评价

A． 深孚众望

首屈一指

因此

B． 不负众望

首屈一指

以致

不同凡响

C． 不负众望

屈指可数

教

因此

与众不同

体系下发展自我
D. 不同的教育教学领域应该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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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高考语言表达与运用新题演练
■ 安徽省岳西县店前中学 张志先

一、 阅读下面的文字， 完成 1～3 题。

评优奖励等方面采取更切合发展实际的措施， 为适应网络生

时至今日， 社会已经认识到， 网络视听节目是新时代的

产网络传播特性的视听节目建立和完善规范有序、 便捷高效

新型广播电视， 它与传统广播电视的性质、 使命、 作用

的版权保护与内容审核制度与办法。 （

________， 因此内容标准也必然一样。 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

听节目是广泛影响社会思想的精神产品， 提供视听节目服务

作的规模化、 常态化显然不会 ________， 这需要网络视听领

应当确保社会效益优先， 力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域的平台、 创作者、 受众、 研究者、 评论者等提高自觉性和

行业协会应专注职能定位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团结督促会员

）。 网络视

主动性， 在推动原创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化发展上 ________。

切实履行行业公约， 不断提高行业自教自律效能。 协会还要

相关部门应 ________ 进一步加强引导。 充分吸取传统文艺节

积极组织业内专家学者纠偏扶正， 及时研判， 总结经验教训，

目精品生产的经验和办法， 在题材规划、 剧本创作、 作品生

把握创作生产传播趋势， 及时为业界少走弯路建言献策。

产、 作品评论等方面加大重视程度， 在人才培训、 资金扶持、

D． 深孚众望

屈指可数

以致

不同凡响

2． 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 最恰当的一项是 （

）

被誉为中国新一代特种航空产品代表作” 分析， “鲲龙”
）

A． 常规的飞机气动布局在机身上部， 两个浮筒吊在机翼
两侧下方
B． 常规的飞机气动布局在机身上部， 机翼两侧下方吊有
两个浮筒
C． 机身上部才像常规的飞机气动布局， 两个浮筒吊在机
翼两侧下方
D． 机身上部才像常规的飞机气动布局， 机翼两侧下方吊
有两个浮筒
3． 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 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1. 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 最恰当的一项是 （

）
A． 在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同时， 还可改装满足海

洋环境监测和保护、 资源探测、 岛礁运输等用途需要
B． 在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同时， 还可兼顾改装满
足海洋环境监测和保护、 资源探测、 岛礁运输等用途需要
C． 在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要求的同时， 还可改装满
足海洋环境监测和保护、 资源探测、 岛礁运输等用途需要
D． 在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要求的同时， 还可兼顾改
装满足海洋环境监测和保护、 资源探测、 岛礁运输等用途需要
【解析】： 1． 不负众望： 指为人所信服， 很争气， 不辜负
大家的期望。 深孚众望： 在群众中享有威望， 使大家信服，

AG600 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选用 “不负众望”。 首屈一指：
扳指头计算， 首先弯下大拇指， 表示第一。 指居第一位。 引
申为最好的最强的第一。 屈指可数： 扳着手指就可以数清楚，
形容数量稀少。 主要讲 “世界上能研发水陆两栖大飞机的国
家” 很少， 选用 “屈指可数”。 因此： 因为这个。 以致： 用在
下半句的开头， 表示下文是上述情况造成的结果， 多指不好
的事情。 “水的密度比空气大， 同时本身具有波动性， 会对飞
机姿态造成扰动” 是 “产生在陆地上起飞不会出现的问题”
的原因， 选用 “因此”。 与众不同： 表示人或事物突出， 有特
色。 不同凡响： 指事物不平凡， 多用于文学、 艺术作品中，
用于人时表示人才能出众， 本领高强。 结合 “机身下半部分
是船体” 分析， 是与众不同的。 故选 C。
2． 根据句式的一致性， 括号前一句为 “机身下半部分是

版
出

船体”， 所以括号内应填入 “机身上部才像常规的飞机气动布
局， 机翼两侧下方吊有两个浮筒”。 故选 D。

3． 画横线的句子语病主要在于成分残缺， “在满足森林灭

社

火和水上救援的同时” 这一句中， “满足” 缺少宾语 “需要”，

排除 A 项、 B 项； “还可兼顾改装海洋环境监测和保护、 资源

志

探测、 岛礁运输等用途需要” 这一句中， “需要” 缺少谓语

杂
育

“满足”。 C 项， 去掉 “兼顾”， 改变了原句意思， 故排除。 故
选 D。

符合大家的期望。 结合 “以最大 53．5 吨起飞重量， 成为世界

责任编辑

廖宇红

教

在研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 并成功陆续完成陆上和水上首飞，

广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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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方略

语文揭秘

A． 播出平台的社会责任到底在哪里

和重大关切

B． 负起社会责任为播出平台的不二选择

C. 彼此核心立意和重大关切， 需要在谈判协议中加以体

C． 播出平台应切实负起社会责任

现我们的关切

D． 播出平台应进一步架起沟通桥梁

D. 要达成一个好的谈判协议， 彼此核心立意和重大关切

2. 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 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A． 一气呵成

迎刃而解

各司其职

度德量力

B． 一脉相承

一蹴而就

各司其职

审时度势

C． 一气呵成

一蹴而就

按部就班

度德量力

D． 一脉相承

迎刃而解

按部就班

审时度势

）

3. 文中画横线的部分有语病， 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

就需要我们关注
6. 文中画横线的部分有语病， 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
A. 中方捍卫自身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容低估， 美方的这
种行为， 是对形势的严重误判。
B. 美方的行为， 不仅是对形势的严重误判， 也完全低估
了中方捍卫自身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A. 协会还要积极组织业内专家学者及时研判创作生产传
播趋势， 纠偏扶正；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为业界少走弯路建
言献策。

C. 不仅是对形势的严重误判， 美方的这种行为， 也完全
低估了中方捍卫自身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D. 对形势的严重误判， 导致美国低估了中方捍卫自身权

B. 协会还要积极组织业内专家学者纠偏扶正， 及时研判
创作生产传播趋势； 为业界少走弯路建言献策， 及时总结经
验教训。

益的决心和意志， 美方须为此付出代价。
7. 下面是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徐忠明接受 《环球人物》
杂志的访谈内容， 请在横线处补写出所提出的问题， 不超过

C. 协会还要积极组织业内专家学者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为业界少走弯路建言献策； 及时研判创作生产传播趋势， 纠
偏扶正。

15 个字。
环球人物： 通过您对清代冤案的研究， 您觉得， 那些冤
案的酿成有哪些因素？

D. 协会还要积极组织业内专家学者纠偏扶正， 及时总结

徐忠明： 首先是制度设计。 冤案基本是在州县一级始出

经验教训， 为业界少走弯路建言献策， 及时研判创作生产传

现的， 一个州县的长官， 下面有几个辅助性的官员， 要管理

播趋势。

20 多万人口各方面的事， 时间精力受到很大限制。 再者， 州

二、 阅读下面的文字， 完成 4～6 题。

县长官一般是新科举人， 行政司法经验不足。 还有非制度性

“成功的谈判， 双方都是胜利者。” 这是美国著名谈判专

的原因。

家杰勒德·尼伦伯格的一句名言。 然而， 在中美经贸谈判中，

环球人物：

美方却与这一理念 ________， 一再________、 一味漫天要价，

徐忠明： 在司法程序设计上， 古代所有跟命案有关的案

导致谈判严重受挫。 美方的行为， 低估了中方捍卫自身权益

件， 都要到刑部， 最后报皇帝。 这种程序结构设计的目的就

的决心和意志， 也是对形势的严重误判。 ________， 中美经

是慎重刑罚， 避免冤假错案。 再者， 在死刑现场， 如果犯人

贸谈判， 一开始就是围绕贸易不平衡问题谈的。 可是， 在谈

喊冤， 砍头要停止执行， 然后就冤情向朝廷写报告反映，

判过程中， 美方不断扩大范围、 频频提出不合理要价。 即便

“不欲轻置民于死”。 还有朝廷的 “快速反应”。 案件一进中

如此， 中方始终以最大诚意和善意回应美方关切， 以 _______

央， 皇帝马上做出回应， 派钦差等高级别官员亲自审理案件。

的态度对待彼此分歧， 尽最大努力推动谈判进程， 并取得一

8. 对联， 文辞之隽永精妙， 意趣之深远阔大， 风格之多

系列重要成果。 这既是对 “合作共赢” 理念的践行， 也是对

姿多彩， 无不给人以艺术享受， 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瑰宝。

两国和世界人民负责。 （

—鼠年， 请根据上联， 写出下联。
2020 年是农历庚子年——

）。 既然是经贸谈判， 就

要围绕 “经贸” 来谈。 倘若在谈判中， 不断抬高要价， 甚至

（1） 鼠为生肖首，

试图把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的内容塞入协议， 只能是为谈判设

（2） 花香鸟语山村好，

置障碍， 何谈诚意？

9. 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 衔接最恰当的

4. 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 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

。

版
出

一组是 （ ）

乡村民宿要走得远、 走得好， 就要立足乡村， 载得起游

A. 背道而驰

得寸进尺

众所周知

求同存异

B. 背道而驰

欺上瞒下

众擎易举

如出一辙

C. 分道扬镳

得寸进尺

众擎易举

求同存异

。 另外， 与城市相比， 乡村多了一份宁静、 清新， 给

D. 分道扬镳

欺上瞒下

众所周知

如出一辙

人惬意的放松。 人们向往的农村， 期望感受的乡村民宿， 不

客的乡愁。

，

，

，

社

，

志

杂
育

，

5. 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 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 ）

仅仅是要在乡村， 而且还要有乡村味， 绝对不是所谓的 “城

A. 好的谈判协议的圆满达成， 离不开谈判双方你来我往

市般的装潢”。

的多个回合
B. 一个好的谈判协议要达成， 必须照顾到彼此核心利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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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到乡村民宿游玩

教

②很多城市来的游客都是从农村走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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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心里面的 “家” 在乡村

14. 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 使整段文字

④感受已经逐步远去的 “家” 的味道

语意完整连贯， 内容贴切， 逻辑严密， 每处不超过 15 个字。

⑤ “根” 在农村

（6 分）

⑥其实是在寻找乡愁

从农村到城市， 农民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也推动了经济

A. ①④⑥③⑤②

B. ②⑤③①⑥④

发展， 与之相伴的是 “留守儿童” “空心村” 等问题的出现。

C. ④③⑤①⑥②

D. ⑤⑥③②④①

对每一位农民工父母来说，

10. 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 衔接最恰当的
一组是 （ ）

镇化， 一边是城乡协调发展，

对于当下的各种 “网红” 乱象， 监管要管、 平台要治，
而 “网红” 们更当自重自强。 无论是有形的 “网红公约”， 抑

①

， 一边要面对孩子期盼的

眼神， 现实中很难兼顾； 对于国家来讲， 一边是高效率的城
整体而言，

③

②

。 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

， 而需要在发展的天平上用好轻与重、 缓

与急的辩证法。

，

—814 路，
15. 杭州出现了一趟 “三语报站” 的公交车——

。 一句话， 网红不该沦为低俗的 “代名词”， 自制力与

引起人们的热议。 这是一趟往来朝晖和吴山广场之间的公交

或是无形的规则力量，

，

，

，

车， 沿途会经过中山中路、 开元路、 定安路等杭州味道浓郁

自洁力当成为 “网红” 现象的 “标配”。
①遵守法律法规的 “红线”

的街区。 “三语报站”， 也就是在原来普通话、 英语的基础上

②自能擘画出中国 “网红” 版图的新天

加上了杭州话报站。 这一举措， 引发网友热议。 你是怎么看

③在眼前利益的诱惑下 “不畏浮云遮望眼”

待这一现象的， 请谈谈你的看法。 （5 分）
16. 阅读下面新闻， 请拟定新闻标题。 会议名称要出现，

④“网红” 和平台若能恪守道德与文明的底线

不超过 30 个字。

⑤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A. ①⑤③④②

B. ③⑤④①②

智利总统皮涅拉 30 日上午在总统府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

C. ④①③⑤②

D. ⑤④①③②

智利政府放弃主办原定分别于今年 11 月和 12 月举行的亚太

11. 近日， 北京市民路先生反映， 他在恭王府博物馆展厅

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内为朋友介绍相关历史知识时被工作人员劝阻。 工作人员告

会， 优先应对国内局势。

诉他在展厅内不允许做讲解， 这让路先生非常费解， “我又不

皮涅拉说， 最近两周来智利国内形势困难， 考虑到目前

是 ‘野导游’， 只是给朋友介绍历史， 为什么不行？” 你是否

政府需要优先重建社会秩序， 保障公民安全和社会安定， 推

同意工作人员的做法， 请谈谈你的看法。

动新的社会计划迅速有力实施， 以回应民众要求， 政府做出

12. 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 使整段文字
语意完整连贯， 内容贴切， 逻辑严密， 每处不超过 12 个字。
保持健康， 需要关口前移， 做好养身保健， 也是大健康

了这一艰难的决定。
皮涅拉对这一决定引起的问题和不便深表遗憾， 重申
APEC 对于智利经济的重要

的题中之义。 养生保健是否得法， 决定健康状态和生命长

性以及智利对采取有效行动

度，

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①

。 现实中， 尽管很多人重视养生，

②

， 最典

型的错误认知便是将养生与服用保健品画上等号。 观察一些

17. 认真阅读右面一则

年轻人的养生行为可以发现， 他们对健康、 衰老怀有焦虑，

漫画， 用一句话概括这幅漫

解决办法不是选择运动健身、 膳食均衡，

画的寓意。 不超过 20 字。

③

， 来达到高

强度工作之后的修复、 生活中的营养补充、 健身和美容等具

18. 根据相关要求， 截

体功效。 再加上商家 “现在不养生， 以后养医生” 的宣传攻

至 2019 年 9 月底， 全国各

势， 不少年轻人就容易患上保健品依赖症。

地已出台实施或发文向社会

13. 仿照下面的示例， 利用所给材料续写三句话， 要求内
容贴切， 句式与所给示例相同。
井底之蛙， 夜郎自大， 不再接受新鲜事物， 凸显了封闭

了右图漫画中所反映出的问
题， 请提出具体建议。

退步

2022 年 9 月 在 浙 江 杭 州 举

悲哀

终究成为情绪奴隶

心态不好人生易老

物是人非过眼

自毁前程

意志消沉

精神萎靡

江河日下

自暴自弃

志

行。 右图是杭州亚运会会

杂
育

徽， 试结合构图要素， 分析

云烟

答：

社

19. 第 19 届亚运会将于

材料：

倒退落后

版
出

或降价措施。 个别景区出现

的危害。
颓废

公布了 981 个景区免费开放

会徽含义。 （6 分）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教

十四届运动会将于 2021 年

广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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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举办。 2019 年 8 月 2

可能会传播错误历史信息， 很容易以讹传讹， 影响正常旅游

日， 该届运动会会徽 “礼天玉

秩序， 传导负面价值取向。 还有， 当时工作人员不确定路先

璧” 正式亮相。 整个会徽由中

生是否为 “野导游”， 在景区规范治理呼声颇为高涨的当下，

心部分和环形部分两方面构成，

工作人员也只能予以劝阻。

试分析这两部分构图要素并分析
其含义。 （6 分）

反对工作人员的做法。 整治 “野导游” 需要把工作做细，
避免造成误伤， 影响游客体验， 而不能简单采取禁止的方法。
另外景区也需要多作反思， 提供的正规讲解如何做到生动有

参考答案

趣， 如何吸引更多的听众， 满足听众更高的欣赏、 求知、 审

1. C 根据上文意思， 应当围绕 “播出平台” 来谈， 因此

美需求。

排除 A 和 B 项， 通过下文 “确保社会效益优先” 来看， 再排
除 D 项。
2. B 一气呵成： 比喻文章的气势首尾贯通； 也比喻完成
整个工作的过程中不间断， 不松懈。 一脉相承： 由一个血统
或一个派别传下来， 比喻某种思想、 行为或学说之间有继承
关系。 句子意思是网络视听节目和传统广播电视有着内在的
继承关系， 因而用一脉相承。 一蹴而就： 踏一步就成功， 形
容事情轻而易举， 一下子就能完成。 迎刃而解： 比喻主要问
题解决了， 其他有关的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这句话的意
思是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规模化、 常态化不可能一下子就

12. 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②却容易陷入误区

③而往往

是通过服用保健品
13. 意志消沉， 精神萎靡， 终究成为情绪奴隶， 凸显了颓
废的心理。
倒退落后， 江河日下， 物是人非过眼云烟， 凸显了退步
的无情。
自暴自弃， 自毁前程， 心态不好人生易老， 凸显了悲哀
的人生。
14. ①一边要肩负起家庭的责任

②时常面临两难选择

③很多时候要做的不是一道判断题

能完成， 因而用一蹴而就。 各司其职： 各自管好、 做好自己

①根据句意判断， 这里应当是 “一边要” 开头， 再根据

的本职工作。 按部就班： 按照一定的条理， 遵循一定的程序。

“孩子期盼的眼神”， 所以应当是 “家庭的责任”。 ②与 “现实

通过下文相关部门、 播出平台、 行业协会等来看， 应当是这

中很难兼顾” 相对应。 ③不是 “辩证法”， 根据句意应该是

几家各自管好做好自己的事， 因而用各司其职。 审时度势：

“判断题”。

了解时势的特点， 估计情况的变化。 度德量力： 衡量自己的
品德能否服人， 估计自己的能力能否胜任。 句子意思是把握
时势的特点， 而且主语不是人， 因而用审时度势。
3. A 本句话重点在内在的逻辑顺序。 应当先是研判， 纠
偏扶正， 然后才是总结经验教训， 为业界少走弯路建言献策。
4. A 背道而驰， 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比喻方向、 目标完

15. 示例一： 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 方言报站加深了
地域歧视， 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示例二： 方言会让你记住根， 方言报站可以弘扬地域文
化， 我认为这个完全可以有。
16. 智利宣布放弃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

全相反； 分道扬镳， 指分道而行， 比喻因目标不同而各奔各

17. 人生的某些时候， 需要我们妥协。 （意思对即可）

的前程或各干各的事情。 得寸进尺， 比喻贪得无厌； 欺上瞒

18. 景区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政策， 决不允许出现流于形

下， 欺骗上级， 蒙蔽下属和群众。 众所周知， 大家全都知道；

式、 敷衍搪塞、 明降暗升的情况； 价格主管部门要主动作为，

众擎易举， 许多人一齐用力， 就容易把东西举起来， 比喻大

坚决打击价格欺诈行为。

家同心合力， 就容易把事情做成功。 求同存异， 找出共同点，

19. 经典的扇面寓意着江南浓郁的人文底蕴； 一条条赛道

保留不同点； 如出一辙， （车子） 好像从同一个车辙出来， 形

代表了亚运会核心体育竞技； 互联网符号契合杭州互联网城

容事情非常相像。 因此选 A。

市的特色； 钱塘江潮奔涌表达了浙江儿女勇立潮头的精神特

5. B 围绕一个好的谈判协议来谈， 要照顾到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 还要注意句式的统一。
6. B 主要从对美方的行为进行分析， 再把握递进句式。
7. 历史上是怎么来避免冤假错案的？
8. （1） 春乃岁时先 （2） 雨顺风调鼠岁丰
9. B

质。 整个会徽象征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潮的涌动和
向前。

20. 中心部分为宝塔山、 延河水和五孔窑洞， 表达全国人

社

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攻坚克难的坚强意志。

环形部分将玉璧纹饰幻化成田径、 球类、 游泳三个运动

志

10. C

项目人形， 体现全民全运的理念， 展示全国人民万众一心、

11. 不管同意或者反对， 只要选取一个角度， 言之成理

团结向上、 奋力拼搏、 逐梦圆梦，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

即可。

杂
育

奋斗的精神风貌。

同意工作人员的做法： 在没有专业知识的情况下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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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也象征亚奥理事会大家庭团结携手， 紧密相拥，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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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Ｇ ＤONG JIAO YU GAO ZHONG

概率与统计的高考复习建议
■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学 李湖南

概率与统计在近年高考命题中一直处在创新阶段， 试题

最后看④， 在思路二中， 我们知道它不是系统抽样产生

形式始终不落俗套， 每年高考都能给考生留下十分深刻的印

的， 由于它在前 108 号中只有三个， 即 “30， 57， 84”， 因

象． 试题常以两道客观性试题和道解答题与考生见面， 总分数

此， ④也不是分层抽样的结果， 那么， 它只能是简单随机抽

大致为 22 分． 由于本部分内容包含必修三的概率与统计及选

样产生的．

修 2-3 的全部， 致使命题范围相当大， 为使你的复习具有较
强的针对性， 本文从近年常考考点入手， 向你展示每一个考
点的主要命题方向， 供参考．

由于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答案为 D．
点评 本题考查简单随机抽样很到位， 它要求你对三种抽
样方法都十分熟悉， 否则， 还真的容易出错. 可以想象， 如果

一、 统计基础

在上述知识点中任意一个也同样可以设计出如此精妙的考题．

随机抽样、 频率分布直方图、 茎叶图及众数、 平均数、
中位数等这些都是统计的基础， 由于教材对这一内容的要求
与其它内容完全一致， 因此在此处设计客观性试题是可行的，

二、 古典概型与几何概型
这是两类基本的概率模型， 以这两个模型为出发点设计
试题也十分常见. 求解时， 要认清模型的特征．
例 2 （1） 已知函数 ｆ（ｘ）＝2x2 －4ax＋2b2， 若 a∈{4， 6， 8}，

因此， 这一内容我们也要重视．
例 1 某初级中学有学生 270 人， 其中一年级 108 人， 二、

b∈{3， 5， 7}， 则该函数有两个零点的概率为 ________．

三年级各 81 人， 现要利用抽样方法抽取 10 人参加某项调查，

P
P
PP
B+P
C+2P
A＝0，
（2） 已知 P 是△ABC 所在平面内一点， P

考虑选用简单随机抽样、 分层抽样和系统抽样三种方案， 使

现 将 一 粒 黑 芝 麻 随 机 撒 在 △ABC 内 ， 则 该 粒 黑 芝 麻 落 在

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时， 将学生按一、 二、 三年级依

△PBC 内的概率是 （

次统一编号为 1， 2， …， 270； 使用系统抽样时， 将学生统一

）
B． 1
3

C． 2
3

D． 1
2

随机编号 1， 2， …， 270， 并将整个编号依次分为 10 段. 如

11. A． １
4

果抽得号码有下列四种情况：

解析 （1） 要使函数 ｆ（ｘ）＝2x2 －4ax＋2b2 有两个零点， 即方

①7， 34， 61， 88， 115， 142， 169， 196， 223， 250；

程 x2 －2ax＋b2＝0 要有两个实根， 则 驻＝4a2－4b2>0， 即 a>b， 又

②5， 9， 100， 107， 111， 121， 180， 195， 200， 265；

a∈{4， 6， 8}， b∈{3， 5， 7}， a， b 的取法共有 3×3＝9 种， 其中

③11， 38， 65， 92， 119， 146， 173， 200， 227， 254；

满足 a>b 的取法有 (4， 3)， (6， 3)， (6， 5)， (8， 3)， (8， 5)， (8，

④30， 57， 84， 111， 138， 165， 192， 219， 246， 270；

7)， 共 6 种， 所以所求的概率为 6 ＝ 2 ．
9 ３

关于上述样本的下列结论中， 正确的是 （

）

A． ②③都不能为系统抽样

B． ②④都不能为分层抽样

C． ①④都可能为系统抽样

D． ①③都可能为分层抽样

解析 对于①我们清楚了它可能是系统抽样抽取的.实际
上， 由于前 108 号中有四个， 即 “7， 34， 61， 88”； 在 109
至 190 中有三个， 即 “115， 142， 169”； 在 190 以后的号中
有三个， 即 “196， 223， 250”； 于是， ①也可能是分层抽样
的结果； 当然， 也可能是简单随机抽样的结果．
②呢？ 由思路一可知， 它可能是分层抽样的结果， 当然
还可以是简单随机抽样的结果．
③可能是系统抽样产生的； 实际上， 由于前 108 号中也
有四个， 即 “11， 38， 65， 92”； 在 109 至 190 中也有三个，
即 “ 119， 146， 173” ； 在 190 以 后 的 号 中 也 是 三 个 ， 即
“200， 227， 254”； 于是， ③也可能是分层抽样的结果； 当
然， 也可能是简单随机抽样的结果．

P
P
PP
P
P
PP
B+P
C+2P
A＝0， 得P
B+P
C=-2P
A， 设 BC 边中点为
（2） 由P

PP
PP
D＝-2P
A， P 为 AD 中点， 所以所求概率P＝
D， 连接 PD， 则 2P
S△PBC ＝ １ ， 即该粒黑芝麻落在△PBC 内的概率是 １ ． 故选 D．
S△ABC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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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古典概型与几何概型本是基础问题， 但一定要注意

它的交汇点第 （1） 小题与函数结合、 第 （2） 小题与平面向
量结合， 可以看出基础并不表示一定简单．
三、 排列、 组合及二项式定理

社

这是选修 2-3 的第一章的内容， 虽然用 “选修” 二字，

志

但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理科的必修内容， 作为高考命题的有
效覆盖， 显然， 它不会完全被命题人忽略的， 而这一内容的

杂
育

命题又往往很灵活， 请看：

例 3 （1） 若集合 E={(p, q, r, s)|0≤p<s≤4, 0≤q<s≤4,
0≤r<s≤4 且 p, q, r, s∈N}， F={(t, u, v, w)|0≤t<u≤4, 0≤v<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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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4且 t, u, v, w∈N}， 用 card(X) 表示集合 X 中的元素个数，
则 card(E)+card(F)=（
A． 50

）．

B． 100

C． 150

D． 200

（2） 设 m 为正整数， (x＋y)2m 展开式的二项式系数的最大
值为 a， (x＋y)2m＋1 展开式的二项式系数的最大值为 b. 若 13a＝
7b， 则 m＝（

）

A． 5

16

軍 = １ 移xi=9.97， s=
经计算得X
16 i＝1

B． 6

C． 7

16

姨

16

姨

１
移（xi-x軃 ）2 =
16 i＝1

16

-2
１ （
x2i -16 x ） ≈0.212，
移
16 i＝1

姨

16

（移（i-8.5）2 ≈18.439， 移
i＝1
i＝1

（xi-x軃 ）（i-8.5）=-2.78， 其中 xi 为抽取的第 i 个零件的尺寸， i＝

D． 8

解析 （1） 对于集合 E， 当满足 0≤p<s≤4, 0≤q<s≤4,
0≤r<s≤4 时， s 的值最大， 此时分类讨论：
当 s=4 时， p, q, r 均可取 0， １， ２， ３ 四个数中的任意一
数， 此时共有 43 个不同的值．
当 s=3 时， p, q, r 均可取 0， １， ２ 三个数中的任意一数，
此时共有 33 个不同的值．
当 s=2 时， p, q, r 均可取 0， １ 两个数中的任意一数， 此

1， 2， …， 16．
（Ⅰ） 求 （xi ， i) （i＝1， 2， …， 16） 的相关系数 r， 并回
答是否可以认为这一天生产的零件尺寸不随生产过程的进行
而系统地变大或变小 （若 | r |<0.25， 则可以认为零件的尺寸不
随生产过程的进行而系统地变大或变小）．
（Ⅱ） 一天内抽检零件中， 如果出现了尺寸在 （x軃 -3s, x軃 +
3s） 之外的零件， 就认为这条生产线在这一天的生产过程可
能出现了异常情况， 需对当天的生产过程进行检查．

时共有 23 个不同的值．

（ⅰ） 从这一天抽检的结果看， 是否需对当天的生产过程

当 s=1 时， p, q, r 只可取 0， 此时共有 １ 个不同的值．

进行检查？

于是， card(E)=1+23+33+43=100.
再看对于集合 F， 由于 0≤t<u≤4, 0≤v<w≤4相互独立，
于是， 仅看 0≤t<u≤4， 当 u=4 时， t 可取 ０， １， ２， ３ 四
个数； 当 u=3 时， t 可取 ０， １， ２ 三个数； 当 u=2 时， t 可取
０， １ 两个数； 当 u=1 时， t 只取 ０ 一个数； 这样 (t, u, v, w)

（ⅱ） 在 （x軃 -3s, x軃 +3s） 之外的数据称为离群值， 试剔除
离群值， 估计这条生产线当天生产的零件尺寸的均值与标准
差． （精确到0.01）．
附 ： 样 本 （ xi ， yi ) （ i ＝1， 2， … ， n） 的 相 关 系 数 r =

中 (t, u) 的不同情形有： 1+2+3+4=10 种； 同理 (t, u, v, w) 中

ｎ

(v, w) 的不同情形也有 10 种， 故集合 F 中的不同元素个数也

移（x -x軃 ）（y -y軃 ）

是 100．

i＝1

i

i

ｎ

故 card(E)+card(F)=200.
m
， b＝Cm2m+1， 又 ∵ 13a＝7b， ∴
（2） B； 由题意可知， a＝C2m

13·（2m）！ =7· （2m+1）！ ，
m！m！
m！（m+1）

， 姨0.008 ≈0.09．

ｎ

姨移 姨移

（xi-x軃 ）2
（yi-y軃 ）2
i＝1
i＝1
解析 （Ⅰ） 由样本数据得 （xi ， i) （i＝1， 2， …， 16） 的

相关系数为：

即 １3 = 2m+1 . 解得 m＝6. 故选 B.
7
m+1

16

点评 第 （1） 题仅考乘法原理， 但建立在原条件的基础
上合理分类很关键， 你看得出吗？ 第 （2） 题属于常规运算，

移（x -x軃 ）（i-8.5）
i

主要考查公式的应用， 公式熟了， 什么都好说．
四、 统计案例

-0.18．

统计案例中两个最为突出的内容就是回归方程与独立性
检验， 这两个内容也是近年高考频繁考查的知识点之一， 但

i＝1

r=

16

姨

移（x -x軃 ）
i

2

i＝1

姨

移（i-8.5）

2

-2.78
≈
0.212× 姨16 ×18.439

i＝1

由于 | r |<0.25， 因此可以认为这一天生产的零件尺寸不随
生产过程的进行而系统地变大或变小．

具体到命题又有较大的灵活性．
例 4 为了监控某种零件的一条生产线的生产过程， 检验

=

16

（i） 由于 x軃 =9.97, s=0.212， 由样本数据可以看出抽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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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每隔 30 min 从该生产线上随机抽取一个零件， 并测量其尺

取的第 13 个零件的尺寸在 （x軃 -3s, x軃 +3s） 以外， 因此需对当

寸 （单位： cm）． 下面是检验员在一天内依次抽取的 16 个零件

天的生产过程进行检查．

的尺寸：
抽取次序

（ii） 剔除离群值， 即第 13 个数据， 剩下数据的平均数为
1

2

3

零件尺寸 9.95 10.12 9.96

4

5

6

9.96 10.01 9.92

7

8

9.98 10.04

社

１ （16×9.97-9.22）=10.02， 这条生产线当天生产的零件尺寸的
15
均值的估计值为 10.02．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移x =16×0.212 +16×9.97 ≈1591.134，
2
i

2

i＝1
零件尺寸 10.26 9.91 10.13 10.02 9.22 10.04 10.05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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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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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第 13 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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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数据的样本方差为 １ （1591.134-9.222-15×10.022）≈0.008，
15

②设 C 表示事件 “这 3 季中至少有 2 季的利润不少于
2000 元”

这条生产线当天生产的零件尺寸的标准差的估计值为 姨0.008

由于种植 1 季此作物的利润不少于 2000 元的概率为：

≈0.09．

P(X)＝P(X＝4000)＋P(X＝2000)＝0.3＋0.5＝0.8.

点评 本题设计的非常漂亮， 既没有考查回归方程也未考

那么 P(C)＝C32 ×0.82×(1-0.8)+C33 ×0.83=0.512+0.384=0.896.

查独立性检验， 而是考查相关系数的应用、 小概率事件发生
的应用及一些数字特征值.难度不大， 但由于数字运算量较大，

所以， 这 3 季中至少有 2 季的利润不少于 2000 元的概率
为 0.896.

得高分不易．

点评 第 1 题是一道很漂亮的独立事件的概率问题， 它需

五、 独立事件的概率与二项分布

要认清两局中甲的胜负情况. 第 2 题的第一小问可能一部分考

这是一个既可考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同时也可考查综

生都会出问题， 认真读题、 仔细品味题意才是正确求解的关

合应用的知识块.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杰出的客观性试题也看
到了非常完美的主观性试题．

键．
六、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 期望与方差

例 5 （1） 甲、 乙两队进行排球决赛．现在的情形是甲队

这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知识块， 也是每年高考必考的

只要再赢一局就获冠军， 乙队需要再赢两局才能得冠军. 若两

一个重要考点， 也许命题专家们想刻意回避， 但绕来绕去总

队胜每局的概率相同， 则甲队获得冠军的概率为 （

是在原地转圈， 从客观题到主观题， 往往显得很 “纯洁”.

B． 3
5

A． １
２

C． 2
3

）

D． 3
4

例 6 一个袋中装有若干个大小相同的黑球， 白球和红球．

（2） 一块耕地上种植一种作物， 每季种植成本为 1000
元， 此作物的市场价格和这块地上的产量均具有随机性， 且
互不影响， 其具体情况如下表：

已知从袋中任意摸出 1 个球， 得到黑球的概率是 2 ； 从袋中
5
任意摸出 2 个球， 至少得到 1 个白球的概率是 7 ．
9
（Ⅰ） 若袋中共有 10 个球，

作物产量 (kg)

300

500

作物市场价格 (元/kg)

概

0.5

0.5

概

率

率

（ⅰ） 求白球的个数；

（ⅱ）

6

10

从袋中任意摸出 3 个球， 记得到白球的个数为 孜， 求随机变量

0.4

0.6

孜 的数学期望 E孜．
（Ⅱ） 求证： 从袋中任意摸出 2 个球， 至少得到 1 个黑球

①设 X 表示在这块地上种植 1 季此作物的利润， 求 X 的
分布列；
②若在这块地上连续 3 季种植此作物， 求这 3 季中至少

的概率不大于 7 ． 并指出袋中哪种颜色的球个数最少．
10
解析 （Ⅰ） （i） 记 “从袋中任意摸出两个球， 至少得到一
2

有 2 季的利润不少于 2000 元的概率．
不不不
解析 （1） 设 Ai (i=1, 2) 表示继续比赛时， 甲在第 i 局获
軍 1 A2，那么P (B)=P (A1)+
胜； B事件表示甲队获得冠军， 则B=A1+A

个白球” 为事件 A， 设袋中白球的个数为 x， 则 P (A)＝1- C10-x
C210
= 7 ， 得到 x=5． 故白球有 5 个．
9
（ii） 随机变量 孜 的取值为 0， 1， 2， 3，

軍1 A2)= １ + １ × １ = 3 ， 故选 D.
P (A
２ ２ ２ 4
(2) ①设 A 表示事件 “作物产量为 300 kg”， B 表示事件

3
1 2
2 1
由于 P (孜=0)= C35 = 1 ， P (孜=1)= C5 3C5 = 5 ， P (孜=2)= C5 3C5
12
C10 12
C10
C10

= 5 ， P (孜=3)= 1 .
12
12

“作物市场价格为 6 元/kg”，
由题设知 P (A)＝0.5， P (B)＝0.4，
∵ 利润＝产量×市场价格－成本， ∴ X 所有可能的取值为：

分布列是：

500×10－1000＝4000， 500×6－1000＝2000，
300×10－1000＝2000， 300×6－1000＝800.
軍 )P (B
軍)=（1-0.5）（1-0.4）=0.3；
P (X=4000)＝P (AB)=P (A
軍 B+AB
軍 )=P (A
軍 )P (B)+P (A)P (B
軍 )=（1-0.5）×0.4+
P (X=2000)＝P (A
0.5×（1-0.4）=0.5；

孜

0

1

2

3

P

1
12

5
12

5
12

1
12

孜 的数学期望 E孜= 1 ×0+ 5 ×1+ 5 ×2+ 1 ×3= 3 ．
12
12
12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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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证明： 设袋中有 n 个球， 其中 y 个黑球， 由题意得

P (X=8000)＝P (AB)=P (A)P (B)=0.5×0.4=0.2.

y= 2 n，
5

所以 X 的分布列为：
X

4000

2000

800

P

0.3

0.5

0.2

志

杂
育

由 2y<n， 2y≤n-1， 所以 y ≤ 1 ．
n-1
2

记 “从袋中任意摸出两个球， 至少有 1 个黑球” 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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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方略
1
2n
5

数学有数
1
3n
5
2
n

C C +C
P(B)＝

1
2n
5

C

2n
= 2 + 3· 5 = 2 + 3· y ≤ 2 + 3
5 5 n-1 5 5 n-1
5 5

×１= 7 .
２ 10

为 0.9974， 落在 (μ-3σ, μ+3σ) 之外的概率为 0.0026. P (X=0)＝
C016（1-0.9974）0 0.997416≈0.9592，P(X≥1)＝1-P (X=0)≈1-0.9592
=0.0408，由题可知X～B(16, 0.0026)，∴ E(X)=16×0.0026=0.0416．
（2） （i） 尺寸落在 (μ-3σ, μ+3σ) 之外的概率为 0.0026，

所以白球的个数比黑球多， 白球个数多于 2n ， 红球的个
5
数少于 n ．
5

由正态分布知尺寸落在 (μ-3σ, μ+3σ) 之外为小概率事件， 因
此上述监控生产过程的方法合理．
（ ii） μ -3σ =9.97 -3 ×0.212 =9.334， μ +3σ =9.97 +3 ×0.212 =
10.606．

故袋中红球个数最少．

(μ-3σ, μ+3σ)=(9.334, 10.606)， ∵ 9.22埸(9.334, 10.606)， ∴

点评 本题设计精巧、 应用灵活， 将随机事件的概率问题
与方程、 函数、 不等式等巧妙的溶为一体. 既有深度又有广
度， 可以说是近年出现的典型试题的杰出代表．
七、 正态分布及其应用

需对当天的生产过程检查． 因此剔除 9.22， 剔除数据之后： μ=
9.97×16-9.22 =10.02．
15
σ2 =[(9.95 -10.02)2 +(10.12 -10.02)2 +(9.96 -10.02)2 +(9.96 -

正态分布在近年的高考命题中时有出现， 一旦出现， 往

10.02)2 +(10.01 -10.02)2 +(9.92 -10.02)2 +(9.98 -10.02)2 +(10.04 -

往有较大的难度且都有一定的运算量. 从此类题在高考中出现

10.02)2 +(10.26 -10.02)2 +(9.91 -10.02)2 +(10.13 -10.02)2 +(10.02 -

时， 考生得分情况看， 正态分布问题对考生的 “杀伤力” 较

10.02)2+(10.04-10.02)2+(10.05-10.02)2+(9.95-10.02)2]× １ ≈0.08．
15

大， 求解时不仅要注意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运用， 合理、

∴ σ= 姨0.008 ≈0.09.

巧妙的进行数字运算也是必不可少的．
例 7 为了监控某种零件的一条生产线的生产过程， 检验

点评 本题对有关正态分布方面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考

员每天从该生产线上随机抽取 16 个零件， 并测量其尺寸 （单

查的相当细， 对正态分布与概率间的关系考查的也十分到位，

位： cm）． 根据长期生产经验， 可以认为这条生产线正常状态

是一道难得的好题．

下生产的零件的尺寸服从正态分布 N(μ, σ2)．

八、 概率统计与其它知识的交汇性

（1） 假设生产状态正常， 记 X 表示一天内抽取的 16 个零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认为概率统计相对较为封闭， 与其

件中其尺寸在 (μ-3σ, μ+3σ) 之外的零件数， 求 P(X≥1) 及 X

它知识的交汇性较少， 看看 2018 与 2019 年全国高考玉卷的

的数学期望．

命题， 显然， 这种认为是错误的. 它与任意章节的结合都相当

（2） 一天内抽检零件中， 如果出现了尺寸在 (μ-3σ, μ+

完美、 天衣无缝． 下面我们再欣赏几例：

3σ) 之外的零件， 就认为这条生产线在这一天的生产过程可

1. 与解析几何的交汇

能出现了异常情况， 需对当天的生产过程进行检查．

例 8 设 l 为平面上过点 (0, 1) 的直线， l 的斜率等可能地

（ⅰ） 试说明上述监控生产过程方法的合理性．
（ⅱ） 下面是检验员在一天内抽取的 16 个零件的尺寸：

取-2 姨 2 , - 姨 ３ , - 姨 5 , 0, 姨 5 , 姨 ３ , 2 姨 2 ， 用 孜 表示
２
２
坐标原点到 l 的距离， 则随机变量 孜 的数学期望 E孜=______．

9．95

10．12

9．96

9．96

10．01

9．92

9．98

10．04

10．26

9．91

10．13

10．02

9．22

10．04

10．05

9．95

16

经计算得 x= １ 移xi =9.97， s=
16 i＝1

16

姨

１
移（xi-x軃 ）2 =
16 i＝1

16

姨

１ （
移x2i -16 x2）2 ≈0.212， 其中 xi 为抽取的第 i 个零件的尺
16 i＝1

解析 由斜率的取值可得七条不同的直线， 又由对称性可
知， 原点到这七条直线的距离有 4 种不同结果， 即原点到以
-2 姨 2 与 2 姨 2 为斜率的直线的距离为 １ ． 原点到以- 姨 ３ 与
3
１
姨 ３ 为斜率的直线的距离为 ． 原点到以- 姨 5 与 姨 5 为
２
２
２
斜率的直线的距离为 2 ． 原点到以 0 为斜率的直线的距离为１．
3

孜

１
3

１
2

2
3

1

P

2
7

2
7

2
7

１
7

用样本平均数 x 作为 μ 的估计值 μ赞 ， 用样本标准差 s 作为
σ 的估计值σ赞 ， 利用估计值判断是否需对当天的生产过程进行
检查？ 剔除 (μ赞 -3σ赞 , μ赞 +3σ赞 ) 之外的数据， 用剩下的数据估计 μ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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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分布列为：

寸， i=1, 2, …, 16．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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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σ （精确到 0．01）． 附： 若随机变量 Z 服从正态分布N(μ, σ2)，

那么 E孜= １ × 2 + １ × 2 + 2 × 2 +1× 1 = 4 ．
3 7 2 7 3 7
7 7

则 P(μ-3σ<Z<μ+3σ)=0．9974，0．997416≈0．9592， 姨0.008 ≈0.09．

点评 “直线方程及点到直线的距离” 与 “概率及数学

解析 （1） 由题可知尺寸落在 (μ-3σ, μ+3σ) 之内的概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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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命题者匠心．

果为 Ａ 级的概率如表一所

2. 与数列交汇

示， 分别求生产出的甲、

例 9 箱中装有大小相同的黄、 白两种颜色的乒乓球， 黄、

乙产品为一等品的概率

白乒乓球的数量比为 s ∶ t． 现从箱中每次任意取出一个球， 若

表二
等
利
润 级
产品

Ｐ 甲、 Ｐ 乙；

一等

二等

取出的是黄球则结束， 若取出的是白球， 则将其放回箱中，

（Ⅱ） 已知一件产品

甲

5（万元） 2.5（万元）

乙

2.5（万元） 1.5（万元）

并继续从箱中任意取出一个球， 但取球的次数最多不超过 n

的利润如表二所示， 用 孜、

次． 以 孜 表示取球结束时已取到白球的次数． （Ⅰ） 求 孜 的分布

浊 分别表示一件甲、 乙产

列． （Ⅱ） 求 孜 的数学期望．

品的利润， 在 （Ⅰ） 的条

解析 （Ⅰ） 取出黄球的概率是 P (A)＝ s ， 取出白球的概
s+t
率是 P (A)＝ t ， 则
s+t

表三
项
量 目
产品

工人

资金

（名）

（万元）

产品需用的工人数和资金

甲

8

5

如表三所示， 该工厂有工

乙

2

10

件下， 求 孜、 浊 的分布列

用

及 E孜、 E浊；
（Ⅲ） 已知生产一件

2
P (孜=0)＝ s ， P (孜=1)＝ st 2 ， P (孜=2)＝ st 3 ， …，
s+t
（s+t）
（s+t）

P (孜=n-1)＝ st n ， P (孜=n)＝ t n ，
（s+t）
（s+t）

人 40 名 ， 可 用 资 金 60

∴ 孜 的分布列是：

产甲、 乙产品的数量， 在 （Ⅱ） 的条件下， x、 y 为何值时 z=

n-1

n

万， 设 x、 y 分别表示 生

孜

0

1

2

…

n-1

n

P

s
s+t

st
（s+t）2

st2
（s+t）3

…

stn-1
（s+t）n

tn
（s+t）n

xE孜+yE浊 最大？ 最大值是多少？
（解答时须给出图示）
解析 （Ⅰ） Ｐ 甲=0.8×0.85=0.68， Ｐ 乙=0.75×0.8=0.6.
（Ⅱ） 随机变量 孜、 浊 的分别列是

n-1
n
（Ⅱ） E孜=0× s +1× st 2 +…+(n-1)× st n +n× t n
（s+t）
（s+t）
（s+t）
s+t

……①
t E孜= st2 + 2st3 +…+ （n-2）stn-1 + （n-1）stn + ntn+1
（s+t）3 （s+t）4
（s+t）n
（s+t）n+1 （s+t）n+1
s+t

孜

5

2.5

浊

2.5

1.5

P

0.68

0.32

P

0.6

0.4

E孜=5×0.68+2.5×0.32=4.2， E浊=2.5×0.6+1.5×0.4=2.1 .

……②

0
%
%
%
%
%
$
%
%
%
%
%
&

5ｘ+10y≤60，

①-②得：
s E 孜 = st + st2 + st3 + … + stn-1 + ntn （s+t）2 （s+t）3 （s+t）4
（s+t）n （s+t）n
s+t

（Ⅲ） 由题设知

8ｘ+2y≤40，
ｘ≥0，
ｙ≥0.

（n-1）stn - ntn+1
（s+t）n+1 （s+t）n+1

作出可行域 （如图）：

n
n+1
n
∴ 孜的数学期望是 E孜= t - （n-1）tn - nt n + （n-1）t
．
s
（s+t）
s（s+t） （s+t）n-1

将 l 向 右 上 方 平 移 至 l1

作直线 l： 4.2ｘ+2.1ｙ=0，

点评 本题的第二问求数学期望是典型的数列求和， 方法

位置时， 直线经过可行域上

是 “错位相减”； 此题能否顺利求解， 更重要的是会不会用

的点 M 点与原点距离最大，

“错位相减” 求数列的和．

此时 z=4.2ｘ+2.1ｙ 取最大值．

3. 与线性规划的交汇

解方程组

例 10 某工厂生产甲、 乙两种产品， 每种产品都是经过第
一和第二工序加工而成， 两道工序的加工结果相互独立， 每
道工序的加工结果均有 Ａ、
两道工序的加工结果都为
Ａ 级时， 产品为一等品，
其余均为二等品．

08ｘ+2y=40，

5ｘ+10y=60，

l1
M

l
得

5ｘ+10y=60

O

4.2ｘ+2.1ｙ=0

x=4， y=4.

表一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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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ｘ+2y=40

即当 x=4， y=4 时， z 取最大值， z 的最大值为 25.2.

社

点评 本题的第三问将数学期望与线性规划结合， 看看结

工
率 序 第一工序 第二工序
产品
概

甲

0.8

0.85

乙

0.75

0.8

（Ⅰ） 已知甲、 乙两种
产品每一道工序的加工结

y

4.2ｘ+2.1ｙ .

n
n+1
n
∴ E孜= t - （n-1）tn - nt n + （n-1）t
.
s
（s+t）
s（s+t） （s+t）n-1

Ｂ 两个等级， 对每种产品，

目标函数为 z=xE孜+yE浊=

合后的试题也非常漂亮， 对于此类题若是平时没做过， 考试

志

时， 突然在试卷上见到， 瞬间会不会有不知所措的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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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概率、 统计内容的复习， 这里只是起到 “点晴” 的
作用， 可以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文学上的 “扩写”， 也许就能真
正保证你在高考时顺利拿下这一 “小块” 内容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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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国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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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高考平面向量的复习
■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马

平面向量是融数、 形于一体， 具有几何与代数的 “双重
身份”， 是代数、 几何与三角函数的交汇点. 纵观近几年的高
考试题， 题型以客观题居多， 主要考查平面向量的基本概念、
线性运算、 平面向量基本定理、 坐标运算、 平行垂直的充要
条件、 数量积及其与其它内容的整合等. 本章节的复习， 重在
厘清概念原理， 关注常规题型， 积累常见方法.
一、 平面向量的基本概念和线性运算
例 1. 给出下列命题： ①若 a軆 = b軋 ， 则a軆 = b軋； ②若 A， B，

A%
D%
B =D
C 是四边形 ABCD 为平行四
C， D 是不共线的四点， 则A
边形的充要条件； ③若a軆 = b軋， b軋 = c軆 ， 则a軆 = c軆 ； ④a軆 = b軋的充要条
件是 a軆 = b軋 且a軆 ∥b軋. 其中正确命题的序号是 ________．
【分析】 ①不正确． 两个向量的长度相等， 但它们的方向

DA
DA
DA DA
DA
B =D
C ， ∴ DA
不一定相同． ②正确． ∵ A
AB = D
C 且AB ∥DC ，
又 ∵ A， B， C， D 是不共线的四点， ∴ 四边形 ABCD 为平行四

DA
DA
B ∥D
C且
边形； 反之， 若四边形 ABCD 为平行四边形， 则A

【复习建议】 概念的复习要选择恰当的问题为载体， 避免
死记硬背， 例题、 习题的选题要突出概念理解， 不必追求绝
对难度， 不一味地追求综合， 围绕核心概念， 让学生讲清楚
想明白， 在不断应用的过程中重新认识概念和原理， 完成从
单纯死记到多角度理解， 让概念原理 “活” 起来.
二、 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
例 3. 如 图 ， 在 同 一 个 平 面 内 ， 向 量

DA
DA
OB ， DA
OC 的模分别为 1， 1， 姨 2 ， O
A
OA ， DA
DA
DA
DA
与OC 的夹角为 琢， 且 tan琢=7， OB 与OC 的夹
DA
DA
DA
C =mO
A +nO
B ， m， n∈R， 求
角为 45°． 若O
m+n 的值．
【分析一】 利用向量的分解求解.
由 tan琢=7， 琢∈（0， π ）， 可得
2
sin琢= 7 姨 2 ， cos琢= 姨 2 ，
10
10

DA
DA
DA
C =mO
A +nO
B ， 结合向量的分解，
由O

DA DA
DA DA
DA
DC ， 因此， AB ∥DC . 故 “AB =DC ” 是 “四边形
A
B = DA

0

度相等且方向相同； 又b軋 = c軆 ， ∴ b軋 ， c軆 的长度相等且方向相
同， ∴ a軆 ， c軆 的长度相等且方向相同， 故b軋 = c軆 . ④不正确． 当a軆 ∥b軋
且方向相反时， 即使 a軆 = b軋 ， 也不能得到a軆 =b軋， 故 “ a軆 = b軋
且a軆 ∥b軋” 不是 “a軆 = b軋” 的充要条件， 而是必要不充分条件．
综上所述， 正确命题的序号是②③.

DA
DA
B·DA
BC +B
C·
例 2. 已知等边三角形 ABC 的边长为 2， 则A

由 tan琢=7， 琢∈（0， π ）， 可得 sin琢= 7 姨 2 ， cos琢= 姨 2 ，
10
2
10

DA
DA
DA
A +C
A·A
B 的值为 ________．
C

DA
DA
DA
DA
B·DA
BC +B
C·DA
CA +C
A·A
B
所以A
DA
DA
DA
DA
= DA
AB · B
C cos（π-B）+ B
C ·C
A cos（π-C）+ C
A ·
DA
A
B cos（π-A）=-6.
【分析二】 本题也可以建立直角坐标系解决.
以 AB 所在的边为 x 轴， AB 垂直平分线为 y 轴建立如图
所示的直角坐标系，
所以 A（-1， 0）， B（1， 0）， C（0， 姨 3 ），

DA
C =（-1， 姨 3 ），
AB =（2， 0）， B
所 以 DA
DA
A =（-1， - 姨 3 ），
C
DA
DA
DA
DA
DA
B·B
C +B
C·C
A +C
A·DA
AB =-6.
所以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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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 2 n+ 姨 2 m= 姨 2 ，
10
2
ncos45°+mcos琢= 姨 2 ，
即
易得
nsin45°-msin琢=0，
姨 2 n- 7 姨 2 m=0，
2
10
0
5
.
，
.m=
.
4
.
∴ m+n=3．
解得 .
7，
.
.n=
.
4
/
【分析二】等式两边点乘某一向量求解.

ABCD 为平行四边形” 的充要条件． ③正确． ∵ a軆 = b軋， ∴ a軆 ， b軋的长

【分析一】 利用数量积的定义.
因为等边三角形 ABC 的边长为 2，

进

DA
DA
DA
C·DA
OA =m O
B·DA
OA ，
O
A +nO
DA
DA
DA
C =m O
A +n O
B 得
即
由O
2
DA
DA
DA
O
C·DA
OB =mO
B·DA
OA +nO
B ，

0

2

0

姨 2 cos琢=m+ncos（琢+4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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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 2 cos45°=mcos（琢+45°）+n，

相加得， 姨 2 （cos琢+cos45°）=（m+n）（1+cos（琢+45°））， 所以

社

m+n= 姨 2 cos琢+ 姨 2 cos45°
1+cos（琢+45°）
=

志

姨2 × 姨2 +姨2 × 姨2
10
2
=3， 所以 m+n=3．
2
7
1+ 姨 2 × 姨 2 - 姨 × 姨 2
10
2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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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三】建立直角坐标系， 利用坐标求解.
以 O 为坐标原点， 直线 OA 为 x 轴， 建立直角坐标系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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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Ｇ ＤONG JIAO YU GAO ZHONG

!"
!"
!"
!"
!"
!"
A·（B
E +C
E ）+2E
即B
E +C
E +2E
A = 29 ，
2
2
2
1
1
!"
!"
!"
!"
!"
!"
BE +C
E + （BE +CE ）2 + （BE +CE ）2 = 29 ，
2
8
2
2 !"2 33
!"
!"
!"
整理得BE +CE = 代入 （2） 得BE·CE = 7 .
4
8
【分析二】 利用基底法.

图所示），

2

!"
则由 !"
OA ， 得OA =（1，0），
由 tan琢 =7， a ∈（0， π ）， 可 得
2
sin琢= 7 姨 2 ， cos琢 姨 2 ，
10
10

2

!"
!"
!"
!"
B =a軆 ，A
C =b軋， 以A
B ，A
C 为表示平面向量的一组基底，
设A

!" 1 7 ），
由 !"
OC = 姨 2 ， 得： OC =（ ，
5
5
又 cos（琢+45°）= 姨 2 （cos琢-sin琢）=- 3 ， sin（琢+45°）= 姨 2
2
5
2
4
（sin琢+cos琢）= ，
5

!"
!"
B 与O
C 的夹角为 45°， 即∠BOC=45°， 及 !"
结合O
OB =1，
!"
B =（- 3 ， 4 ），
得O
5

2

5

n
(
(
(
(
'
(
(
(
(
)

n
5，
1 =m- 3 n，
(
(m=
(
5
5
4
(
!"
!"
!"
解得 4(
∴ m+
又OC =mOA +nOB ， 因此
7 = 4 n，
7，
(
(n=
(
5 5
4
)

!"
!"
BF = 1 a軆 - 2 b軋， !"
CF = 1 b軋- 2 a軆 .
E = 1 a軆 - 5 b軋，C
E = 1 b軋- 5 a軆 ， !"
则B
6
6
6
6
3
3
3
3
!"
!"
A·C
A =4 整理得a軆·b軋=4.
由B
2
2
2
2
!"
!"
F·C
F =-1 整理得-2（a軆 +b軋 ）+5a軆·b軋=-9圯a軆 +b軋 = 29 .
由B
2
2
2
!"
E·!"
CE =- 5 （a軆 +b軋 ）+ 26 a軆·b軋= 7 .
故B
36
8
36
【分析三】 利用坐标法.

!"
C 为 x 轴， BC 的中点 D 为坐标原点， 建立直角坐标系
以B
设 B（-a，0），C（a，0），A（b，c），F（ 1 b， 1 c），E（ 2 b， 2 c），
3
3
3
3

n=3．

!"
BA =（b+a， c）， !"
CA =（b-a， c），

【复习建议】 首先要对平面向量基本定理深刻理解， 透彻
理解等式 c=姿a+滋b 中系数 姿， 滋 的含义； 此外， 处理这类问题
时往往还需要数形结合， 综合运用平面几何知识、 解三角形
知识、 函数知识等加以解决， 突出数形结合和转化思想， 归
纳起来， 大致有以下几种转化策略： 将向量分解， 转化为平
面几何问题； 利用向量相等的充要条件转化为关于 姿， 滋 的方
程 （组） 解决； 两边点乘向量转化为纯代数运算； 通过两边
平方， 化向量为纯代数运算； 利用坐标运算将向量问题转化
为纯代数问题； 利用平面向量基本定理
A
的推论转化为平面几何问题等.
三、 平面向量的数量积运算
E
例 4. 如图， 在△ABC 中， D 是 BC
F
的中点， E， F 是 AD 上的两个三等分

!"
!"
!"
E =（ 2 b -a， 2c ）， B
F =（ 1 b +a，
BE =（ 2 b +a， 2c ）， C

!"
!"
!"
!"
BF·C
F =-1， B
A·C
A =4， 则B
E·
点， !"
B

!"
CE 的值是 ________.

D

C

【分析一】 直利用数量积的定义， 直接求解.

!"
!"
!"
!"
!"
!"
!"
!"
!"
E·C
E =（B
A +A
E ）·（C
A +A
E ）=（B
F +F
E ）·（C
F+
因为B
!"
FE ）；
!"
!"
!"
!"
!"
A·C
A =4， !"
BF·C
F =-1 及A
E =-F
E得
展开并代入B

3
3
c
1
c ）， !"
CF =（ b-a，
），
3
3
3

3

3

3

!"
!"
BF·C
BA·C
A =4 整理得 b2 -a2 +c2 =4， 由 !"
F =-1 整理得
由 !"
1 b2-a2+ 1 c2=-1，
9
9
!"
!"
E·C
E = 4 b2-a2+ 4 c2= 7 .
联立得 a2= 13 ， b2+c2= 45 ， 故B
8
8
9
9
8
【分析四】 极化恒等式
极化恒等式： 向量a軆 ， b軋， 则a軆·b軋= 1 [（a軆 +b軋）2-（a軆 -b軋）2] 或者
4
写成 4a軆·b軋=（a軆 +b軋）2-（a軆 -b軋）2.

!"
!"
!"
!"
BA·C
A =A
B·A
C =AD2-BD2=4.
!"
!"
!"
!"
F =F
B·F
C =FD2-BD2= 1 AD2-BD2=-1.
BF·C
9

联立得 AD = 45 ， BD2= 13 .
8
8
2

!"
!"
!"
!"
E·C
E =E
B·E
C =ED2-BD2 = 4 AD2 -BD2 = 7 .
进而B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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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建议】 首先要两个向量夹角的定义是将两个向量的

!"
!"
!"
!"
!"
FE·（B
F +A
F +B
A +C
A ）=5……（1），

起点移至一处. 另外除了要熟练掌握数量积的定义a軆·b軋 =|a軆 ||b軋 |

!"
!"
!"
!"
!"
!"
!"
E +C
E =2D
E =4F
E 圯F
E = 1 （B
E +C
E ）代入（1）得
而B

cos兹， 坐标运算a軆·b軋=x1x2+y1y2 以外， 还需掌握数量积的投影形

!"
!"
!"
!"
!"
E +C
E ）2=10， 即B
E·!"
CE =10……（2）
（B
E +C
E +2B

式a軆·b軋=|a軆 |（|b軋|cos兹）＝|b軋|（|a軆 |cos兹）， 数量积的余弦定理形式a軆·b軋=

4

2

2

!"
!"
!"
!"
!"
!"
!"
E +C
E = 2 （B
A +C
A ）圯（B
A +C
A ）2 = 45 ， 又B
A·
又因为B
3
2
!"
CA =4，
!"
!"
!"
!"
!"
!"
E +E
A ）2 +（C
E +E
A ）2 = 29 ，
故B
A +C
A = 29 圯（B
2
2
2

2

社

志

1 [ 軆 2+ 軋2-（a軆 -b軋）2]， 数量积的极化恒等式形式a軆·b軋= 1 [（a軆 +b軋）2a b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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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軆 -b軋）2] 等.
四、 平面向量中的最值

!"
!"
B ⊥A
C，
例 5. 已知 驻ABC 中， A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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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A
C =2， 点 M 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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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A
B +A
C ）=1， 则 !"
线段 BC （含端点） 上的一点， 且A
AM
的取值范围是 ___________．

!"
C·!"
PD 取得最小值
又 PT 的最小值为 AT-1= 姨 5 -1， 即P
为 5-2 姨 5 .
【复习建议】 平面向量数量积的最值问题是高考的一个难
点． 处理这类问题可以从坐标表示、 线性表示、 几何表示、 极
化恒等式等常用的解题策略， 对平面向量数量积的最值问题
进行归纳总结．
五、 平面向量与其他知识的交汇
2
2
例 7. 已知椭圆 C 的标准方程为 x + y =1， 点 E （3， 0），
36 9

【分析一】 由于点 M 是线段 BC （含端点） 上的一点， 故

!"
!"
!"
!"
!"
M =姿A
B +（1-姿）A
C ， 其中 0≤姿≤1； 那么A
M·（A
B+
可设A
!"
!"
!"
!"
!"
B +（1-姿）A
C ]·（A
B +A
C）
AC ）= [姿A
2
2
!" !"
!" !" !" !"
!"
=姿 A
B +（1-姿） !"
AC +AB·AC ， 又AB ⊥AC 圳AB·AC
=0.
2
2
2
!"
!"
!"
!"
!"
M·（A
B +A
C ）=姿 A
则A
B + （1-姿） !"
C ）+
AC =姿（4- A

!"
P·
设点 P、 Q 是椭圆 C 上的两个动点， 满足 EP⊥EQ， 则E

2
2
!"
!"
（1-姿） A
C =4姿+（1-2姿） A
C ，

!"
QP 的取值范围为 ________________．

2
2
1-4姿 ；
得到 4姿+（1-2姿） !"
AC =1， 即有 !"
AC =
（1-2姿）

!"
!"
!"
!"
!"
!"
P·E
Q =0， ∴ E
P·Q
P =E
P·（E
P【分析】 ∵ EP⊥EQ， ∴ E
2
!"
!"
EQ ）=E
P ，

2
3
!"
又 A
C ∈（0， 4）， 可计算得到 姿∈（ ， 1].
4
2
!"
!" 2
!"
AB +（1-姿）2 !"
AC
AM = 姨（姿AB+（1-姿）AC） = 姨姿2 !"

2
2
2
设 P（x， y）， 则 x + y =1， 即 y2=9- x ，
36 9
4
2
2
!"
!"
P =E
EP·Q
∴ !"
P =（x-3）2+y2=x2-6x+9+9- x = 3 （x-4）2+6，
4 4
!"
P·!"
QP 的取值范
∵ -6≤x≤6， ∴ 6≤ 3 （x-4）2+6≤81， 则E
4

2

2
!"
AC = 姨4姿2-4姿+1 =2姿-1.
1
由 姿∈（ 3 ， 1]得到 !"
AM ∈（ ， 1]．

=

姨4姿 +[（1-姿） -姿 ]
2

2

2

4

2

!"
!"
B ⊥A
C可
【分析二】 建立如图所示的直角坐标系， 由A

围为 [6， 81].
1
!"
!"
!"
B ⊥A
C， A
例 8. 已知A
AC =t，若 P 点是 驻ABC
B = ， !"
t

知， 点 A 在以 BC 为直径的圆周上， 设 A（cos兹， sin兹）， 兹∈（0，
π ）； M（t， 0）， t∈[0， 1].
2

!"
!"
!"
!"
PB·P
P = AB + 4AC ， 则 !"
C 的最大
所在平面内一点， 且A
!"
!"
AB
AC
值等于 ________．
【分析】 以 A 为坐标原点， 建立平面直
角坐标系， 如图所示，
!"
P =（1，0）+4（0，1）
则 B（ 1 ，0），C（0，t），A
t
!"
!"
B =（ 1 -1，-4），P
C=
=（1，4）， 即 P（1，4）， ∴ P
t

!"
!"
!"
M·（A
B +A
C ）=1 得到：-2（cos兹，sin兹）·（t-cos兹，-sin兹）=1.
由A
即有： t= 1 ； 由 兹∈（0， π ） 得到cos兹∈（0， 1）， t=
2
2cos兹
1 > 1 ， 则有 t∈（ 1 ， 1]．
2
2cos兹 2
y
例 6. 如图， 已知正方形 ABCD 的
D
C
边长为 2， 点 E 为 AB 的中点． 以 A 为
F
圆心， AE 为半径， 作弧交 AD 于点 F．

E

!"
C·!"
PD 的
若 P 为劣弧EF 上的动点， 则P
最小值为 _________．
【分析一】 建立直角坐标系.

P
A

E

B

（例 6）

如图， 以 A 为原点， 边 AB， AD
所在直线为 x， y 轴建立直角坐标系，
所以 A（0， 0）， C（2， 2）， D（0， 2），
设 P（cos兹， sin兹），

!"
!"
C ·P
D =（2 -cos兹， 2 -sin兹）·
所以P
（-cos兹，2-sin兹）=5-2（cos兹+2sin兹）
=5-2 姨 5 sin（兹+渍） （ 其 中 tan渍 =

（例 6）

1 ），
2

!"
C·!"
PD 取得最小值为 5-2 姨 5 .
所以当 sin（兹+渍）=1 时，P
【分析二】 利用极化恒等式.
设 CD 的中点为 T， 连接 PT，

!"
!"
!"
!"
C·!"
PD =P
所以P
T -T
D =P
T -1，
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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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C =1- 1 -4t+16=17-（ 1 +4t）， ∵ 1 +
PB·P
（-1， t-4）， 因此 !"
t
t
t
4t≥2

1

1

!" !"

1

姨 t ·4t =4， 当 t =4t， 即 t= 2 时取等号， ∴ PB·PC 的

最大值等于 13．
【复习建议】 在高考中， 平面向量与三角函数、 解析几
何、 不等式等知识相结合， 一般的解题思路是将平面向量的
数量积、 模、 夹角、 长度、 平行、 垂直等通过运算后去掉平
面向量的 “外衣”， 最终转化为三角函数、 解析几何、 不等式
等问题.
平面向量的复习要特别关注以下两方面： 一是注重对基

版
出

社

础知识， 基本方法的复习. 例如平面向量的运算法则， 平面向
量的数量积等等， 二是要加强平面向的工具型的使用. 建立平
面向量运算与几何图形之间的关系， 把对图形的研究转化为
代数运算问题， 平面向量运算的应用把平面向量与几何、 代
数的有机结合起来， 平面向量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根据条件和
结论合理的选择使用平面向量的性质解决相关问题.
责任编辑 徐国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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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数学解答题命题规律及答题策略
■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慧明

一、 三角函数与解三角形问题
—变角、 变式与
三角函数和解三角形问题重在 “变” ——
变名.
小题主要考查三角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单调性、 奇偶性、
周期性、 对称性）、 图像变换 （平移与伸缩）、 简单的三角公
式渗透在化简、 求值中， 落脚点在函数， 也不忘了利用导数
处理解决问题.
大题主要以多个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 建立等式、 方程
思想结合正弦、 余弦定理.
特别提醒： 三角恒等变换降低要求！ 重视三角的工具性
及应用性， 以自我组建关系的解三角形问题仍是主流！
三角函数类解答题是高考的热点， 其起点低、 位置前，
但由于其公式多， 性质繁， 使不少考生对其有种畏惧感.突破
变式与变名.
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 “变” —变角、
——
（1） 变角： 已知角与特殊角的变换、 已知角与目标角的
变换、 角与其倍角的变换、 两角与其和差角的变换以及三角
形内角和定理的变换运用. 如 α=（α+β）-β=（α-β）+β， 2α=（α+β）
+（α-β）， 2α=（β+α）-（β-α）.
（2） 变式： 根据式子的结构特征进行变形， 使其更贴近
某个公式， 方法通常有: “常值代换” “逆用、 变形用公式”
“通分约分” “分解与组合” “配方与平方” 等.
（3） 变名： 通过变换函数名称达到减少函数种类的目的，
方法通常有 “切化弦” “升次与降次” 等.
两角间的和
差倍半变换
变角
三
角
函
数
解
答
题

变

三角形内角和
定理的变换

统一角

变名

换元

统一名

变式

三角函数公式
统一形
三角形中正、
余弦定理

例 1. 设函数 ｆ（ｘ）＝cos（2ｘ+ 2仔 ）+2cos2ｘ.
3
（1） 求 ｆ（ｘ）的最大值， 并写出使 ｆ（ｘ）取最大值时 ｘ 的集合；
（2） 已知 ABC 中， 角 A， B， C 的对边分别为 a， b， c，
若 ｆ（A）＝ 3 ， b+c=２， 求 a 的最小值.
２
【解析】

（1） 由题意得 ｆ（ｘ）＝- 1 cos2ｘ- 姨 3 sin2ｘ+（1+
２
２

cos2ｘ）
＝ 1 cos2ｘ- 姨 3 sin2ｘ+1＝cos（2ｘ+ 仔 ）+1，
２
２
3
仔
∵ -1≤cos（2ｘ+ ）≤1， ∴0≤cos（2ｘ+ 仔 ）+1≤2，
3
3
仔
∴ ｆ（ｘ）的最大值为 2． 此时 2ｘ+ ＝2k仔（k∈Z）， 即 ｘ＝k仔3
仔 （k∈Z），
6
所以 ｘ 的集合为 {ｘ｜ｘ＝k仔- 仔 ， （k∈Z）}.
6
（2） 由题意得 ｆ（A）＝cos（2A+ 仔 ）+1= 3 ，
3
２
仔
1
∴ cos（2A+ ）＝ .
3
２
∵ A∈（0，仔），
∴ 2A+ 仔 ∈（ 仔 ， 7仔 ），
3
3 3
仔
5仔
∴ 2A+ ＝
， ∴ A＝ 2仔 . 在△ABC 中， b+c=2， cosA＝ 1 .
3 3
3
２
2
2
2
2
2
2
由余弦定理得 a ＝b +c -2bccosA＝b +c +bc＝（b+c） -bc， 又
bc≤（ b+c ）2＝1，
２
∴ a2＝（b+c）2-bc≥4-1＝3， 当且仅当 b＝c＝1 时取等号， ∴ a
的最小值为 姨 3 .
答题策略： 既要注重三角知识的基础性， 又要注重三角
知识的应用性， 突出与代数、 几何、 向量等知识的综合联系.
“明确思维起点， 把握变换方向， 抓住内在联系， 合理选择公
式” 是三角变换的基本要决. 在解题时， 要紧紧抓住 “变” 这
一核心， 灵活运用公式与性质， 仔细审题， 快速运算.
相关链接： △ABC 中， D 是 BC 上的点， AD 平分∠BAC，
△ABD 面积是△ADC 面积的 2 倍．
（Ⅰ） 求 sin∠B ；
sin∠C
AC 的长．
【解析】

（Ⅱ） 若 AD＝1， DC＝ 姨 2 ， 求 BD 和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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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BD ＝ 1 AB·AD·sin∠BAD， S△ADC ＝ 1 AC·
２
２

社

AD·sin∠CAD.
因为 S△ABD ＝2S△ADC ， ∠BAD＝∠CAD， 所以 AB＝2AC． 由正弦
定理可得 sin∠B ＝ AC ＝ 1 ．
sin∠C AB ２

志

杂
育

（2） 因为 S△ABD ＝ BD ＝2， DC＝ 姨 2 ， 所以 BD＝ 姨 2 ．
S△ADC DC
２
在 △ABD 和 △ADC 中 ， 由 余 弦 定 理 得 AB2 ＝AD2 +BD2 2AD·BDcos∠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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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2＝AD2+DC2-2AD·DCcos∠ADC．
因为 cos∠ADB＝-cos∠ADC， 所以 AB2+2AC2 =3AD2+BD2+
2
2DC =6．
由 （Ⅰ） 知 AB=2AC， 所以 AC=1．
二、 数列问题
—化归、 归纳.
数列问题重在 “归” ——
1. 若考查一般数列， 则重点考查归纳能力和逻辑推理能
力， 研究数列的最基本方法， 抓住数列的本质就是一列数以
及对应思想；
2. 大题仍然会以将递推关系转化为等差、 等比数列求通
项、 求和， 方程思想等， 难度进一步要控制；
3. 归纳、 发现是解决数列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方程思想，
求通项与求和的方法是解决数列问题的重要途径.
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是两个基本数列， 是一切数列问题
的出发点与归宿. 首项与公差 （比） 称为等差数列 （等比数
列） 的基本量. 只要涉及这两个数列的数学问题， 我们总希望
把条件化归为等差或等比数列的基本量间的关系， 从而达到
解决问题的目的. 这种化归为基本量处理的方法是等差或等比
数列特有的方法， 对于不是等差或等比的数列， 可从简单的
个别的情形出发， 从中归纳出一般的规律、 性质， 这种归纳
思想便形成了解决一般性数列问题的重要方法： 观察、 归纳、
猜想、 证明. 由于数列是一种特殊的函数， 也可根据题目的特
点， 将数列问题化归为函数问题来解决.
错位相减法

基本量

倒序相加法
化归

数
列
解
答
题

等差（比）数列

求和

裂项相消法
分组求和法

基本方法

归

公式法
求通项

累加法
累乘法

类比归纳
归纳
不完全归纳

数学归纳法

待定系数法

2
+
例 2. 已知正项数列{an}满足： a1 ＝1， a 2n -（2n-1）an =an-1
*
（2n-1）an-1 （n≥2 且 n∈N ）.
（1） 求 数 列 {an } 的 通 项 公 式； （2） 求 a2+1 + a3+1 +…+
a2-1 a3-1
an+1 的值.
an-1
2
+（2n-1）an-1，圯（an-an-1）（an+
【解析】（1）因为 a2n -（2n-1）an=an-1
an+1）＝（2n-1）（an+an-1），
所以 an＞0， 所以 an-an-1＝2n-1（n≥2），
又因为 an ＝（an -an -1）+（an -1 -an -2） + … +（a2 -a1） +a1 ＝（2n-1） +
（2n-3）+…+3+1＝n2.
2
＝1+
（2） an+1 ＝ an-1+2 ＝1+ 2 ＝1+ 22 ＝1+
an-1
n -1
（n-1）（n+1）
an-1
an-1
1 - 1 （n≥2），
n-1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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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原式=（1+1- 1 ）+（1+ 1 - 1 ）+（1+ 1 - 1 ）+…+（1+
3
2 4
3 5
1 - 1 ）
n+1 n+1
＝（n-1）+（1- 1 + 1 - 1 + 1 - 1 +…+ 1 - 1 ）＝n+ 1 3 2 4 3 5
n+1 n+1
2
1- 1 .
n n+1
答题策略: “算一算、 猜一猜、 证一证” 是数列中特有的
归纳思想， 利用这种思想可探索一些一般数列的简单性质. 等
差数列与等比数列是数列中的两个特殊的基本数列， 高考中
通常考查的是非等差、 等比数列问题， 应对的策略就是通过
化归思想， 将其转化为这两种数列.
相关链接： 设数列{an}满足 a1+3a2+32a3+…+3n-1an＝ n （n∈N鄢）
3
n
（1） 求数列{an}的通项公式； （2） 设 bn＝ ， 求数列{bn}的
an
前 n项和 Sn．
【解析】 （1） ∵a1+3a2+32a3+…+3n-1an＝ n ， ……①
3
∴ 当 n≥2时， a1+3a2+32a3+…+3n-2an-1＝ n-1 ， ……②
3
1
1
n-1
①－②， 得 3 an＝ ， ∴an＝ n （n≥2）， 在①中， 令 n＝1，
3
3
1
1
得 a1＝ 也满足上式， ∴an＝ n ．
3
3
（2） ∵bn＝ n ， ∴bn＝n·3n，
an
∴ Sn ＝3+2×32 +3×33 +…+n·3n ……③ ∴ 3Sn ＝32 +2×33 +3×
34+…+n·3n+1 ……④
④-③， 得 2Sn＝n·3n+1-（3+32+33+…+3n），
n
n+1
即 2Sn＝n·3n+1- 3（1-3 ） ， ∴ Sn＝ （2n-1）3 + 3 ．
4
4
1-3
三、 立体几何问题
建系.
立体几何问题重在 “建” —建模、
——
1. 三视图及与球有关的空间几何体， 是小题；
2. 加强识图、 画图、 截面图、 对折等空间想象能力的培养；
3. 不能忽视通过计算得到线线成 90°来说明两线垂直；
4. 文科不要涉及空间角和繁琐的推理证明， 不要拔高也
不必增加空间向量处理问题； 理科倾向于空间向量的应用，
必要的逻辑推理是需要的!
平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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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模型
建模
立
体
几
何
解
答
题

平面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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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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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直角坐标系

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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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图形建平
面直角坐标系

空间向量
公式处理

平面化处理

GUANＧ ＤONG JIAO YU GAO ZHONG

立体几何解答题的基本模式是论证推理与计算相结合， 以
某个几何体为依托， 分步设问， 逐层加深， 解决这类题目的原
则是建模、 建系. 建模——
—将问题转化为平行模型、 垂直模型、
—依托于题中
平面化模型及角度、 距离等的计算模型； 建系——
的垂直条件， 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 利用空间向量求解.
例 3. 如图， 在几何体 ABCDEF 中， 四边形 ADEF 为矩
形， 四边形 ABCD 为梯形， AB∥CD， 平面 CBE 与平面 BDE
垂直， 且 CB⊥BE.
E
（ 1） 求 证 ： ED⊥ 平 面
ABCD；
F
（2） 若 AB⊥AD， AB＝
D
C
AD＝1， 且平面 BCE 与平面
ADEF 所成锐二面角的余弦
A
B
值为 姨 6 ， 求 AF 的长.
6
【解析】 （1） 证明： 因
E
为平面 CBE 与平面 BDE 垂
直且 CB⊥BE， 平面 CBE 与
F
平面 BDE 的交线为 BE， 所
D
以 CB⊥面 BDE， 又 ED奂面
C
BDE， 所 以 ， CB ⊥ED， 在
距 形 ADEF 中 ， ED ⊥AD，
A
B
又 四 边 形 ABCD 为 梯 形 ，
AB∥CD 所以 AD 与 CB 相交， 故 ED⊥平面 ABCD.
（2） 由 （1） 知， ED 垂直 DA， ED 垂直 DC， 又 AD 垂直
AB， AB 平行 CD， 所以 DC 垂直 DA， 如图， 以 D 为坐标原
点， DA、 DC、 DE 分别为 x， y， z 轴建立空间坐标系.
AD＝AB＝1， AB⊥AD， BD＝ 姨 2 ， 又 CB⊥BD， ∠CDB＝
45°， 所以 DC＝2，
设 DE＝a， 则 B（1， 1， 0）， C（0， 2， 0）， E（0， 0， a）， BE=
（-1， -1， a）， BC＝（-1， 1， 0）
设平面 BEC 的法向量为n軋＝（x， y， z）

＝

n軋·BE ＝0，

n軋·BC ＝0

圯

0，
令 x＝1， 则 y＝1， z＝ 2 .
＝-x-y+az=
a
-x+y= 0，

所以平面 BEC 的法向量为n軋＝（1， 1， 2 ）.
a
軖＝（0， 1， 0）.
易知， 平面 ADEF 的法向量为m
因为平面 BCE 与平面 ADEF 所成锐二面角的余弦值为
姨6 ， 则
姨6
m ＝ 6 ，
cosn軋， 軖
6
1

＝ 姨 6 ， 解得 a＝1， 即 AF＝DE＝1.
2
6
2+ a
4
答题策略：
立体几何的内容在高考中的考查情况总体上比较稳定，
因此， 复习备考时往往有 “纲” 可循， 有 “题” 可依. 在平时
的学习中， 要加强 “一题两法 （几何法与向量法）” 的训练，
切勿顾此失彼； 要重视识图训练， 能正确确定关键点或线的
位置， 将局部空间问题转化为平面问题； 能依托于题中的垂
即

姨

直条件， 建立适当的空间直角坐标系， 将几何问题化归为代
数问题.
P
相关链接：
如图， 已知多面体 PABCDE
E
的 底 面 ABCD 是 边 长 为 2 的 菱
形， PA⊥底面 ABCD， ED∥PA，
D
A
且 PA＝2ED＝2．
（1） 证明： 平面 PAC⊥平面
B
C
PCE；
（2） 若直线 PC 与平面 ABCD 所成的角为 45°， 求二面角
P-CE-D 的余弦值．
【解析】 （1） 证明： 连接 BD， 交 AC 于点 O， 设 PC 中点
为 F， 连接 OF， EF．
P
因为 O， F 分别为 AC， PC
的 中 点 ， 所 以 OF ∥PA， 且
E
F
OF＝ 1 PA，
2
A
因为 DE∥PA， 且 DE＝ 1
D
2
O
PA， 所以 OF∥DE， 且 OF＝DE．
C
B
所以四边形 OFED 为平行四
边形， 所以 OD∥EF， 即 BD∥EF．
因为 PA⊥平面 ABCD， BD奂平面 ABCD， 所以 PA⊥BD．
因为 ABCD 是菱形， 所以 BD⊥AC．
因为 PA∩AC＝A， 所以 BD⊥平面 PAC． 因为 BD∥EF， 所
以 EF⊥平面 PAC．
因为 FE奂平面 PCE， 所以平面 PAC⊥平面 PCE．
（2） 解： 因为直线 PC 与平面 ABCD 所成角为 45°，
所以∠PCA＝45°， 所以 AC＝PA＝2．
所以 AC＝AB， 故△ABC
z
为等边三角形．
P
设 BC 的 中 点 为 M， 连
接 AM， 则 AM⊥BC．
E
以 A 为原点，AM，AD，AP
分别为 x，y，z 轴， 建立空间直
A
角坐标系 A-xyz （如图）． 则
D y
P（0，0，2）， C （ 姨 3 ，1，0），
E（0，2，1）， D（0，2，0），

B

M

x

C

PCE ＝（- 姨 3 ， 1， 1）， PDE ＝（0， 0， 1）．
PC ＝（ 姨 3 ， 1， -2）， Pn軋·PPC = 0，

设 平 面 PCE 的 法 向 量 为 n軋 ＝（x1， y1， z1）， 则

0

0

x= 3 ，
令 y1＝1， 则 1 姨
z1= 2.
- 姨 3 x1+y1+z1= 0，
姨 3 x1+y1-2z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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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軋·C
E = 0，

即

社

志0

軖＝（x2， y2， z2），
所以n軋＝（ 姨 3 ，1，2）． 设平面 CDE 的法向量为m
则

DE =0，
m·P-

0 P-

m·CE =0，

即

0

z2=0，

杂
育

- 姨 3 x2+y2+z2=0，

令 x2＝1， 则

y2= 姨 3 ，
z2= 0，

軖＝（1， 姨 3 ， 0）．
所以m
设二面角 P-CE-D 的大小为 兹， 由于 兹 为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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軖＞ ＝所以 cos兹＝- cos＜n軋，m

n軋·軖
m ＝- 2 姨 3 ＝- 姨 6 ．
4
2 姨 2 ·2
n軋 · 軖
m

所以二面角 P-CE-D 的余弦值为- 姨 6 ．
4
四、 概率与统计问题
辨型.
概率与统计问题重在 “辨” —辨析、
——
高中数学内容中的概率与统计， 是大学统计学的基础， 起
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高考对概率统计内容的考查， 主要突出考查
几何概型、 统计的基本知识与方法、 统计的基本思想. 大题偏向
统计知识、 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的考查. 由于计数原理只在理科中
出现， 故文科求概率只能采用列举法， 因此用树状法、 列表法
考虑基本事件数， 因此文科大题基本上会向统计 （频率分布直
方图、 茎叶图、 独立性检验、 回归分析等） 方面转移. 文科、 理
科尽量做到背景统一， 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生活决策性问题等.
概率与统计问题的求解关键是辨别它的概率模型， 只要模
型一找到， 问题便迎刃而解. 而概率与统计模型的提取往往需要
经过观察、 分析、 归纳、 判断等复杂的辨析思维过程， 同时，
还需清楚概率模型中等可能事件、 互斥事件、 对立事件等事件
间的关系， 注意放回和不放回试验的区别， 合理划分复杂事件.

（2） 若该校的 8 位院长中有 5 位院长愿意将学校整体搬迁
至雄安新区， 现该校拟在这 8 位院长中随机选取 4 位院长组成
考察团赴雄安新区进行实地考察， 记 X 为考察团中愿意将学校
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的院长人数， 求 X 的分布列及数学期望.
n
∑i=1xi yi-n·x軃·y軃 ， a＝y-b赞·x，
参考公式及数据： b赞 ＝
n
2
∑i=1x2i -n·x軃

8

∑x y ＝
i

i

i = 1

8

16310，

∑x ＝20400.
2
i

i = 1

【解析】

n
∑i=1xi yi-n·x軃·y軃 ＝
（1） 由已知有 x＝45， y＝36， b赞 ＝
n
2
∑i=1x2i -n·x軃

16310-8×45×36 ≈0.8，
20400-8×45×45
a＝36-0.80×45＝0， 故变量 y 关于变量 x 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y＝0.8x， 所以当 x＝2500 时， y＝2500×0.80＝2000.
（2） 由题意可知 X 的可能取值有 1， 2， 3， 4.
1
3
2
2
2
1
P（X＝1）＝ C 5·4C 3 ＝ 1 ， P（X＝2）＝ C 5·4C 3 ＝ 3 ， P（X＝3）＝ C 5·4C 3 ＝
14
C8
C8
7
C8
3 ， P（X＝4）＝ C 45 ＝ 1 ，
7
C 48 14
所以 X 的分布列为：

必然事件
事件

不可能事件

X

1

2

3

4

随机事件

p

1
14

3
7

3
7

1
14

等可能事件
互斥事件
对立事件

辨析
关系
概
率
解
答
题

独立事件
和事件

辨

积事件
条件概型
古典概型

分布型

辨型
期望、 方差
几何概型

例 4. 2017 年 4 月 1 日， 新华通讯社发布： 国务院决定设
立河北雄安新区. 消息一出， 河北省雄县、 容城、 安新 3 县及
周边部分区域迅速成为海内外高度关注的焦点.
（1）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 北京市某高校立即在所属的 8
个学院的教职员工中作了 “是否愿意将学校整体搬迁至雄安
新区” 的问卷调查， 8 个学院的调查人数及统计数据如下：
调查人数 （x）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愿意整体搬迁人数 （y）

8

17 25 31 39 47 55 66

请根据上表提供的数据， 用最小二乘法求出变量 y 关于
变量 x 的线性回归方程 y=bx+a （b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
字）； 若该校共有教职员工 2500 人， 请预测该校愿意将学校
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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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1× 1 +2× 3 +3× 3 +4× 1 ＝ 5 .
7
7
14 2
14
答题策略： 概率与统计知识的复习应抓住基本概念、 基
本公式， 不需要做难题、 偏题、 怪题.在审题时， 一般按以下
程序操作： （1） 准确弄清问题所涉及的事件有什么特点， 事
件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互斥、 对立、 独立等； （2） 理清事件
以什么形式发生， 如同时发生、 至少有几个发生、 至多有几
个发生、 恰有几个发生等； （3） 明确抽取方式， 如放回还是
不放回、 抽取有无顺序等； （4） 准确选择排列组合的方法来
计算基本事件发生数和事件总数， 或根据概率计算公式和性
质来计算事件的概率.
相关链接：
交强险是车主必须为机动车购买的险种， 若普通 6 座以
下私家车投保交强险第一年的费用 （基准保费） 统一为 a 元，
在下一年续保时， 实行的是费率浮动机制， 保费与上一年度
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情况相联系， 发生交通事故的次数
越多， 费率也就越高， 具体浮动情况如表 1：
某机构为了研究某一品牌普通 6 座以下私家车的投保情
况， 随机抽取了 60 辆车龄已满三年的该品牌同型号私家车的
下一年续保时的情况， 统计得到了下面的如表 2：
以这 60 辆该品牌车的投保类型的频率代替一辆车投保类
型的概率， 完成下列问题：
（1） 按照我国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汽
车交强险价格的规定， a=950． 某同学家里有一辆该品牌车且
车龄刚满三年， 记 X 为该品牌车在第四年续保时的费用，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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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所以 Y 的分布列为：

交强险浮动因素和浮动费率比率表

Y

浮动因素

浮动比率

A1

上一个年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

下浮 10%

A2

上两个年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

下浮 20%

A3

上三个及以上年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 下浮 30%

A4

上一个年度发生一次有责任不涉及死亡的
道路交通事故

A5

上一个年度发生两次及两次以上有责任道
上浮 10%
路交通事故

A6

上一个年度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死亡事故

0%

上浮 30%

表2
类型

A1

A2

A3

A4

A5

A6

数量

10

5

5

20

15

5

X 的分布列与数学期望值； （数学期望值保留到个位数字）
（2） 某二手车销售商专门销售这一品牌的二手车， 且将
下一年的交强险保费高于基本保费的车辆记为事故车．假设购
进一辆事故车亏损 5000 元， 一辆非事故车盈利 10000 元：
①若该销售商购进三辆 （车龄已满三年） 该品牌二手车，
求这三辆车中至多有一辆事故车的概率；
②若该销售商一次购进 100 辆 （车龄已满三年） 该品牌
二手车， 求他获得利润的期望值．
【解析】 （1） 由题意可知 X 的可能取值为 0.9a， 0.8a，
0.7a， a， 1.1a， 1.3a．
由统计数据可知： P（X＝0.9a）＝ 1 ， P（X＝0.8a）＝ 1 ， P（X＝
6
12
1
1
1
0.7a）＝ ， P（X＝a）＝ ， P（X＝1.1a）＝ ， P（X＝1.3a）＝ 1 .
12
3
4
12
所以 X 的分布列为：

-5000
1
3

p

所以 E（Y）＝－5000× 1 +10000× 2 ＝5000．
3
3
所以该销售商一次购进 100 辆该品牌车龄已满三年的二
手车获得利润的期望为 100×E（Y）＝50 万元．
五、 解析几何问题
设线.
解析几何问题重在 “设” —设点、
——
以椭圆、 圆、 抛物线为背景； 注重几何定义， 图像的对
称特性， 形和数的对应； 加强分析、 推理， 不再是机械的代
换、 联立、 硬算借助于三角形、 四边形， 考查对称、 平分、
平行、 垂直、 面积， 角的关系等． 命题会紧紧围绕数形结合思
想、 方程思想、 分类讨论思想、 运动变化的观点展开． 轨迹问
题； 定点定值； 范围与最值； 存在性问题； 几何图形与代数
关系的对应； 关于点， 直线的设法等等. 重视过程优化， 强化
运算能力.
解析几何试题知识点多， 运算量大， 能力要求高， 综合
性强， 在高考试题中大都是以压轴题的面貌出现， 是考生
“未考先怕” 的题型， 不是怕解题无思路， 而是怕解题过程中
—列——
—解” 程序化解题的
繁杂的运算. 因此， 在遵循 “设——
基础上， 应突出解析几何 “设” 的重要性， 以克服平时重思
路方法、 轻运算技巧的顽疾， 突破如何避繁就简这一瓶颈.
参数设点
设点
解
析
几
何
解
答
题

0.9a

0.8a

0.7a

a

1.1a

1.3a

p

1
6

1
12

1
12

1
3

1
4

1
12

所以 EX＝0.9a× 1 +0.8a× 1 +0.7a× 1 +a× 1 +1.1a× 1 +1.3a×
6
12
12
3
4
1 = 11.9a ＝ 11305 ≈942.
12
12
12
（2） ①由统计数据可知任意一辆该品牌车龄已满三年的
二手车为事故车的概率为 1 ， 三辆车中至少有一辆事故车的
3
3
2
概率为 P ＝（1- 1 ） +C 13 1 （ 2 ） ＝ 20 ．
27
3
3 3
②设 Y 为该销售商购进并销售一辆二手车的利润， Y 的
可能取值为－5000， 10000．

设而不求

减元设点
直接设点

设
曲线系
标准方程
普通方程

设线
X

10000
2
3

一般方程
参数方程
2
2
例 5. 已知椭圆 C： x2 + y 2 ＝1（a＞b＞0）， 其焦距为 2， 离心
a b

率为 姨 2 .
2
（1） 求椭圆 C 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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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K=2O
（2） 设椭圆的右焦点为 F， K 为 x 轴上一点， 满足 #$
过点 K 作斜率不为 0 的直线 l 交椭圆于 P，Q 两点， 求△FPQ
面积 s 的最大值.
【解析】 （1） 因为椭圆焦距为 2， 即 2c＝2， 所以 c＝1，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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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 2 ， 所以 a＝ 姨 2 ， 从而 b2＝a2-c2＝1， 所以椭圆的方程为
2
x2 +y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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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方略

数学有数

!"
!"F 可知 K（2，0）， 直
K=2O
（2） 椭圆右焦点 F（1，0）， 由 O
线 l 过点 K（2，0）， 设直线 l 的方程为 y＝k（x-2），k≠0， 将直线
方程与椭圆方程联立得（1+2k2）x2-8k2x+8k2-2＝0， 设 P（x1， y1），
2
2
Q（x2， y2）， 则 x1+x2＝ 8k 2 ， x1x2＝ 8k -22 ， 由判别式△＝（-8k2）21+2k
1+2k

4（2k2+1）（8k2-2）＞0 解得 k2＜ １ ， 点 F（1，0）到直线 l 的距离为 h，
2
则 h＝ k-2k ＝ k ，S＝ １ PQ h＝ １ 姨k2+1· x1-x2 · k
2
2
姨k2+1 姨k2+1
姨k2+1
＝ １ 姨1+k2
2
姨2

姨

2

2
（8k2） -4 8k2-2
k
） ＝
＝ １ k 姨8（1-2k
2
2
2
2
2k +1
2
2k +1 姨1+k
（2k2+1）

姨

（1-2k2）k2 .
（2k2+1）2

令 t ＝1 +2k2， 1 ＜t ＜2， 则 S ＝ 姨 2
１

3

姨

2

-t +3t-2
2t2

4 姨k2+1·姨4k2-3 .
1+4k2
又 ∵ 点 O 到直线 PQ 的距离 d＝

2
， ∴△OPQ 的面
k
姨 2+1

2
.
积 S △OPQ＝ 1 · PQ ·d＝ 4 姨4k -3
2
1+4k2

设 姨4k2-3 ＝t， 则 t＞0， S △OPQ＝ 24t ＝ 4 ≤1， 当且仅当
t +4 t+ 4
t
t＝2， k＝± 姨 7 时等号成立，
2
∴ 当△OPQ 的面积最大时， l 的方程为： y＝ 姨 7 x-2 或
2

＝ 姨2

1

2

∴ PQ ＝ 姨k2+1 · x1-x2 ＝ 姨（1+k2）[（x1+x2） 2-4x1x2 ] ＝

姨-（ t - 4 ） + 16 .

y＝- 姨 7 x-2．
2
六、 函数与导数

当 １ = 3 时， S取得最大值， 此时 k2＝ 1 ， k＝± 姨 6 ， S取得
t 4
6
6

—分离、 分解.
函数与导数问题重在 “分” ——
利用导数求函数单调区间、 参数取值范围、 最值、 恒成
立问题、 切线方程和证明不等式， 零点存在性， 极值点偏移

最大值 姨 2 .
4

等都是热点. 全国卷题干简练， 一般入口较宽， 容易上手， 但

答题策略： 解析几何的试题常要根据题目特征， 恰当地

要彻底完成很难，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变化多样， 过程不

设点、 设线， 以简化运算. 常见的设点方法有减元设点、 参数

唯一. 重在考查思维方法， 逻辑推理！ 数形结合， 分类讨论，

设点、 直接设点等， 常见的设线方法有圆方程的标准式与一

极限思想等具体方法.以函数为载体， 以导数为工具的综合问

般式、 直线方程有 y=kx+b、 x=my+n 及两点式、 点斜式等形

题是高考常考的压轴大题， 多涉及含参数的函数的单调性、

式、 还有曲线系方程、 参数方程等.

极值或最值的探索与讨论， 复杂函数的零点的讨论， 不等式

相关链接：

中参数范围的讨论， 恒成立和能成立问题的讨论等， 是近几
2

2

已知点 A（0，-2）， 椭圆 E ∶ x2 + y 2 ＝1（a＞b＞0）， 的离心率
a b

年高考试题的命题热点. 对于此类综合试题， 一般先求导， 再
变形或分解出基本函数， 再根据题意处理.

为 姨 3 ， F 是椭圆 E 的右焦点， 直线 AF 的斜率为 2 姨 3 ，
2
3
O 为坐标原点．
（1） 求 E 的方程．
（2） 设过点 A 的动直线 l 与 E 于 P， Q 两点， 当△OPQ
的面积最大时， 求 l 的方程．
【解析】

（1） 设 F（c， 0）， 则由 A（0， -2）， 直线 AF 的斜

率为 2 姨 3 ， 得 2 ＝ 2 姨 3 ， 故c＝ 姨 3 .
3
c
3

参变量分离
函
数
、
导
数
解
答
题

最值处理

分离
数形结合
函数分离
分类讨论
分
逻辑分解
分解

变换主元

过程分解（步）

换元

构造函数

又离心率e＝ c ＝ 姨 3 ， 所以 a＝2， b2=a2-c2＝1， 故 E 的方
a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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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差（商）

2

程为 x +y2＝1．
4

例 6. 已知函数 ｆ（ｘ）＝1-aｘ+lnｘ.

（1） 若不等式 ｆ（ｘ）≤0 恒成立， 则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2
设 P（x1， y1）， Q（x2， y2）， 将 y＝kx-2 代入 x +y2＝1 得： （1+
4

（2） 在 （1） 中， a 取最小值时， 设函数 g（ｘ）＝ｘ（1-ｆ（ｘ））

4k2）x2-16kx+12＝0，
△=16（4k -3）＞0， 即 k ＞ 3 ， 由韦达定理得 x1+x2 ＝ 16k 2 ，
1+4k
4
2

2

x1x2 ＝ 12 2 ，
1+4k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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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题意， 当 l⊥x轴时不合题意， 故设直线 l ∶ y＝k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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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ｘ+2）+2. 若函数 g（ｘ）在区间[ 1 ， 8]上恰有两个零点， 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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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k的取值范围；

2（3） 证明不等式： 2ln （2×3×4×…×n）＞ n 2n+1 （n∈N鄢且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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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已知函数 ｆ（ｘ）＝ｘlnｘ- a x2-x+a（a∈R）在定义域
2

n≥0）.
【解析】
（1） 由题意知， 1-ax+lnx≤0 恒成立. 变形得： a≥ lnx+1 .
x
设 h（ｘ）＝ lnx+1 ， 则 a≥h（ｘ）max， 由 h′（ｘ）＝- lnx
可知， h（ｘ）在
x2
x
（0， 1）上单调递增， 在（1， +∞）上单调递减， h（ｘ）在 ｘ＝1 处取
得最大值， 且 h（ｘ）max＝h（1）＝1.
所以 a≥h（ｘ）max＝1， 实数 a 的取值范围是[1， +∞）.

内有两个不同的极值点．
（1） 求 a 的取值范围．
（2） 记两个极值点 x1， x2， 且 x1＜x2， 已知 姿＞0， 若不等式
姿
2

1+姿
x·
恒成立， 求 姿 的取值范围．
1 x ＞e

【解析】

（1） 由函数 f（ｘ）＝xlnx- a x2-x+a 得 f（ｘ）的定义域
2

为（0，+∞）， 且 f ′（ｘ）＝lnｘ-aｘ， 若函数 f（ｘ）在定义域内有两个

（2） 由 （1） 可知， a≥1， 当 a＝1 时， f（ｘ）＝1-ｘ+lnｘ，

不同的极值点， 则方程 f′（ｘ）＝0， 即 lnｘ-aｘ=0 有两个不同的根，

g（ｘ）＝ｘ（ｘ-lnｘ）-k（ｘ+2）+2＝ｘ2-ｘlnｘ-k（ｘ+2）+2，

即 函 数 y =lnｘ 与 函 数

g（ｘ）在区间[ 1 ， 8]上恰有两个零点， 即关于 ｘ 的方程 ｘ22

y=aｘ 的图像在（0，+∞）

ｘlnｘ-k（ｘ+2）+2＝0 在区间[ 1 ， 8]上恰有两个实数根. 整理方程
2

如图所示： 若令过原

2
2
得， k＝ x -ｘlnｘ+2 ， 令 s（ｘ）＝ x -ｘlnｘ+2 ， ｘ∈[ 1 ，8]，
2
ｘ+2
ｘ+2
2
s′（ｘ）＝ x +3ｘ-2lnｘ-4
， 令 渍（ｘ）＝x2+3ｘ-2lnｘ-4， ｘ∈[ 1 ，8]，
2
（ｘ+2）2

则 渍′（ｘ）＝ （2ｘ-1）（ｘ+2） ， ｘ∈[ 1 ，8]， 于是 渍′（ｘ）≥0， 渍（ｘ）在
ｘ
2
[ 1 ，8]上单调递增.
2
因为 渍（1）＝0， 当 ｘ∈[ 1 ，1）时， 渍（ｘ）＜0， 从而 s′（ｘ）＜0， s（ｘ）
2
单调递减，

y

上有两个不同的交点，
O
ｘ

点且切于函数 y=lnｘ 图
像的直线斜率为 k，
只 须 0 ＜a ＜k， 令
切点 A（ｘ0，lnｘ0）， 则 k＝y′｜ｘ＝ｘ0 ＝ 1 .
ｘ0

又 k= lnｘ0 ， ∴ 1 = lnｘ0 ， 解得， ｘ0=e， ∴ k＝ 1 ， ∴ a 的取
ｘ0
ｘ0
ｘ0
e
值范围是 0＜a＜ 1 ．
e
姿
（2） 因为 e1+姿＜x·
1 x2 等价于 1+姿＜lnｘ1+姿lnｘ2，

由 （1） 可知， ｘ1， ｘ2 分别是方程 lnｘ-aｘ＝0 的两个根， 即

当 ｘ∈（1，8]时， 渍（ｘ）＞0， 从而 s′（ｘ）＞0， s（ｘ）单调递增，
s（ 1 ）＝ 9 + ln2 ， s（1）＝1， s（8）＝ 33-12ln2 ，
2
10 5
5
因为 s（8）-s（ 1 ）＝ 57-26ln2 ＞0， 所以实数 k 的取值范围是
2
10
（1， 9 + ln2 ].
10 5
（3） 由 （1） 可知， 当 a=1时， 有 ｘ-1≥lnｘ， 当且仅当 ｘ＝1
时取等号.
令 ｘ＝ 12 ， 则有 12 -1≥ln 12 ， 其中 k∈N鄢， k≥2.
k
k
k
1
整理得： 2lnk≥1- 12 ＝1- 1 ＞1＝1- 1 + 1 ，
k
k·k
（k-1）·k
k-1 k
当 k＝2，3，…，n 时，
2ln2＞1- 1 + 1 ， 2ln3＞1- 1 + 1 ，…， 2lnn＞1- 1 + 1 ，
3-1 3
n-1 n
2-1 2
上面 n-1个式子累加得： 2ln（2×3×…×n）＞n-1-1+ 1 ， n∈N 鄢
n

lnｘ1＝aｘ1， lnｘ2＝aｘ2， 所以原式等价于 1+姿＜aｘ1+姿aｘ2＝a（ｘ1+姿ｘ2），
∵ 姿＞0， 0＜ｘ1＜ｘ2， ∴ 原式等价于 a＞ 1+姿 ， 又由 lnｘ1＝aｘ1，
ｘ1+姿ｘ2
lnｘ2＝aｘ2作差得 ln ｘ1 ＝a（ｘ1-ｘ2），
ｘ2
ln ｘ1
∴ 原式等价于 ｘ2 ＞ 1+姿 ， ∵ 0＜ｘ1＜ｘ2， 原式恒成立， 即
ｘ1-ｘ2 ｘ1+姿ｘ2
ln ｘ1 ＜ （1+姿）（ｘ1-ｘ2） 恒成立，
ｘ2
ｘ1+姿ｘ2
令 t＝ ｘ1 ， t∈（0，1）， 则不等式 lnt＜ （1+姿）（t-1） 在 t∈（0，1）
t+姿
ｘ2
上恒成立， 令 h（t）＝lnt- （1+姿）（t-1） ， t∈（0，1），
t+姿
2
） ， 当 姿2 ≥1时， 可见 t ∈（0， 1）
则 h′（t）＝ （t-1）（t-姿
2
t（t+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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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h′（t）＞0， 故 h（t）在 t∈（0， 1）上单调递增，
又 h（1）＝0， h（t）＜0 在 t∈（0， 1）上恒成立， 符合题意；
2

2

2

当 姿 ＜1 时， 可见 t∈（0， 姿 ）时， h′（t）＞0； t∈（姿 ， 1）时，

且 n≥2，

社

即 2ln（2×3×…×n）＞ n -2n+1 . 命题得证.
n

h′（t）＜0，

答题策略： 函数与导数压轴题计算复杂、 综合性强、 难度

h（1）＝0， 故 h（t）在 t∈（0， 1）上不可能恒小于 0， 不符合题意.

2

大. 可以参变量分离， 把复杂函数分离为基本函数； 可把题目分
解成几个小题； 也可把解题步骤分解为几个小步， 注重分步解

志

∴ h（t）在 t∈（0， 姿2）时单调递增， 在 t∈（姿2， 1）时单调减， 又

杂
育

综上所述， 若不等式 e1+姿 ＜x1·x姿2 恒成立， 只须 姿2 ≥1， 又
姿＞0， 故 姿≥1．

答， 这样， 即使解答不完整， 也要做到尽可能多拿步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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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课标Ⅰ卷坐标系与参数方程试题分析与备考建议
■ 广东省广州市第四中学 赵小成

一、 真题回放
2019 年全国Ⅰ卷第 22 题 （选修 4-4： 坐标系与参数方
程）： 在直角坐标系 xOy 中， 曲线 C 的参数方程为

2

2
$
$
$
$
#
$
$
$
$
%

x= 1-t2 ，
1+t
y= 4t 2
1+t

（t 为参数）． 以坐标原点为极点， x 轴的正半轴为极轴建立极

-π <琢 <π）． C 上 的 点 到 l 的 距 离 为 2cos琢+2 姨 3 sin琢+11 =
姨7
π
4cos（琢- ）+11
3
． 当 琢=- 2π 时，4cos（琢- π ）+11取得最小值
3
3
姨7
7， 故 C 上的点到 l 距离的最小值为 姨 7 ．
2
解法二： 设 C 上的任意一点为 P（ 1-t2 ， 4t 2 ）， 代入到点
1+t
1+t

坐标系， 直线 l 的极坐标方程为 2籽cos兹+ 姨 3 籽sin兹+11=0．
（1） 求 C 和 l 的直角坐标方程；
（2） 若 C 上的点到 l 距离的最小值．

到直线 l 的距离公式中并整理，得 d=

二、 主要解法
1． 第 （1） 问主要解法
2

2

2

解法一： 因为-1< 1-t2 ≤1， 且 x2+（ y ）2=（ 1-t2 ）2+ 4t 2 2
1+t
2
1+t
（1+t ）
2
2 y
=1， 所以 C 的直角坐标方程为 x + =1（x≠-1）． l 的直角坐标
4
方程为 2x+ 姨 3 y+11=0．
4tan 兹
1-tan 兹
2 =cos兹， y=
2 =
解法二： 设 t=tan 兹 ， 则 x=
2
2 兹
2 兹
1+tan
1+tan
2
2
2

2
2
2sin兹， 从而 x2+ y =1． 因为-1< 1-t2 ≤1， 故-1<x≤1， 所以 C 的
4
1+t
2

直角坐标方程为 x2+ y =1（x≠-1）． （余略）
4

姨 3 ） ， 故 t∈（= 姨 32 t+1 ， 求导可得 f ′（t）= -（ 姨 3 t-1）（t+
t +1
（t2+1）2
∞，- 姨 3 ）、（ 姨 3 ，+∞）时， f（t）单调递减；t∈（- 姨 3 ， 姨 3 ）
3
3
时， f（t）单调递增． 当 t→-∞ 时， f（t）→0-；当 t→+∞ 时， f（t）→
0+，如图 1． 故当 t=- 姨 3 时， f（t）min=- 1 ，此时 dmin= 姨 7 ．
2
解法三： 设直线 l 的平行线 l′∶ 2x+ 姨 3 y+m=0 与曲线 C
2
$
$
$
1
$
$
$
%

2x+ 姨 3 y+m=0，

相切． 由

得 4y2+2 姨 3 y+m2-4=0，由判别式 驻=

2

x2+ y =1，
4

12m2-16（m2-4）=0，得 m=±4． 可知当 m=4 时，C 上的点到 l 距离

2
2
解法三： 由 x= 1-t2 得 t2= 1-x （x≠-1）， 而 y2= 16t2 2 ． 将
1+x
1+t
（1+t ）

有最小值 d= 11-4 = 姨 7 ． 如图 2．
姨7
2

t2= 1-x 代入得 y2 =4（1-x2）， 整理可得 C 的直角坐标方程为 x2+
1+x
y2 =1（x≠-1）． （余略）
4

2
解法五： 由 x= 1-t2 得 x+1= 2 2 （x≠-1），从而 y =2t． 由
1+t
x+1
1+t
2
2
x= 1-t2 得 x-1= -2t2 ， 从而 y =- 2 . 故 y · y =-4， 整理
x-1
1+t
1+t
t
x+1 x-1

y
O

-4

2
y
， 将其代入 y= 4t 2 并整理得 x2+ y =1（x≠-1）． （余略）
2（x+1）
1+t
4

y
2

x

1
-2

O

2

4

P

x
H

图1

2
解法四： 由 x= 1-t2 得 x+1= 2 2 （x≠-1），从而 y =2t， 即
1+t
x+1
1+t

t=

9+4· 姨 32 t+1
t +1
． 设 f（t）
姨7

-2
-4

图2

三、 试题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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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试题的评价

本题考查了参数方程与普通方程的互化， 极坐标方程与

社

直角坐标方程的互化， 直线与椭圆的位置关系 （相离）， 椭圆

上的点到直线的最近距离问题． 第一问的难点是消参． 消参一

志

得 x2+ y =1（x≠-1）． （余略）
4

般有两种思路： 代入法、 恒等式法． 本题用这两种思路都可以

2． 第 （2） 问主要解法

思想角度考虑， 可设点的坐标的参数形式， 将距离 d 表示成

2

解法一： 由（1）可设 C 的参数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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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参． 第二问求椭圆上的点到直线的最近距离． 从函数与方程
（琢 为参数，
nx=cos琢，
y=2sin琢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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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琢 或 t） 的函数， 求函数的最小值； 从数形结合思想角
度考虑， 可设与已知直线平行的直线与椭圆相切， 再求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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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题的（4）

2
$
$
$
$
#
$
$
$
$
%

2

题的（3）

2
$
$
$
$
#
$
$
$
$
%

线到已知直线的距离． 本题考查到的数学思想方法有： 转化与
化归思想、 数形结合思想、 函数与方程思想． 本题考查到的数
学核心素养有： 数学抽象、 逻辑推理、 直观想象、 数学运算．
2． 对解法的点评
2
（1） 第一问解法一是利用恒等式 （ 1-t2 ）2+（ 2t 2 ）2=1 消
1+t
1+t

参； 解法二是先换元， 再利用三角函数公式消参， 本质上是

x= 1-t2 ，
1+t

y= 2t 2
1+t

（t 为参数）； 苏教版选修 4-4 的第 57 页第 2

x= 1-t2 ，
1+t

（t 为参数）． 人教 A 版题目与高考题有差异，

y= 4t 2
1+t

用万能公式消参； 解法三、 解法四、 解法五是代入法消参：

但方法类似： 先平方再代入消参； 北师大版的题目仅相差一

解法三是通过恒等变形得到 t2= 1-x ， 再代入到 y2 中； 解法四
1+x

个 2 倍； 而苏教版的题目就是高考原题， 一字不差． 又如， 人

是通过恒等变形得到 t=

y
， 再代入到 x 或 y 中； 解法五
2（x+1）

教 A 版 4-4 的第 28 页的例 1 与本题第二问， 方法完全一样：
2
2
在椭圆 x + y =1 上求一点 M， 使点 M 到直线 x+2y-10=0 的距
9 4

是通过恒等变形得到 y =2t、 y =- 2 ， 再两式相乘消参．由
x+1
x-1
t

离最小， 并求出最小距离． 教师如果能深入研究教材， 精选练

解法四、 解法五可知参数 t 的几何意义： t 表示点 （x， y） 与

习题， 总结消参的常见方法， 无疑有利于高考的备考．
分析真题， 关注重难点内容． 历年的高考题较好地反映了

（-1， 0） 连线的斜率的 1 ． 考生存在的问题： 不会用恒等式
2

《课程标准》 的理念， 是最佳的教学素材．分析历年高考真题，

消参； 尝试用代入法消参， 不能解得 t 或 t2； 或能够解得 t 或

有利于迅速把握重难点内容， 提高备考效率．下表是近三年全

2

t ， 但不知道怎样代入另一个式子或代入运算出错； 尝试将两

国课标卷 “坐标系与参数方程” 的问题的设置情况：

式相加、 相减、 相除， 无法正确消参； 忽略 x 的取值范围
考查的内容与问题的设置

x≠-1．
（2） 第二问解法一是设椭圆上任意一点的坐标 （用参数

年份

Ⅰ卷

Ⅱ卷

Ⅲ卷

（1） 求直线与曲
线（椭圆）的交点
坐标；（2）已知曲
线（椭圆）上的点
到直线的最大距
离，求变量的值．

（1） 求点的轨迹
的直角坐标方
程；（2）已知三角
形两个顶点，第
三个顶点在曲线
（圆）上，求面积
的最大值．

（1） 求两条直线
的交点的轨迹
（双曲线）的普通
方程；（2）求直线
与曲线（双曲线）
交点的极径．

2018

（1） 求 曲 线 （ 圆 ）
的直角坐标方
程；（2）已知两条
曲线有 3 个交点
（本质是直线与
圆相切），求曲线
的方程．

（1） 求曲线 （椭
圆） 和直线的普
通方程；（2）已知
直线与曲线 （椭
圆） 的两个交点
的中点坐标，求
直线的斜率．

（1）已知直线与圆
有两个交点，求参
数的取值范围；
（2）求两个交点的
中点的轨迹的参
数方程．

2019

（1）求直线和曲线
（椭圆）的直角坐
标方程；（2） 求曲
线 （椭圆） 上的
点到直线的最小
距离．

（1）求点的极径、
直线的极坐标方
程；（2）求动点的
轨迹（圆弧）的极
坐标方程．

（1） 求曲线 （三
段圆弧） 的极坐
标方程； （2）已知
曲线上的点的极
径， 求点的极坐
标

琢 表示）， 将点到直线的距离表示成的函数， 用三角函数知识
求 d 的最值； 解法二是设椭圆上任意一点的坐标 （用参数 t 表
示）， 将点到直线的距离 d 表示成 t 的函数， 用函数导数知识
求 d 的最值； 解法三是将直线平移至与椭圆相切， 求出切线，

2017

再得到两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即为 d 的最值． 第二问的解法一、
解法三是考生熟悉的方法， 解法二只有极少数学生会从这个
方向思考． 学生存在的问题： 第一问没做出来， 直接放弃第二
问； 不能得到正确的函数解析式或不能求出切线； 求函数最
值出错或求距离计算出错．
四、 备考建议
1． 研读 《课标》， 精选内容
《考试大纲》 是高考命题的规范性文件和标准， 是考试评
价、 复习备考的依据． 《课程标准》 在学业质量、 实施建议等
部分， 对考试命题提出了要求和建议． 教学备考， 首先要精选
教学内容． 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择和安排教学内容： 钻研
教材、 分析真题、 研究学情．
钻研教材， 挖掘有价值内容． 钻研教材， 首先要读教材，
要做到读全、 读懂、 读熟、 读透． 在读教材的基础上， 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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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挖掘合适的素材， 作为教学内容， 要特别留意前言、 附录、

社

插图、 习题、 阅读材料等， 思考其是否存在挖掘的价值． 例

不难看出， 坐标系与参数方程选做题考查的重点内容是：

如， 本题的消参是一个难点， 但是在各种版本的教材中都可

极坐标、 参数方程的基本概念， 三种方程的互化， 直线与二

以找到类似的习题： 人教 A 版选修 4-4 的第 26 页第 4 题的

次曲线 （主要是圆、 椭圆） 的位置关系、 求曲线的轨迹方程

（3）

t
$
$
$
$
#
$
$
$
$
%

x=t+ 1 ，
t

y=t- 1
t

志

等．要把历年高考题做完， 再分析高考真题， 把题做透， 这样
（t 为参数）； 北师大版选修 4-4 的第 53 页第 11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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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把握重难点内容， 提高备考效率．
研究学情， 设置针对性内容． 要有意识地研究常犯的错
误， 将错误归类， 设置针对性的训练内容． 是概念不清的错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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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则要梳理概念， 重建知识结构； 是解题方法的问题， 则
要重视解题关键步骤， 关注细节， 形成解题技能； 是审题理

角度一： 三角万能公式． 设 t＝tan 兹 ，
2

解的错误， 则要加强审题指导； 是计算的错误， 则要重视计
算推理的严谨性， 规范答题， 做好解题示范． 例如， 对于恒等
式消参不熟练， 则可以设置一些恒等式消参问题， 如：

2tan 兹
1-tan2 兹
2
2 ＝sin兹， 故
＝cos兹，
则
1+tan2 兹
1+tan2 兹
2
2

t
#
#
#
#
"
#
#
#
#
$

x=t- 1 ，
t

y=t+ 1
t

2y=sin2t

（t 为参数）（利用恒等式 （t+ 1 ）2-（t- 1 ）2＝4 消参）、
t
t

x=cost+sint，

（t 为参数） （利用三角恒等式消参）、

t
#
#
#
#
"
#
#
#
#
$

2
（ 1-t2 ）2 +（ 2t 2 ）2 ＝cos2兹+sin2兹=1． 如 图 3．
1+t
1+t

y= 2t 2
1+t

兹

这也是本题解法二的由来．

1-t

2
角度二： 恒等式的变式 （ 1+t2 ）2 1-t

2

x= 1-t2 ，
1+t

1+t2

2t

（t

2

为参数） （利用恒等式（ 1-t2 ）2+（ 2t 2 ）2＝1 消参） 等．
1+t
1+t

图3

（ 2t 2 ）2＝1． 这个变式对应的三角恒等式 1 2 -tan2兹＝1， 可用
1-t
cos 兹
2
2
于表示双曲线 x2 - y 2 ＝1 （a＞0， b＞0） 的参数方程：
a b

2． 落实 “四基”， 培养 “四能”
《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在课程目标部分， 提出了 “四
基” “四能”： 通过高中数学课程的学习， 学生能获得进一步

（t为参数， t≠±1） 或

学习以及未来发展所必需的数学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 基本

就坐标系与参数方程而言， “基础知识” 包括极坐标、 参
数方程的有关定义、 基本概念、 几何意义等； “基本技能” 是
指方程的互化、 方程的简单应用． “基本思想” 有转化与化归
思想、 数形结合思想、 函数与方程思想． “基本活动经验” 一
般是指 “学生参与数学教学活动过程， 积累的数学思维和实
践的基本经验”． 在日常的教学中， 要做到落实 “四基”， 培养
“四能”， 既要重视 “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 基本思想”， 更要
重视参与教学活动过程． 例如， 本题第 （1） 问的解法三、 解
法四、 解法五， 都是代入法消参， 教师在讲评完这三种方法
后， 要引导学生思考这三种方法的联系： 解法三是由一个式
子解出 t2， 那么能不能由两个式子来解出 t 呢？ 自然而然就引
2

出了解法四； 解法四将式子 x= 1-t2 两边同时加上 1， 得到 x+
1+t
1＝ 2 2 ， 使得原式右边的分子不含参数 t， 只含常数， 那么能
1+t
不能将原式变形， 使得原式右边的分子不含常数， 只含参数 t

3． 渗透文化， 提升素养
《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指出， 高中数学课程目标是发

y= 2bt2
1-t

2

x= a ，
cos兹 （兹为参数）．
y=btan兹

2
则（1+t2）2-（1-t2）2＝4t2， 即（ 1-t2 ）2+（ 2t 2 ）2＝1， 这就是本题中
1+t
1+t

的恒等式． 本题的恒等式的本质是平方差公式．
角度四： 恒等式 （a+b）2-

b

（a-b）2＝4ab与赵爽弦图． 此恒
等式可由赵爽弦图来直观说
明． 如图 4， 大正方形面积减

a

去小正方形面积等于 4 个长
方形的面积， 即（a+b）2-（a-b）
2

＝4ab． 这是恒等式（a+b）2-（a-

b）2＝4ab的几何意义．
角度五： 恒等式 （a+ 1 ）2a

图4

（a- 1 ）2＝4． 在恒等式 （a+b）2-（a-b）2＝4ab中， 令 b＝ 1 即可得到恒
a
a
等式 （a+ 1 ）2-（a- 1 ）2＝4． 利用此恒等式可以解决某类特殊的
a
a

2

2

x= a（1+t2 ） ，
1-t

中， 令m＝a+b， n＝a-b， 得（a+b）2-（a-b）2＝4ab， 再令a＝1， b＝t2，

呢？ 从而就不难想到将式子 x= 1-t2 两边同时减去 1， 得到 x1+t
1＝ -2t2 ， 这样， 解法五就呼之欲出， 水到渠成了．
1+t

2

t
#
#
#
#
"
#
#
#
#
$

角度三： 平方差公式． 在平方差公式m2-n2＝（m+n）（m-n）

思想、 基本活动经验 （简称 “四基”）； 提高从数学角度发现
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简称 “四能”）．

2

消参问题， 如：

t
#
#
#
#
"
#
#
#
#
$

x=t- 1 ，
t
y=t+ 1
t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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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为参数） 化为普通方程就是x2-y2＝4．

角度六： 向量极化恒等式． 将式子中的 a、 b 用向量a軆 、 b軋替

社

展六大核心素养： 数学抽象、 逻辑推理、 数学建模、 直观想

换， 则得到向量极化恒等式 （a軆+b軋）2-（a軆-b軋）2＝4a軆·b軋， 此式在平面

象、 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 渗透数学文化， 要注意挖掘数学问

向量中有着巧妙的应用．

题背后的文化内涵． 就本题而言， 题目第一问的恒等式
2

（ 1-t2 ）2+（ 2t 2 ）2＝1， 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 可以从三角、 代
1+t
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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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有着重要意义．

数、 几何、 向量等多个角度来进行品味， 具有较高的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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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从多个角度挖掘数学问题的文化内涵， 对于考生提
高学习兴趣， 树立发散思维， 认识数学的价值， 发展核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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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之词块解题法
■ 湖南省株洲市九方中学 罗赛花

众所周知，

“得阅读者得天下”。 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

came to another conclusion: Not only is likability related to posi鄄

响着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 如何解答阅读理解题， 一直是广

tive life outcomes, but it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ose outcomes,

大师生正在探索的难题之一。 本文将探讨如何利用词块进行

too ...

快速、 准确地解题。

35.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text?

一、 词块的界定

A. Be Nice--You Won’t Finish Last

什么是 “词块”？ 根据对语料库的研究， 语言学家发现生

B. The Higher the Status, the Better

活中大约有 70%的口语是由经常一起出现的词汇表达构成。

C. Be the Best--You Can Make It

这些经常一起出现的词汇表达被称为 “多词组合” 或 “词

D. More Self-Control, Less Aggressiveness

块”。

解析： 全文有六段， 通过扫读全文， 关注框架类词块，
词块大多是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生成的语言单位， 使用

时不需要有意识地注意语法结构， 它缩短了从理解到产出语
言信息的时间。 词块教学法的创始人把词块分为四类： 聚合
词、 搭配词、 惯用话语、 句子框架与引语。
1.聚合词： 由多个单词组成的固定短语搭配。 例如 as a
result。

很容易得出全文的主旨出现在后三段， 即第四至六段。
(1) One (study) ..., other (research) ... 词块表明， 这两处
为并列关系。
(2) also 表明第五段与第四段是并列关系， 即： We found
that ... also found that ...； another 表明， 第六段与第五段是并
列关系， 即： found that ... came to another conclusion ...

2.搭配词： 一起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 在语言的长期使用

由以上分析可知， 第四至六段为并列关系， 且这三段得

中 逐 步 形 成 一 种 共 现 关 系 。 例 如 knife and fork, to and fro,

出的结论基本趋同： 待人友善对自己的未来有益。 这与 A 选

back and forth。

项的内容 (Be Nice -- You Won’t Finish Last) 刚好吻合， 所

3.惯用话语： 形式固定或半固定的具有语用功能的词汇组
合， 它可以是完整的句子， 也可以是固定的句子结构， 例如：
If I had done ..., I would have done ...

以选择 A 项。
例二：

(2016 年全国 I 卷阅读理解 D 篇)

第 一 段 ： The meaning of silence varies among cultural

4.句子框架与引语： 常用于书面语中， 作为篇章组织手

groups ... Silence may be viewed by some cultural groups as ex鄄

段， 形式和功能基本都是固定或半固定的短语。 例如： Firstly

tremely uncomfortable; ... Persons in other cultural groups value

... Secondly ... And finally ...

silence and view it as necessary for understanding a person’s

二、 词块在阅读理解解题中的应用
1. 词块与主旨要义题
以框架类词块为主。 通过扫读全文， 确定主旨要义在文
中的位置， 然后依据词块， 总结归纳。
例一：

(2019 年全国 I 卷阅读理解 D 篇)

needs.
第二段： Many Native Americans value silence and feel it is
a basic part of communicating among people ... In these cultures,

版
出

silence is a call for reflection.

第 三 段 ： Other cultures may use silence in other ways, ...

附文章部分内容如下：

For example, ... However, Mexicans may use silence when ... In

第四段： In one study, Dr. Prinstein examined ... “We found

still another use, persons in Asian cultures may view silence as a

that ... It clearly showed that while likability can lead to healthy
adjustment, high status has just the opposite effect on us.”
第五段： Dr. Prinstein has also found that the qualities ...
— sharing, kindness, openness — ... make you better able to re鄄
late and connect with others.
第六段： In analyzing his and other research, Dr. Prinstein

社

sign of respect, ...

志

第四段： Nurses and other care-givers need to be aware of

杂
育

the possible meanings of silence when they come across the per鄄
sonal anxiety their patients may be experiencing ...
35. What may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e text?

教

A. Sound and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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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hat It Means to Be Silent
C. Silence to Native Americans

3. 词块与推理判断题
带着题干中的关键词块， 去文章中寻找意义近似的表达。

D. Speech Is Silver; Silence Is Gold

找到后， 理解相关语境， 然后对语境中的词块发散理解， 推

解析： 全文分为四段， 通过扫读全文， 关注词块， 很容

断出该题的答案。

易得出全文的主旨为首段第一句。
(1) 第一段的首句即为本段的中心句， 通过接下来的词块
some ... other ... 可知。

例一：

(2017 年全国 I 卷阅读理解 C 篇)

第 一 段 ：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musicians re鄄
cently gathered in Paris and New Orleans to celebrate the first

(2) 扫读第二、 三段， 看首尾句， 通过词块 many ... other

annual International Jazz Day. UNESCO ( United Nations Educa鄄

... / these ... other ... 等可知， 第二、 三段是并列关系， 是对第

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recently set April 30

一段内容的分述， 与第一段构成总、 分关系。

as a day to raise awareness of jazz music, its significance, and its

(3) 尾段首句的词块 the possible meanings of silence 与第

potential as a unifying (联合) voice across cultures.

一段首句的词块 The meaning of silence 为词块复现， 形成了首

28．Why did UNESCO set April 30 as International Jazz Day?

尾呼应， 从而确认了主旨句为全文首句。

A. To remember the birth of jazz.

2. 词块与具体信息题

B. To protect cultural diversity.

仔细观察题干, 标出关键词块， 然后在文中定位该词块，

C. To encourage people to study music.

在语境中寻找答案。
例一： （2016 年全国 I 卷阅读理解 B 篇)

D.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jazz.
解析： 找出题干中的关 键 词 块 April 30 和 International

第三段： “in the 1960s we were all a little wild and couldn’t

Jazz Day， 然后去文章中定位， 第一段首句和第二句出现了类

get away from home far enough fast enough to prove we could do

似的词块： the first annual International Jazz Day, set April 30 as

it on our own,” says Christine Crosby ...

a day。 然后， 理解语境中的词块 to raise awareness of jazz mu鄄

27. What did Crosby say about people in the 1960s?

sic, its significance, and its potential as a unifying (联合) voice

A. They were unsure of raise more children.

across cultures (为了提高人们对爵士乐及其意义的认识， 以及

B. They were eager to raise more children.

对爵士乐作为跨文化的联合声音的潜力的认识) , 该词块为不

C. They wanted to live away from their parents.

定式结构， 作目的状语， 其意义与 D 选项 To recognize the

D. They bad little respect for their grandparent.

value of jazz (认识爵士乐的价值) 的意义相同。

解析： 观察 27 题的题干, 标出关键词块 in the 1960s， 在

例二：

(2018 年全国 I 卷阅读理解 D 篇)

文中找到其来源段落： 第三段。 依据其后的表达 ... couldn’t

第 二 段 ： To figure out how much power these devices are

get away from home far enough fast enough to prove we could do

using, Callie Babbitt and her colleagues at the Rochester Institute

it on our own (为了证明我们能够独立， 离家越快越好， 越远

of Technology in New York tracked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for

越好) 可知答案为 C 选项。

each product throughout its life ...

例二：

（2019 年全国 I 卷阅读理解 C 篇)

第一段： ... the market is growing for biometric (生物测量)

33. Why did Babbitt’s team conduct the research?
A. To reduce the cost of minerals.

technologies ... to keep others out of private e-spaces. At present,

B. To test the life cycle of a product.

these technologies are still expensive, though.

C. To update consumers on new technology.

第二段： Researchers from Georgia Tech say that they have
come up with a low -cost device ( 装 置 ) that gets around this
problem: a smart keyboard.
28. Why do the researchers develop the smart keyboard?

D. To find out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the devices.
解析： 找出题干中的关键词块， Babbitt’s team， 然后去
文章中定位， 寻找意义近似的表达。 第二段首句出现了类似

版
出

的词块： Callie Babbitt and her colleagues。 接着， 理解语境中

A. To reduce pressure on keys.

的词块 To figure out how much power these devices are using，

B. To improve accuracy in typing.

该词块为不定式结构， 在句首作目的状语； 而且， figure out

C. To replace the password system.

与 find out 为近义词块， how much power these devices are us鄄

D. To cut the cost of e-space protection.

ing (这些设备使用了多少能量) 与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解析： 观察 28 题的题干, 标出关键词块 smart keyboard，

the devices (设备耗电量) 为同义词块， 由此可推断出答案为

在文中直接定位： 第二段的首句。 依据语境中的表达 ... they

社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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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

have come up with a low-cost device (装置) that gets around this

4. 词块与意图观点态度题

problem…可推知答案为 D 选 项 ： To cut the cost of e -space

带着题干的关键词块去文章中定位， 然后， 理解语境中

protection (为了降低电子空间保护成本)。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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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2017 年全国Ⅲ卷阅读理解 C 篇)

解析： 由段落标题词块 Support Pacific Science Center (支

末段： The government spent nearly 30 years coming up with

持 太 平 洋 科 学 中 心 ) 和 本 段 最 后 两 句 中 的 词 块 we cannot

a plan to reintroduce the wolves. The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鄄

achieve without generous support (没有慷慨的支持， 我们无法

vice carefully monitors and manages the wolf packs in Yellow鄄

取得成功) 和 find various ways you can support Pacific Science

stone. ... The Yellowstone wolf project has been a valuable exper鄄

Center (找到支持太平洋科学中心的各种方法) 可知， 本段的

iment to help biologists decide whether to reintroduce wolves to

写作目的是 To encourage donations (鼓励捐赠)， 故选 A 项。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as well.

例三：

31. What i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s the Yellowstone
wolf project?
A. Doubtful.

(2018 年全国 I 卷阅读理解 D 篇)

首 段 ： We may think we’re a culture that gets rid of our
worn technology at the first sight of something shiny and new, but

B. Positive.

C. Disapproving.

D. Uncaring

a new study shows that we keep using our old devices (装置) well

解析： 用题干中的 the Yellowstone wolf project 去文中定

after they go out of style. That’s bad news for the environment-

位， 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找到， The Yellowstone wolf project

and our wallets -as these outdated devices consume much more

has been a valuable experiment ...； 由 其 中 的 词 块 a valuable

energy than the newer ones that do the same things.

experiment 可知， 作者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 故选 B 项。

32. What does the author think of new devices?

例二： (2017 年全国 I 卷阅读理解 A 篇)

A. They are environment-friendly.

○Support Pacific Science Center

B. They are no better than the old.

Since 1962 Pacific Science Center has been inspiring a pas鄄

C. They cost more to use at home.

sion (热情) for discovery and lifelong learning in science, math

D. They go out of style quickly.

and technology. Today Pacific Science Center serves more than

解 析 ： 根 据 文 章 首 段 的 词 块 keep using our old devices

1.3 million people a year and brings inquiry-based science edu鄄

well (继续使用旧设备) , That’s bad news for the environment

cation to classrooms and community events all over Washington

(对环境来说是个坏消息)， as these outdated devices consume

State. It’s an amazing accomplishment and one we cannot achieve

much more energy than the newer ones (因为这些过时的设备比

without generous support from individuals, corporations, and other

新设备消耗更多的能源)， 可知旧设备对环境不友好， 由此推

social organizations. Visit pacificsciencecenter.org to find various

断 “新设备对环境友好”， 故选 A 项。

ways you can support Pacific Science Center.

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 词块解题法是阅读理解解题方式

23.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last part of the text?

的一种尝试， 它能帮助应试者准确审题， 快速寻踪， 正确答

A. To encourage donations.

题，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值得尝试。

B. To advertise coming events.

(注：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阶段性成果， 课题

C. To introduce special exhibits.

名称：

D. To tell about the Center’s history.

的研究与实践”， 课题批准号： XJK18CJC100)

“基于主题词块思维训练的高中生英语读写能力培养
责任编辑

蒋小青

版
出

社

志

杂
育

教

广

东

广东教育·高中 2020 年第 1 期

39

应考方略

英语胜经

科研报告类文章阅读技巧
■ 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延风中学 张

梅

科研报告类文章属于说明文， 主要介绍科研领域某一项

“We found that the least well-liked teens had become more ag鄄

研究的结论、 方法和过程等。 这类文章从 2016 年起， 每年的

gressive over time toward their classmates. But so had those who

全国卷上都能找到。 由于这类文章高级词汇多， 长难句多，

were high in status. It clearly showed that while likability can lead

再加上话题涉及考生可能不太熟悉的科学研究领域， 所以文

to healthy adjustment, high status has just the opposite effect on

章难度较大， 因此出题人通常把该类文章放在 D 篇。

us.”

在考试中， 不少考生对科研报告类文章望而生畏， 要么
直接放弃， 随便猜个答案， 要么为了找到答案， 反复地、 仔

34. What did Dr. Prinstein’s study find about the most liked
kids?

细地阅读， 结果费时多， 正确率却不高。 其实， 科研报告类

A. They appeared to be aggressive.

文章的行文和设题都很有规律， 只要我们了解了这些规律，

B. They tended to be more adaptable.

再多加练习和反思， 就能做到速度快而且正确率高。

C. They enjoyed the highest status.

下面结合 2016～2019 年全国卷中出现的七篇科研报告类
文章来分析该类文章的解题思路与技巧。
一、 与研究结论有关的题目

D. They performed well academically.
解析： 此题考查的是研究发现。 通过题干中的 most liked
我们可以快速定位到第四段， 再根据典型句式准确找到研究

研究结论是此类文章的必考内容。 考查形式主要有两种：

结论： We found that ... (最不受欢迎的青少年随着时间的推移

研究发现和最佳标题。 解答这类题目的关键是能够快速地在

对他们的同学变得更有攻击性， 地位高的人也 是 如 此 ) It

文中找到研究的结论。 其实， 研究结论通常在某些固定句型

clearly showed that while likability can lead to healthy adjustment

之后， 比如：

... (该项研究清楚表明， 讨人喜欢可以带来健康的调整……)

Experts say ... 专家说……

故选 B 项。

Scientists reported that ... 科学家有报告称……

[例 2]

Scientists have found that ... 科学家已经发现……

After running hundreds of tests, the researchers noted that

(2019 全国Ⅲ卷 D 篇)

Researchers say that ... 研究人员表示……

the monkeys would go for the higher values more than half the

The researchers noted that ... 研究人员注意到……

time, indicating that they were performing a calculation, not just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 研究人员发现……

memorizing the value of each combin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 研究表明……

34. What did Livingstone’s team find about the monkeys?

A new report found ... 一份新的报告发现……

A. They could perform basic addition.

A new study shows that ...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B. They could understand simple words.

Data shows that ... 数据说明……

C. They could memorize numbers easily.

The report data shows that ... 报告数据显示……

D. They could hold their attention for long.

some data in the report shows that...and indicates that ... 报

解析： 该题问的是 “关于猴子， Livingstone 团队发现了什

告中的一些数据表明……并显示……

版
出

么信息？” 其实就是在考查这个团队对猴子的研究结论。 文章

One of his first findings was that ... 他的第一个发现是……

的前半部分主要在讲实验的内容、 方法和过程。 第四段用 the

According to the report’s key findings ... 根据报告的主要发

researchers noted that ... indicating that ... 介绍了研究者的发现

[例 1]

社

志

和结论： 猴子走向 （触摸） 数值更大的那一侧 （屏幕） 的次

现……
(2019 年全国Ⅰ卷 D 篇)

In one study, Dr. Prinstein examined the two types of popu鄄

数超过一半， 这表明了他们在进行加法运算， 故选 A 项。

杂
育

[例 3]

(2018 年全国Ⅱ卷 D 篇)

larity in 235 adolescents, scoring the least liked, the most liked

But the next time you find yourself among strangers, consider

and the highest in status based on student surveys ( 调 查 研 究 ).

that small talk is worth the trouble. Experts say it’s an invalu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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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ractice that results in big benefits.

A team of researchers trained three Rhesus monkeys to asso鄄

35.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text?

ciate 26 clearly different symbols consisting of numbers and se鄄

A. Conversation Counts

B. Ways of Making Small Talk

lective letters with 0-25 drops of water or juice as a reward. The

C. Benefits of Small Talk

D. Uncomfortable Silence

researchers then tested how the monkeys combined— or added —

解析： 该题要求选择最佳标题， 所以必须找到并正确理

the symbols to get the reward.

解研究结论。 本文第一段通过描写一些常见社会现象来引出

Here’s how Harvard Medical School scientist Margaret Liv鄄

话题： 陌生人之间往往缺乏交流。 第二段就呈现了专家针对

ingstone, who led the team, described the experiment: In their

这个问题的研究结论： 跟陌生人闲聊是能带来很多好处的宝

cages the monkeys were provided with touch screens. On one part

贵的社会实践。 故选 C 项。

of the screen, a symbol would appear, and on the other side two

二、 与研究目的有关的题目

symbols inside a circle were shown. For example, the number 7

研究目的在原文中比较容易找到。 因为在英语中表目的

would flash on one side of the screen and the other end would

经常用动词不定式， 包括 to do, in order to do, so as to do; 也可

have 9 and 8. If the monkeys touched the left side of the screen

能用以下句式： The purpose / aim is ...

they would be rewarded with seven drops of water or juice; if they

[例 4]

(2018 全国Ⅰ卷 D 篇)

To figure out how much power these devices are using, Callie
Babbitt and her colleagues at the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鄄
gy in New York tracked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for each product

went for the circle, they would be rewarded with the sum of the
numbers — 17 in this example.
32. What did the researchers do to the monkeys before test鄄
ing them?

throughout its life — from when its minerals are mined to when

A. They fed them.

B. They named them.

we stop using the device.

C. They trained them.

D. They measured them.

33. Why did Babbitt’s team conduct the research?

33. How did the monkeys get their reward in the experiment?

A. To reduce the cost of minerals.

A. By drawing a circle.

B. By touching a screen.

B. To test the life cycle of a product.

C. By watching videos.

D. By mixing two drinks.

C. To update consumers on new technology.

解析： 这两道题都与实验的方法和过程有关。 第 32 题的

D. To find out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the devices.

关键词是 before testing them， 而第 33 题的关键词是 How ...

解析： 本题问 Babbitt 的团队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 文

get their reward。 借助这些关键词我们就能又快又准地在文中

章第二段第一句用动词不定式明确告知了研究的目的： 为了
弄清这些设备的耗电量。 故选 D 项。
[例 5]

(2017 全国Ⅲ卷 D 篇)

The Intelligent Transport team at Newcastle University have
turned an electric car into a mobile laboratory named “ Drive鄄
LAB”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older drivers

找到答案依据分别在第二段和第三段。
第二段有两个地方的信息特别重要： A team of researchers
trained three Rhesus monkeys ... 和 The researchers then tested
how the monkeys combined ... 由此可知， 研究人员在测试之前
训练了猴子。 所以第 32 题应该选 C 项。
第三段也有两个关键的信息点： the monkeys were provid鄄

and to discover where the key stress points are.

ed with touch screens 和 If the monkeys touched the left side of

32.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DriveLAB?

the screen they would be rewarded ... 由此可知， 猴子是通过触

A. To explore new means of transport.

摸屏幕来得到奖励的， 所以第 33 题选 B 项。

B. To design new types of cars.

四、 与文章出处有关的题目

C. To find out older driver’s problems.

这类题目实际上是送分题， 因为科研报告当然是选自报

D. To teach people traffic rules.
解析： 该题问 DriveLAB （汽车实验室） 的目的。 文章第

刊杂志等的科学栏目。
[例 7]

版
出

(2019 全国Ⅲ卷 D 篇)

一段中的 in order to 是关键信息，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找到答案

35. In which section of a newspaper may this text appear?

依据： DriveLAB 的目的是找到老年司机所面临的问题。 故选

A. Entertainment.

B. Health.

C 项。

C. Education.

D. Science.

三、 与研究方法和过程有关的题目
这类题目属于细节题。 解题的关键在于带着题干中的关
键词在文中快速定位， 找到答案依据。
[例 6]

(2019 年全国Ⅲ卷 D 篇)

社

志

解析： 该题问的是本文可能出现在报纸的那个栏目。 根
据全文内容可知， 本文介绍的是研究人员对猴子进行实验的

杂
育

过程以及实验的结论， 所以属于科研报告类。 这样的文章当
然最有可能出现在报纸的科学栏目， 故选 D 项。

Monkeys seem to have a way with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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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胜经

解答词义猜测题的五种方法
■ 广东省吴川市第三中学 李华军

阅读文章时， 常常会遇到一些过去未见过的单词和短语，
但许多这类词语的含义可以通过上下文推断出来。 这种不使
用词典而通过阅读上下文来推断词语含义的能力， 是一个合

vites the rest of the class to praise him.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stumbles” in paragraph
2 refer to?

格的读者必须具备的能力， 因此也是阅读理解部分经常考查

A. Improper pauses.

B. Bad manners.

的一种能力。 从历年已考过的单词或词组来看， 既可以考查

C. Spelling mistakes.

D. Silly jokes.

超纲词的含义、 也可考查熟词生义。

思路点拨： 由前文中的 “I’m here to tell you today why

自 2014 年以来， 16 套全国卷共出现 16 道题考查词义猜
测， 即每年每套题考查 1 道题。

you should ... should ...” 及 “... Vote for ... me ...” 可知， 由于
紧张， Chris 在演讲过程中打结巴， 出现了多处停顿， 而这些

一、 常见提问方式

停顿显然是不恰当的， 故选 A 项。 Bad manners (没有礼貌)、

1.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phrase “...” in paragraph

Spelling mistakes (拼写错误)、 Silly jokes (愚蠢的笑话) 明显不

... refer to?

符合文意。

2.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phrase “...” in paragraph
... probably mean?

2. 定义法
考生可根据对需要猜测其含义的单词或词组后的定义来

3. What do the underlined words “ ...” in paragraph ...
mean?

推断其含义， 或通过破折号、 冒号、 括号、 定语从句或同位
语从句等方式进行的解释说明来推断其含义。 常见的标志词

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explains “ ...” underlined in
paragraph ...?

有： in other words, that is, that is to say 等。
[经典例题]

5. What is “...” in the last paragraph?

(2017 年天津卷 C 篇)

The proposal attempts to deal with what some call the

6. What does the author mean by “...” in paragraph ...

“ death valley” of autonomous vehicles ( 自 动 驾 驶 车 辆 )： the

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st) replace the underlined

grey area between semi-autonomous and fully driverless cars that

word/phrase “...” in Paragraph ...？
8. What does that term “...” in the text mean?
9. The underlined word “...” probably refers to ________.

could delay the driverless future.
◆ What does the phrase “death valley” in Paragraph 2 re鄄
fer to?

10. In the last paragraph “...” probably means ______.

A. A place where cars often break down.

二、 具体解题方法

B. A case where passing a law is impossible.

1. 上下文语境法

C. An area where no driving is permitted.

利用上下文提供的语境和线索进行合乎逻辑的综合分析，

D. A situation where drivers’ role is not clear.

[经典例题]

版
出

思路点拨： 冒号后面的内 容 是 对 death valley 的 解 释 ：

从而推断词义。
(2019 年全国Ⅰ卷 B 篇)

But he’s nervous. “ I’m here to tell you today why you
should ... should ...” Chris trips on the “ -ld,” a pronunciation

death valley 指的是半自动驾驶和全自动驾驶汽车之间的灰色

社

地带 (界限不明， 难以界定的领域)， 即 “驾驶员角色不明确

志

的情形”， 故选 D 项。

difficulty for many non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His teacher,

3. 举例法

Thomas Whaley, is next to him, whispering support. “... Vote for

如果需要猜测的单词或词组后有具体的例子， 考生可以

... me ...” Except for some stumbles, Chris is doing amazingly

根据这些例子来理解该词的词义。 常见的表示举例的标志词

well. When he brings his speech to a nice conclusion, Whaley in鄄

有： like, such as, for instance, for exampl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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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2014 年江西卷 D 篇)

◆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phrase “ a pipe dream” in

However, at the back of the minds of many people, especially

Paragraph 3 mean?

those who missed the “good old days”， efficiency comes with a

A. A practical idea.

B. A vain hope.

price. When communication becomes efficient, people are able to

C. A brilliant plan.

D. A selfish desire.

contact one another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and at whatever time

思路点拨： 句意为：

“Orleans Reinette 是味道最好的品

they wish to. The click of a button allows people miles apart to

种之一， 但是， 因为你需要一个温暖又隐蔽的环境， 且要有

talk or to see each other without even leaving their homes. With

良好的土壤， 才可以种植它， 所以对大多数喜欢它的苹果爱

the communication gadgets, such as mobile phones and ipads,

好者来说， 它只是 a pipe dream”， 由因 (种植条件苛刻) 推果

people often do not take the effect to visit one another personally.

(想种种不了)， 那就只能是 “白日梦” 了， 故选 B 项。

A personal visit carries with it the additional feature of having to
be in the person’s presence for as long as the visit lasts. We can鄄
not unnecessarily excuse ourselves or turn the other person off.
◆ The underlined word “ gadgets”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_______.

(3) 转折关系
考生可利用前后的转折关系猜测词义。 常见的表示转折
的标志词有： but, however, although/though, while (然而)， on
the contrary 等。
[经典例题]

A. tools

B. messages

C. barriers

D. skills

思路点拨： 由划线词后的 “such as mobile phones and i鄄
pads” 可知， gadgets 指的是 “工具”， 故选 A 项。

(2017 年全国Ⅲ卷 C 篇)

Gray wolves once were seen here and there in the Yellow鄄
stone area and much of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but they
were gradually displaced by human development. By the 1920s,

4. 逻辑法

wolves had practically disappeared from the Yellowstone area.

(1) 并列关系

They went farther north into the deep forests of Canada, where

利用并列成分意思的相近性猜测词义。

there were fewer humans around.

[例 3]

(2019 年全国Ⅲ卷 B 篇)

“China is impossible to overlook,” says Hill. “Chinese mod鄄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displaced” in paragraph
2 mean?

els are the faces of beauty and fashion campaigns that sell dreams

A. Tested B. Separated. C. Forced out. D. Tracked down.

to women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means Chinese women are not

思路点拨： 画线词的前一分句说 “灰狼曾经在黄石地区

just consumers of fashion—they are central to its movement.” Of

和大部分美洲大陆上随处可见”， 由 but 话锋一转，

course, not only are today’s top Western designers being influ鄄

于人类的发展， 它们渐渐地 _____”。 渐渐地怎么了？ 由后句

enced by China—some of the best designers of contemporary

可知 “到 20 世纪 20 年代灰狼在黄石地区几乎消失了， 它们

fashion are themselves Chinese. “ Vera Wang, Alexander Wang,

去了人口稀少的加拿大森林了”， 可见灰狼是因人类的发展而

“但是由

Jason Wu are taking on Galliano, Albaz, Marc Jacobs—and beat鄄

“被迫离开 (forced out)” 美洲大陆去了更远的北方加拿大， 故

ing them hands down in design and sales,” adds Hill.

选 C 项。

◆What do the underlined words “taking on” in paragraph 4
mean?

(4) 对比关系
利用两个事物或现象的对比性描述来猜测其中某个生词

A. learning from

B. looking down on

C. working with

D. competing against

的词义。
[经典例题]

(2013 年北京卷 A 篇)

思 路 点 拨 ： 由 下 文 的 “ and beating them hands down in

The advanced EP also heats the room evenly, wall to wall

design and sales” 可知， Vera Wang, Alexander Wang, Jason Wu

and floor to ceiling. It comfortably covers an area up to 350

在设计和销售方面击败他们。 由此可推断， taking on 一词应

square feet. Other heaters heat rooms unevenly with most of the

该是 “与……竞争” 之意， 故选 D 项。

heat concentrated to the center of the room. And they only heat an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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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果关系

area a few feet around the heater. With the EP, the temperature

由原因推断结果， 或由结果推断原因。 常见的标志词有：

will not vary in any part of the room.

because, so, for 等。
[经典例题]

(2016 年全国Ⅲ卷 C 篇)

There are also varieties developed to suit specific local con鄄

社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evenly” in Paragraph 4
probably mean?
A. Continuously.

志

B. Separately.

杂
育

ditions. One of the very best varieties for eating quality is Orleans

C. Quickly.

Reinette, but you’ll need a warm, sheltered place with perfect soil

思 路 点 拨 ： 由 “ Other heaters heat rooms unevenly with

to grow it, so it’s a pipe dream for most apple lovers who fall for

most of the heat concentrated to the center of the room.” 可知，

it.

其他取暖器只能使大部分热量集中在房间中央， 换言之， 其

D. Eq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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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综解秘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聚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
■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高级中学 伍广强

【背景材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建设更高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于

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在北京举行，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 既需要充分发

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又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

委托作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用， 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必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

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作用。

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 我国国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 共同富裕

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

要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建

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全会强调，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全党的

5．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

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

届四中全会强调， 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供给侧

实强化制度意识， 带头维护制度权威， 做制度执行的表率，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 严格执行制度、 坚决维护制

6． 要坚持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节约

度。 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 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定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 坚定制度自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

信。 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 行使权力、 开展

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必须

工作， 提高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布局等各项工作能力和水平。

境的基本国策， 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

【理论分析】

方针， 坚定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一、 从 《经济生活》 的角度分析

路， 建设美丽中国； 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全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对整个社会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

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 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 严明

意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要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二、 从 《政治生活》 的角度分析

2．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

1．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是国家和

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

社会的主人， 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党的十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

人民当家作主， 发展人民民主， 密切联系群众， 紧紧依靠人

济制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

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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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既体现了社会

家作主制度体系， 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

主义制度优越性， 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

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展水平相适应， 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要毫不动摇巩固和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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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2． 要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 推进祖国和平

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统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发展，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加快完善

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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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 是党领导人

GUANＧ ＤONG JIAO YU GAO ZHONG

的一个伟大创举。 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

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健全总

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 维护香港、 澳门长期繁荣

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

稳定； 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机制； 要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

9． 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并将它确定为

策措施，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 “台独”、 促进统一。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

3．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

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的国家的

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必

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须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

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 我国

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

4． 我国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我国政府的宗旨是为
人民服务， 我国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对人民负责， 我国政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
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府是国家行政机关， 政府必须坚持依法行政， 必须自觉接受

10． 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 坚持科学执政、 民主执

人民的监督， 建设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政、 依法执政，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

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构建职责明确、

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和完善中

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提高党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能力；

务、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 创新行政方式， 提高行政效

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健全为人民执政、 靠人民

能，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执政各项制度， 提高党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水平；

5． 权力是把双刃剑， 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 需要对权力

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全面推进依法

进行监督， 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关键， 是健全权力运行的

治国，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

制约和监督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和完善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必须健

11． 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中国共产党

全党统一领导、 全面覆盖、 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增强监督

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严肃性、 协同性、 有效性， 形成决策科学、 执行坚决、 监督

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 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

的美好生活需要，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体制机制， 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

6．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

我们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12．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

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必须坚持和完善我

小平理论、

国的政治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和完善人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九届

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

四中全会强调，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邓小平理论、

制度，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

7． 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保持社

13．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和平发展道

会稳定、 维护国家安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社会治

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

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完善

家利益决定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和完善独

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必须统

治保障、 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高举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旗帜，

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

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坚定不移维护世

定有序，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

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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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健全公共安

三、 从 《文化生活》 的角度分析

全体制机制，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完善国家安全体系。

1． 文化对政治、 经济具有反作用， 给予政治、 经济以重

志

8．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

大影响， 优秀的文化能够促进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优

人民前进， 不断夺取新胜利的核心力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秀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促进人

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 道德观念，

决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 东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促

杂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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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综解秘

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

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之一，

3． 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 自觉选择性和主动创造性。 党

推动教育信息化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内在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 到我们

学习的教育体系。

党成立一百年时， 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

3． 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党的

显成效； 到二〇三五年， 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 基本实现国

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 全

文化的制度， 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发展

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 是国家治理体

义制度更加巩固、 优越性充分展现。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 必须坚定文化自信， 牢牢

4．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

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标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实践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

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植根中国

4．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必须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大地、 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 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
体系， 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党

5． 整体与部分相互联系、 密不可分， 整体居于主导地位，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整体统率着部分， 部分影响和制约着整体。 要求我们要树立

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

全局观念， 立足整体， 统筹全局， 同时必须重视部分的作用，

建设制度， 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 完善坚持正确导向

用局部的发展推动整体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社会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 调动各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方面积极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

5．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 更深

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沉、 更持久的力量。 坚定文化自信， 事关国运兴衰、 事关文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

化安全、 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

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的文化自

6． 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要求我们要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

信， 来自对时代发展潮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

点和全面的观点看问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认为， 党的十

刻把握， 来自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 对自身文化生命

八大以来， 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力的坚定信念。 文化自信表现为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充满信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心、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充满信心、 对社会主

度更加完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义文化强国目标充满信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必须

7．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 要求我们要坚持矛

坚定文化自信，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激发

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共性与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党

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认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团结带领

力量。

人民，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6． 对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来说， 最持久、 最深层的力量

不断探索实践， 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 取得历史性成就。

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

8．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是发展

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以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团结带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 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

领人民，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不断探索实践， 不断改革创新，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四、 从 《生活与哲学》 的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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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先进的社会意识对

1． 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是

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要求我们要树立先进的社会意

统一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

识， 发挥先进社会意识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

求是， 坚持改革创新。

调，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2． 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
客观事物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中央政治局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
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社

志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杂
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 “四个意识”。

10．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是历史的创造者， 要求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

我们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价值

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推动党和

判断和价值选择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 把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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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①要坚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健全为人民执政、 靠人民执政各项

②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 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 满足人民日

③必须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④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体人民； 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

A． ①②

受人民监督。

B． ②④

C． ③④

D． ①③

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

【能力训练】

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 我国国家

一、 单项选择题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
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 我
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

1．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

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这表明

度体系，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A．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者相辅相成

的基本国策， 建设美丽中国。 如图 1 所示， 下列选项中能够

B．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引起新能源汽车需求曲线由 D1 向 D2 变化的因素是

C． 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①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D．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②国家出台新能源汽
车补贴政策

7．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
D1

D2

③国际原油价格上

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的是

涨， 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①政治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④部分汽车企业提高

②经济上要同舟共济，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劳动生产率， 增产扩能
A. ②③

B. ①④

C. ①③

D. ②④

和平外交政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下列符合构建人

③安全上要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图1

④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A． ①③

B． ②③

C． ②④

D． ①④

2．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

8．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 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

这表明

机制。 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①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的地

①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位平等 ②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②凝结着我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的重要组成部分 ③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

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④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

④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A． ②④

A． ①②

B． ③④ C． ②③

D． ①④

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基础是

B． ①②

C． ①③

D． ③④

9．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显著优势。 这蕴涵的哲学道理是

A．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

①整体与部分是相互联系、 密不可分的|

B． 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劳动、 平等分配的社会地位

②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C． 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劳动的性质和特点

③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 善于抓住重点

D． 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④认识具有反复性和无限性

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A． ①②

经济体制， 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坚决打赢脱贫攻

B． ③④

C． ①③

版
出

D． ②④

10．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

坚战，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主要体现了

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

A．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

社

强 “四个意识”。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 这是因为

志

B．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A． 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

C．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

B． 社会存在的变化、 发展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 发展

D．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

C． 正确的认识能够促进实践的发展

5．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D． 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 下列符合这一要求的是

杂
育

教

11．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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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建设负责任的世界科技强国、 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强化

是之一是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 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加强民营经济领域党建工作的制度

治理能力现代化，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 优越

建设、 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等提出意见

性充分展现。 这表明

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

A． 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B． 人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

表示， 大家对决定稿提出了很多有价值、 有见地的意见和建

C． 人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

D．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议， 对修改好决定稿很有帮助， 我们将认真研究和吸收。

12．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断探索实践， 不断改革创新。

议强调，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

图 2 漫画 《普遍方法》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各级

①坚持用普遍性指导特

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 带头维

殊性

护制度权威， 做制度执行的表率， 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
②讽刺了一些人没有尊

制度、 严格执行制度、 坚决维护制度。 全会号召， 全党全国

重规律

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③否定了矛盾的特殊性

周围， 坚定信心， 保持定力， 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 为坚持

④否定了实践具有主观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图2

能动性
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①④

二、 非选择题
13． 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力现代化，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 材料一反映了我国的什么政治现象？ 请你运用 《政
治生活》 的相关知识谈谈你对这种政治现象的正确认识。

背景材料：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必须坚持和完善

（2） 运用 《政治生活》 的知识回答， 我国应该如何坚持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公有制为主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

力现代化？

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5． 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材料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必须坚定文化自信，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要毫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

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 引导

活力，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

材料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

存，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

地位， 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 满足人民日益

制，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请运用 《经济生活》 的知识， 说明我国必须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因。

人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团结带领人民， 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断探索实践， 不

14． 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断改革创新，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加强和完善国家治

材料一： 2019 年 9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

理， 取得历史性成就。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人士座谈会， 就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略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 “五位

决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

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推动中

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发挥统一战线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优势、 广泛凝聚共识。 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版
出

（1） 根据材料一， 运用 《文化生活》 的知识谈谈你对文

社

化自信的正确理解。

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大有可为。 座谈会上， 各民主党派、 工

（2） 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分析材料二的合理性。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3） 请你就 “如何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保障民生” 方面

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志

杂
育

提出三条合理的方法论建议。

问题的决定， 并就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加强法治政府建

16． 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设、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 强化科技创新制度

材料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要坚持和完善中国

安排、 推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落实、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提高党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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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健全为人民执政、 靠人民

15． （1） ①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

执政各项制度， 提高党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水平；

本、 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 ②坚定文化自信， 事关国运兴

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全面推进依法

衰、 事关文化安全、 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 没有高度的文化

治国，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

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③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我们的文化自信， 来自对时代发展潮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材料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坚持和完善生态

伟大实践的深刻把握， 来自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 对

文明制度体系，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必须践行绿水青山

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④文化自信表现为对中华文化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发展前途充满信心、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充满

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坚定走生

信心、 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充满信心。

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美丽中

（2） ①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要求我们要用全面的观点看

国； 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全面建立资源高效

问题。 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

利用制度， 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 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

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②矛盾具有特殊性， 要求我

任制度。

们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1） 结合材料一， 运用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相

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③矛

关知识分析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 要求我们要坚持矛盾的普遍

法治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如何作为？

性与特殊性、 共性与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

（2） 根据材料二， 指出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哲
学启示。
参考答案

自成立以来， 团结带领人民，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3） ①要树立正确的意识，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

1． A 2． C 3． D 4． C 5． B 6． D 7． C 8． A 9． C 10． D 11． C 12． B

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13． （1）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②要坚持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

的重要支柱。 （2）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③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

段生产力发展不平衡、 多层次的状况， 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判断和价值选择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 把人民群

求。 （3） 实践证明，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

众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

的发展， 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 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6． （1） ①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

14． （1） 第一问： 材料反映了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证， 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坚持带头守法，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第二问： 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保障执法，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②中国共产党要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是我国一

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 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

项基本政治制度。 ②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各民主党派是参

上升为国家意志， 将党的领导与人民意志统一于社会主义法

政党。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通力合作、 共同致力于社会

治，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③中国共产党要

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 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坚持依法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

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 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能够真实、 广泛、 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

（2） ①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要求我们要坚持用联系的观

大人民根本利益、 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 它把各个政党和

点看问题。 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 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 它通过制

共生， 坚定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度化、 程序化、 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 推动决

路。 ②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 正确的认识能

策科学化民主化。

够促进实践的发展， 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

版
出

（2） ①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动作用。 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指导。 ②要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

山银山的理念， 要坚持用正确的意识、 科学理论指导生态文

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坚持把

明建设实践。 ③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

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坚持把

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 要求我们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 要

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③要构

善于抓住重点和关键， 集中力量解决好主要矛盾。 我国在生

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加强系统治

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

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

主的方针。 ④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我国在生态

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④要坚持改革创新， 在实践中坚持和

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实行最严

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 重

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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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综解秘

猪肉价格飞涨
■ 江苏省阜宁中学高三政治组 李天赐

【热点解读】 2019 年 1 月起， 我国生猪、 能繁母猪存量快

部分地区相关农产品经济受到一定影响。 不考虑其他因素，

速 下 降 。 截 至 2019 年 5 月 ， 我 国 生 猪 存 栏 量 同 比 下 降

下列对此影响描述正确的是 （图 1 中 S 为供给曲线， D 为需

22.9%， 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下降 23.9%。 国内生猪产能大幅

求曲线）

去化， 猪肉供给日趋紧缩。 为了预防非洲猪瘟， 保证生猪产
量， 各大养殖场、 养殖集团纷纷加大非洲猪瘟防治投入， 生

价格
D

D1

价格
S

D

价格

价格

S S1

D1 D

S1

S1 S

D1

D

S

猪养殖成本明显上升， 大型养殖场、 养殖集团生猪出栏成本
平均上升 1 元/公斤。 产能下降、 养殖成本上升、 养殖门槛提
高推动国内生猪价格上涨。
【知识链接】 1. 商品的价格由价值决定， 受供求关系的影

O

O

数量

数量

甲

乙

3. 国家要加强科学的宏观调控， 稳定物价。 国家相关部

O

数量

丁

图1

价格上涨。
2. 价格变动对生活必需品的影响较小。 猪肉价格大幅上

数量

丙

响。 产能下降、 养殖成本上升、 养殖门槛提高推动国内生猪

涨， 会提高居民的生活成本， 不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O

①图甲反映了非洲猪瘟的发生对当地鸡鸭鱼肉市场的影响
②图乙反映了非洲猪瘟的发生对当地生猪生产的影响
③图丙反映了猪肉供求关系的变化对当地猪肉价格的影响

门要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 加大对生猪养殖业的财政补贴，

④图丁反映了生猪供应对当地猪肉消费者需求的影响

增加市场供给。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4. 企业要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 依靠科技进步和内部管

【分析】 本题考查供求影响价格、 价格变动的影响。 发生

理， 形成竞争优势。 生猪养殖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 顺应国

非洲猪瘟， 猪肉需求减少， 鸡鸭鱼肉需求增加， ①正确； 发

家生猪供应的需要， 努力增加生猪存栏量。

生非洲猪瘟， 当地生猪生产会减少， ②错误； 发生非洲猪瘟，

5. 我国贯彻落实共享、 开放发展理念。 我国要贯彻共享
发展理念， 积极发展生猪养殖，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猪肉的供应减少、 需求减少， ③正确； 发生非洲猪瘟， 猪肉
的需求减少， ④错误。

活的需求； 要贯彻开放发展理念， 增加生猪的进口量， 充分

【答案】 B。

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

【考前预测】

6.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

1. 近期猪肉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9 月 4 日， 财政部消息，

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为了增加生猪的供应， 我国政府要

中央财政将切实落实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 完善临时贷

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积极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款贴息、 实施生猪良种补贴、 提高生猪保险保额等举措， 促

职能； 各级党委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统筹生猪产业的发展；

进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 这些政策

人民政协要积极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
7. 系统与要素的辩证关系， 要求我们注重内部结构的优
化趋向。 我国相关部门要从供给侧改革的全局出发， 做好生
猪各个环节的协调与衔接， 实现最优化目标。
8. 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稳定

①是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降低生猪养殖成本， 剌激生猪
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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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很大程度上免去了养殖户的后顾之忧， 激发了他们的
积极性

③从源头上确保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 维护经济稳定

社

生猪价格， 需要我国相关部门在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充

④缓解养猪企业流动和建设资金压力， 稳定生猪产能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志

【考向预测】 2020 年高考可能以图表的形式考查猪肉价格

2. 2019 年 8 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上涨的原因及影响； 运用经济生活相关知识， 分析我国如何

2.8%， 与上月持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沈赟分析，

增加猪肉供给以稳定猪肉价格； 从政治生活 （生活与哲学）

食品价格影响 CPI 上涨约 0.64 个百分点， 非食品影响 CPI 上

角度， 请你为稳定猪肉价格出谋划策。

涨 约 0.07 个 百 分 点 。 食 品 中 ， 猪 肉 供 应 偏 紧 ， 价 格 上 涨

【典型例题】 自我国 2018 年 8 月首次发现非洲猪瘟以来，

50

广东教育·高中 2020 年第 1 期

杂
育

教

23.1%， 涨幅比上月扩大 15.3 个百分点， 影响 CPI 上涨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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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 个百分点。 面对猪肉价格不断上涨， 政府应：
①实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

府提三条确保猪肉市场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的建议。
【参考答案】

②通过补栏增养缓解猪肉供给偏紧情况

1. C 落实好实施生猪良种补贴、 提高生猪保险保额等举

③引导鼓励相关企业积极增加猪肉进口

措， 有利于免除养殖户的后顾之忧， 提高其养猪的收益， 调

④通过行政手段限制猪肉价格过快增长

动其养猪的积极性， 故②选； 落实好完善临时贷款贴息， 有

A. ①③

B. ①④

利于缓解养殖户资金周转困难， 促进养殖户正常运转， 故④

C. ②③

D. ②④

选； 材料不能体现出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故①不选；

3. 2019 年下半年以来， 受疫情和政策性禁养的影响， 生

③ “确保” 错误。

猪存栏量不断下降， 猪肉价格一路看涨， 猪肉逐渐成了部分

2. A 面对猪肉价格不断上涨， 政府应加大财政对生猪规

消费者饭桌上的 “奢侈品”， 市民的 “菜篮子” 悄然发生变

模化养殖的补贴， 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故①选； 鼓励相关

化， 禽肉不断增加， 成为全球消费最多的肉类蛋白。 另一方

企业加大猪肉的进口量， 以增加市场供应量， 故③选； ②是

面， 2019 年却被生猪养殖户笑称为 “千年等一回” 的好行

从企业的角度说的； ④不可取。

情； 可在高盈利驱动下， 部分地区出现了少数经营者借机哄

3. （1） 价格变动引起需求量的变动。 猪肉价格上涨， 消

抬物价、 串通涨价、 囤积居奇的现象， 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

费者对其需求量减少， 转而増加了对猪肉替代品禽肉的需求
量。 价格变动调节产量。 猪肉价格上涨， 生产者获利增加，

权益。
结合材料， 运用 《经济生活》 中的相关知识， 回答下列
问题：

出现好行情。
（2） 清理法规外的生猪禁养规定， 确保猪肉供应充足；

（1） 从 “价格变动的影响” 角度， 分析猪肉价格上涨带
来的影响。

抓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建立价格预警
和应急机制， 切实稳定猪肉价格。

（2） 根据材料提供的信息， 从市场秩序角度， 请你给政

责任编辑 李平安

（上接第 43 页）
他取暖器只能让房间局部受热， 而 EP 取暖器可以让房间 “均
匀” 受热， 故选 D 项。
(5) 条件关系

或间接的经验和常识， 推断其含义。
[经典例题]

(2018 年全国Ⅰ卷 C 篇)

Soon afterwards, many of those people started settling down

最为常见的是由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to become farmers, and their languages too became more settled

[经典例题]

and fewer in number. In recent centuries, trade, industrialisation,

(2018 年全国Ⅱ卷 B 篇)

If you have a juicer, you can simply feed in frozen banan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spread of universal

and some berries or sliced fruit. Out comes a “ soft -serve”

compulsory education, especially globalisation and better commu鄄

creamy dessert, to be eaten right away. This makes a fun activity

nication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all have caused many languages

for a children’s party; they love feeding the fruit and frozen ba鄄

to disappear, and dominant languages such as English, Spanish

nanas into the top of the machine and watching the ice cream

and Chinese are increasingly taking over.

come out below.
◆What is “a juicer” in the last paragraph?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explains “dominant” under鄄
lined in paragraph 2?

A. A dessert. B. A drink. C. A container. D. A machine.

A. Complex.

思路点拨： 画线词所在句句意为 “如果你有 a juicer 的

思路点拨： 画线词出现的语境是， 随着全球化等情况的

B. Advanced.

C. Powerful.

D.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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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你就可以把冰冻香蕉、 浆果以及水果切片等放入其中，

发生， 造成了许多语言的消失。 而像英语、 西班牙语和汉语

然后就会加工出来软软的奶油般的甜品”。 由此可推断， juicer

这些 ___________ 语言正在快速取而代之。 什么样的语言才

指的是榨汁机。 故选 D 项， 且下句 “they love feeding the fruit

会取代别的语言？ 复杂的？ 先进的？ 强大的？ 现代的？ 根据

and frozen bananas into the top of the machine” 可进一步印证。

常识， 语言无所谓先进和现代， 也不可能因为复杂就可取代

5. 常识法

社

志

别的语言， 只有 “强大” 才可 “取代”。 故选 C 项。

杂
育

在阅读的过程中， 如遇到生词， 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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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直圆周运动中的脱轨与不脱轨研究
■ 广东省乐昌市第一中学 蒋金厚

竖直圆周运动中的脱轨问题， 可分为离心脱轨与向心脱

（2） 要使小球在圆周上运动的圆弧最长， 则必须使小球

轨两种情况. 脱轨的条件为物体与轨道之间的作用力为零， 临

过最高位置时速度恰好等于零， 由机械能守恒和对称性可知，

界条件： 重力或重力的分量提供向心力. 下面分三种情况来

小球脱轨的位置与入轨的位置对称， 小球由顶点无初速度自

分析.

由运动至脱轨位置， 由动能定理

一、 内轨模型
小球沿竖直光滑圆轨道外侧运动， 受轨道支撑. 若小球过
2

最高位置时完全由重力提供向心力， mg=m v ， 则 v＝ 姨gR ，
R
即小球与轨道间无相互作用力， 小球脱轨作平抛运动. 若通过
圆弧最高点时， 0≤v< 姨gR ， 则小球能在圆弧上运动一定弧
长后离心脱轨， 脱轨后作抛体运动. 由于内轨的离心弹力作
用， 内轨模型一定会脱轨.

2

姨 3 gR .

即小球由半球面上距地面 2 R处， 以 v0＝
3

2

姨 3 gR 的初速

量为 m 的小球， 在半径为 R 的竖直光滑圆轨道内做圆周运动.

2

R

姨 5 gR 向右运动， 则

小球不脱轨有两种情况：
B

1. 通过最高点

（ 1） 小 球 离 开 球 面 时 ，

2
力， mg=m vB ， 得
R

处以多大的初速度开始沿球面切线向上运动， 其运动的竖直
圆周轨迹最长？

v0

（ 1） 小 球 在 最

R

vB＝ 姨gR ， 即小球
过圆周最高位置的

v
R

轨道运行一小段圆弧后脱
图2

mg

O

O

R

A

A

临界速度： v临＝

高位置时， 速度小于 姨gR ，
在最高点不脱轨， 可以沿圆

B

仅由重力提供向心

图1

（2） 小球由半球面上何

轨， 如图 2 所示， 设小球离

0

如图 3 所示， 圆周最低位置和最高位置分别为 A、 B， 质

的光滑半球顶点， 以水平初速

解析：

等大， 所以 v0＝

2

姨 3 gR ， v 与 v

二、 外轨模型

v0

质量为 m 的小球在半径为 R

它距半球底面的高度为多大？

且 cos琢＝ h ， 联立②、 ③得 h＝ 2 R， v＝
R
3

度开始沿球面切线向上运动， 其竖直圆轨迹最长.

【例 1】 如图 1 所示， 一

度 v0＝

mg（R-h）＝ 1 mv2 ……③
2

外轨模型

姨gR . 由机械能守

绳球模型
图3

恒 1 mv A2 ＝mg·2R+ 1 mv B2 ， 得小球通过最低位置的速度 vA＝
2
2

版
出

开水平地面的高度为 h 时脱

姨5gR . 小球能完成完整的圆周运动， 必须满足过最低位置时

轨， 由机械能守恒定律

vA≥ 姨5gR ， 或过最高位置时 vB≥ 姨gR .

1 mv2+mg（R-h）＝ 1 mv2 ……①
0
2
2
小球离开圆轨道时， 重力的分量提供向心力
2

mg cos琢＝m v ……②
R
解①、 ②得： h＝ 4 R.
5
即小球脱轨位置距半球底面的高度为 4 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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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球在不高于圆心高度的圆轨道上运动时， 小球一直

社

受轨道支撑， 由机械能守恒 1 mv A2 ＝mgR， 得 vA＝ 姨2gR . 即小
2

志

球过最低位置时的速度 vA≤ 姨2gR 不脱轨. 除临界条件外， 小

杂
育

球不脱轨一直受轨道的弹力作用. 反之， 若小球的速度 姨2gR
<vA< 姨5gR ， 则小球会在过圆心的水平面上方的轨道向心脱
轨， 脱轨后作抛体运动. 绳球模型与外轨模型本质相同， 如图

教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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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如图 4 所示， 长为

解析：

B

L的细绳一端固定， 另一端系

θ

一小球， 当小球在最低点时，

D

E

6 所示， 在整个过程中，
mg θ

给小球一个 v0＝ 姨3gL 的水平初

（1） 设小球

最大摆角位置为 C， 如图

O

小球受重力 mg、 电场力
qE 和细线的拉力 T 作用，

速度， 试求小球所能到达的最
L

大高度.

小球由 A 运动至 C 的过

v0

解 析 ： 因 为 姨2gL <v0 <

A

程中， 根据动能定理有

A

姨5gL ， 因此小球能运动到与
圆心等高的水平面上方的轨道

74°
T

拉力 T 始 终 不 做 功 ， 在

图4

EqL sin θ-mgL（1-cos θ）＝0

上， 且达不到最高点， 在圆心上方和最高点之间脱轨， 脱轨
后作斜向上抛运动.
设脱轨点在 B 位置， 绳子张力为零， 设绳子与水平方向的
2

夹角为 θ， 重力的径向分力提供向心力， mg sinθ=m vB ……①
L

C
Eq

B
mg

F

图6

解得 E＝ mg（1-cos θ） ＝ 3mg ……①
4q
q sin θ
（2） 重力与电场力的合力大小为： F＝ 姨（mg）2+（Eq）2 ＝ 5mg
4
其方向指向右下方， 设其与竖直方向成 琢 角， 根据几何

A 至 B 过程， 对小球， 由动能定理得

关系有： tan 琢= qE ＝ 3 ， 琢=37°.
mg
4

-mg（L+Lsinθ）＝ 1 mvB2 - 1 mv20 ……②
2
2

“最低位置”， 设为 B， 此时小球对细线的拉力最大 ， 则 ：

解①、 ②得 sinθ＝ 1 ， vB =
3

T-F＝m vB ……②
L

当小球摆动至细线沿此方向， 小球处于等效重力场的

1

2

姨 3 gL

小球脱轨后作斜向上抛运动， 在最高位置时速度为 vB 的

小球在由 A 运动至 B 的过程中， 根据动能定理有：

水平分量， 由机械能守恒 1 mv 20 ＝ 1 m（vB sinθ）2+mgHm， 解得
2
2

-FL（1-cos 琢）=0- 1 mvB2 ……③
2

Hm＝ 40 L.
27

解① ②、 ③得： T＝ 7 mg
4

外轨约束下的竖直面内的圆周运动， 不外乎受到重力和
轨道的弹力作用， 改变弹力和重力可以使问题情境更加灵活

由牛顿第三定律可知， 小球对细线的拉力为： T′＝T＝ 7 mg.
4
（3） 要使小球不脱轨有两种情况： ①小球在以等效 “最

多变.
变换一： 等效重力法

低位置” B 为中心的、 不大于半圆周的轨道上运动. 根据动能

对运动小球叠加一个与圆周平面重合的恒定外力， 重力

定理有： -FLcos 琢≤0- 1 mv20， 解得： v0≤ 姨2gL . ②小球能完
2

与之合成后， 视合力为等效重力， 视合力场为等效重力场，
临界条件为等效重力提供向心力， 临界速度 v临＝ 姨g等R ， g等为
等效重力加速度， 能过等效 “最高点” 的条件为 v≥v临； 不能
过等效 “最高点” 的条件为 v<v临.
【例 3】 如图 5 所示， 水平向右的匀强电场中， 用长为 L
的绝缘轻质细绳悬挂一小球， 小球质量为 m， 带电量为+q，
将小球拉至竖直最低位置 A 点
E

动， 细线向右偏离竖直方向的
24 ， cos74°＝ 7 ， tan37°＝ 3 .
25
4
25

O

cos 琢）≤ 1 mv2- 1 mv20， 解得： v0≥ 姨23gL . 综上， 为保证小
2
2
2
球在运动过程中不脱轨， v0 的大小应满足： v0≤ 姨2gL 或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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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二： 等效弹力法

对运动质点叠加一个指向圆心或背离圆心的作用力， 这
个力与轨道对小球的弹力合成后， 视为等效弹力.
A

（1） 求电场强度的大小 E；
（2） 在小球向右摆动的过

2

需满足： F≤m v ， 其中 琢＝37°， 根据动能定理有： -FL （1+
L

姨23gL .
2

处无初速释放， 小球将向右摆
最大角度 θ=74°. 已知 sin74°＝

成完整的圆周运动， 通过等效重力场的 “最高位置” D 时，

【例 4】 如图 7 所示， 一质量

社

B

为 m 的小球置于半径为 R 的光
图5

程中， 对细线拉力的最大值；

志

滑竖直圆轨道最低点 A 处， B 为
轨道最高点， C、 D 为圆的水平

C

杂
育

（3） 若从 A 点释放小球时， 给小球一个水平向右的初速

直径的两端点. 轻质弹簧的一端

度 v0， 则为保证小球在运动过程中不脱轨， v0 的大小应满足

固定在圆心 O 点， 另一端与小

什么条件？

球栓接， 已知弹簧的劲度系数为

教

广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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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mg ， 原长为 L=2R， 弹簧始终处于弹性限度内， 若给小球
R
一水平初速度v0， 已知重力加速度为 g， 则 （

） .

A. 无论v0 多大， 小球均不会离开圆轨道
B. 若 姨2gR <v0< 姨5gR ， 则小球会在 B、 D 间脱离圆轨道
C. 只要v0＞2 姨gR ， 小球就能做完整的圆周运动

综合外轨模型和双轨模型可得， 小球过最高点时速度vB＞
姨gR ， 则小球在整个圆轨道上受外轨挤压， 过最低点时速度
姨2gR ＜vA＜ 姨5gR ， 则小球在与圆心等高的水平面上方会受内
轨的弹力作用. 由于受内外轨限制， 双轨模型不存在脱轨现
象， 杆球模型与双轨模型本质相同， 如图 8 所示.
【例 5】 如图 9 所示， 在竖直平

D. 只要小球能做完整圆周运动， 则小球与轨道间的最大
压力与最小压力之差与v0 无关

面内固定两个很靠近的同心圆轨道，
外圆内表面光滑， 内圆外表面粗糙，

解析： A、 B 项， 由题中条件知弹簧的弹力始终为 Fk ＝

一质量为 m 的小球从轨道的最低点

kR＝mg， 方向背离圆心， 易得在最高点以外的任何地方轨道

以初速度v0 向右运动， 球的直径略

对小球均会有弹力作用， 所以无论初速度多大， 小球均不会

小于两圆间距， 球运动的轨道半径

脱离轨道， 故 A 项正确， B 项错误.

为 R， 不计空气阻力， 下列说法正

C 项， 小球在运动过程中只有重力做功， 故机械能守恒，
小球做完整圆周运动的临界情况是最高点时速度为零， 此情
况下， 有 1 mv20＝2mgR， 解得v0＝2 姨gR ， 所以只要v0＞2 姨gR ，
2

确的是 （

图9

）

A. 若v0＝2 姨gR ， 则小球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克服摩擦力做
功等于 mgR
B. 若使小球在最低点的速度v0＞ 姨5gR ， 则小球在整个运

小球就能做完整的圆周运动， 故 C 项正确.
D 项， 设最高点时小球速度为 v， 小球做完整的圆周运动
时， 最高点时小球与轨道间压力最小， 设为 F1， 则 F1+mg-Fk=
2
2
m v ， 最低点时压力最大， 设为 F2， 则 F2-mg-Fk=m v0 . 又由
R
R
2
2
机械能守恒， 1 mv2+mg·2R= 1 mv20， 解得 F1=m v =m v0 -4mg，
2
2
R
R
2
0

F2=mg+mg+m v ， F2-F1＝6mg， 所以只要小球能做完整圆周运
R
动， 则小球与轨道间的最大压力与最小压力之差与初速度无
关， 故 D 项正确.

动过程中机械能守恒
C. 若小球能做完整的圆周运动， 小球在最低点的速度
v0≥ 姨5gR
D. 若小球第一次运动到最高点， 内环对小球的支持力为
0.5mg， 则小球在最低点对外圆环的压力为 5.5mg
解析： 本题属双轨模型， 若v0＝2 姨gR ， 由于 姨2gR ＜v0＜
姨5gR ， 可知小球会受内轨弹力作用. 因内轨表面粗糙， 外轨
表面光滑， 则小球在上半个圆内要克服内轨表面的摩擦力做
功， 往复运动的高度逐渐降低， 最后小球将在下半圆轨道内

在垂直圆周面方向叠加匀强磁场或在圆轨道的圆心处固
定一个点电荷， 都可以达到改变带电小球作圆周运动所受径

往复运动， 故克服摩擦力做功为Wf = 1 mv20-mgR＝mgR， 选项
2

向力的目的. 另外， 还可以叠加外力， 达到同时等效重力和弹

A 正确； 若v0≥ 姨5gR ， 由外轨模型可知， 小球能作完整的圆

力的目的.

周运动， 且一直受外轨弹力作用， 由于外轨内表面光滑， 在

三、 双轨模型

运动过程中不受摩擦力， 机械能守恒， BC 正确； 若小球第一次

如图 8 所示， 细管内壁光滑、 截面半径远小于轨道半径

运动到最高点， 内轨对小球的支持力为 0.5mg， 则 mg-0.5mg＝m

R， 小球直径略小于细管直径. 小球受内外轨约束， 若小球通
过最高点时， 内轨对小球的弹力等于重力， 则小球所受合力
为零， 向心力为零， 由圆周运动规律可得vB＝0； 设通过最低

v2 ， 解得 v＝
R

1

姨 2 gR ， 若圆环内外轨均光滑， 则到达最低点

2
的速度满足： 1 mv′2＝ 1 mv2+mg·2R， 在最低点： FN -mg=m v′ ，
2
2
R

点的速度vA， 小球机械能守恒 1 mv A2 ＝mg·2R， 得小球通过最
2

解得 FN=5.5mg； 但是由于内壁不光滑， 且小球与内圆有摩擦

低点的速度vA＝

力， 故小球在最低点的速度比无摩擦时的速度小， 故对外圆

B

B

在光滑的竖直圆
轨道上做完整的

R

圆周运动的条

O

R

A

件： 过最高点速
度vB ≥0， 或 过

社

责任编辑 李平安

O

志

A

双轨模型

杂
育

杆球模型

最 低 点 速 度
vA≥2 姨g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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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的压力小于 5.5mg， 选项 D 错误； 故选 ABC.

2 姨gR . 小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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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连接体的关联加速度问题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余建刚

一、 问题的由来
在高中的习题中， 常会见到如下题目： “如图 1 所示， 在
离水面高度为 h 的岸边， 有人用小车通过绳子拉船靠岸， 若
车的速度恒为 v0， 试求： 当绳子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 兹 时，
船的速度为多少？”
此题较为简单， 由于绳子不可伸长， 沿绳各点速率相等，
如图 2， 我们可将船速正交分解为沿绳和垂直于绳； 车的速率
v0 等于船沿绳分速度 vn. 即 v0=vn=vcos兹. 既然绳物连接体的沿
绳速度相等， 那么， 倘若小车的加速度为 a0， 则船的加速度是
否也满足 a0=acos兹. 即绳物连接体的沿绳加速度是否也相等？
v0

v0
h

v 兹

A

图1

h

v//
v
兹 A
v子

图2

不少学生想当然地以为， 既然速度沿绳速度相同， 则它

a= dv =
dt

d（ v0 ）
cos兹
dt

v0

a0
O
v

h

d（ v0 ）
1
=a0
+v0· cos兹
cos兹
dt

v//
兹 A
v子

a

图3

=a0 1 +v0·（-1） -sin兹
·d兹
cos2兹 dt
cos兹
= a0 + v0sin兹
·d兹
cos兹 cos2兹 dt

又因为 d兹 =棕= v子 = v0tan兹 （注： v子 为船垂直于绳的速度分
dt
L
L
量）， 代入上式中， 可得， 小船加速度： a= a0 + v0sin兹
·d兹 =
cos兹 cos2兹 dt
a0 + v20sin兹tan兹 = a0 + v20tan2兹
cos兹
cos兹 Lcos兹
Lcos2兹
2
2
由上式知： a= a0 + v0tan 兹 ≠ a0 ， 可得： acos兹≠a0，
cos兹 Lcos兹
cos兹

即小船加速度的沿绳分量不等于车的加速度， 沿绳加速度不等！

们沿绳加速度也一定相同， 并列出 “充分的物理依据”： “根

解法二： 加速度叠加法

据 a= 驻v ， 由于绳子不可伸长， 则沿绳各点速率相等， 又绳
驻t

如图 3， 以 O 点为参考系， 则小船相对于 O 点作瞬时圆
2

子上各点经历时间相等， 所以沿绳各点的加速度也必然相等，

周运动， 船 A 相对于 O 的径向心加速分量为 aA对O（径向）= v子 ， v子
L

故有 a0=acos兹 ”. 持这一错误的观点的学生不在少数， 当前有

为船垂直于绳的速度分量 v子=v//tan兹=v0tan兹；

不少老师对这一的解答比较笼统， 不能给学生一个信服的解

根据加速度关系：

释， 以致学生一知不解， 不知所以然. 卢瑟福有一句名言：

a 船对地（径向分量） = a 车对地 + a 船对车（径向分量），

“只有当你能把一个理论讲得连女仆都能听懂， 你才算真懂
了.” 为了给学生一个清晰透彻、 有说服力的解答， 于是笔者
撰写此文， 以达抛砖引玉之效.
二、 问题的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看学生所认为的沿绳加速度相同， 其求解
小船所谓的 “充分的物理依据”， 中出现了概念错误， 加速度
軆
的定义a軆 = 驻v 应是对速度的求导， 学生的解法的前提必须是绳与
驻t
船前进方向间夹角保持不变才可能正确. 但实际上船在前进过程
中绳子与船前进方向间夹角会发生变化. 下面列出二种解法.
解法一： 高等数学求导法
加速度的基本思路： 小船合运动是水平运动， 先通过绳
船速度关系得出小船速度的表达式， 并小船实际速度进行求
导 a= dv 即可得小船加速度. 由于船前进过程绳子与水平面夹
dt
角 兹 随时间变化， 故求导时 兹 也是时间变量. 具体求导如下：

由小车的对地加速度为 a 车 对 地 =a0， 船沿绳加速度分量：
a 船对地（径向分量） = acos兹，
2

可得： acos兹=a0+ v子 ， 将 v子=v0tan兹代入，
L
2

2

整理， 得 acos兹=a0+ v0tan 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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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此两种方法得出相同的结果， 对比学生错解， 我们
2

2

不难发现， 正解比错解， 多出一项 v0tan 兹 ， 此项的物理意义
L
是由于船由于绕 O 点转动而引起的向心加速度.

社

结论： 1. 轻绳两端的两个物体沿绳的分速度一定相等，

志

但沿绳方向的加速度不一定相等. 当物体有转动的分运动时，
绳上两物体体沿绳子方向的加速一定不相同.

杂
育

2. 根据运动独立性原理， 被牵引物体沿绳方向的加速度
分量， 可认为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牵引端物体加速度的沿绳
分量， 二是被牵引物体由于转动， 由切向速度方向变化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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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是径向加速度. 牵引加速度和转动径向加速度二者叠加方

aB=棕2l……（2）
因为是匀角速转动， B 点的

为被牵引物的加速度.
三、 结论的深入与推广

切向加速度为 0， 故 aB 也是 B 点

上面结论以从绳-物连接体推广到杆-物连接体. 其理论分

的加速度， 其方向沿 BA 方向. 因

析如下. 杆、 绳物系关联共同特征是杆和绳都是不可伸长的.

为 C 点绕 D 轴作圆周运动， 其速

由于杆和绳都是不可伸长的， 故其上的两个质点间的相对位

度的大小用 自C 表示， 方向垂直于

置不发生变化.

杆 CD， 在考察的时刻， 由图可
a軆 At

v軆 Bt

v軆 At
A 軆
v

B 軆
v

An

Bn

a軆 Bt v軆 相

L

B a軆

A軆

a An

图4

C

B

軋自C
aCn

aCt
aC
軋自B
D

A

知， 其方向沿杆 BC 方向. 因 BC

軋自CB

图7

是刚性杆， 所以 B 点和 C 点沿 BC
方向的速度必相等， 故有

Bn

图5

如图 4 所示， 杆、 绳子上 AB 两点的速度， AB 两点的速
度可以分解为两个方向的速度： 沿杆或沿绳方向为径向速度，
垂直于杆和绳子方向 vn， 切向速度 v子. 由于杆、 绳子不可伸

自C = 自B cos π = 姨 2 棕l……（3）
4
2
此时杆 CD 绕 D 轴按顺时针方向转动， C 点的法向加速度
2
aCn= 自C ……（4）
CD

长， 则 AB 在法向的分速度相等 v1n=v2n. 即 AB 的相对速度方

由图 7 可知CD=2 姨 2 l， 由 （3）、 （4） 式得

向为切向方向， B 相对于 A 的速度可以表示为： v軆 B对A=v軆 B-v軆 A.

aCn= 姨 2 棕2l……（5）
8

以 A 为原点， 建立参考系， B 相对于 A 旋转， 若设 AB 长度
为 L， B 绕 A 旋转的角度为 棕， B 相对于 A 的速度大小可以表
示为： v軆 B对A=v軆 B-v軆 A=棕Le軆

其方向沿 CD 方向．
下面来分析 C 点沿垂直于杆 CD 方向的加速度， 即切向
加速度 aCt. 因为 BC 是刚性杆， 所以 C 点相对 B 点的运动只能

如图 5 所示， AB 两点的的加速度， 可以分解为沿杆或绳
方向的法向加速度和垂于于杆或绳的切向加速度， 以 A 为参
考点， 则 B 相对旋转， 产生一个法向加速度. 若设 AB 长度为
L， B 绕 A 旋转的相对线速度为v軆 B对A=v軆 B-v軆 A， 则 AB 的加速度关
2
联， 可以表示a軆 Bn-a軆 An=- v相 e軆 n， 即沿杆或沿绳加速度分量不等.
L

是绕 B 的转动， C 点相对 B 点的速度方向必垂直于杆 BC. 令
自CB 表示其速度的大小， 根据速度合成公式有
軋自CB=自軋C-自軋B
由几何关系得
自CB= 姨自B2-自自C2 = 姨 2 自B= 姨 2 棕l……（6）
2
2

四、 结论的应用实例

由于 C 点绕 B 作圆周运动， 相对 B 的向心加速度

在历届竞赛题中， 经常会涉及到绳、 杆速度关联和加速

aCB= 自CB ……（7）
CB

度关联， 在 24 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题中， 此法应用尤
其淋漓尽致.
【例题】 如图 6 中所示为用三角形刚性细杆 AB、 BC、 CD

2

因为CB= 姨 2 l， 故有 aCB= 姨 2 棕2l……（8）
4

连成的平面连杆结构图. AB 和 CD 杆可分别绕过 A、 D 的垂直

其方向垂直杆 CD.

于纸面的固定轴转动， A、 D 两点位于同一水平线上. BC 杆的

由 （2） 式及图可知， B 点的加速度沿 BC 杆的分量为

两端分别与 AB 杆和 CD

（aB）BC=aBcos π ……（9）
4

杆相连， 可绕连接处转动
（类似铰链） . 当 AB 杆绕

C
l
B

所以 C 点相对 A 点 （或 D 点） 的加速度沿垂直于杆 CD

45°

转到图中所示的位置时，

l

AB 杆处于竖直位置. BC
杆与 CD 杆都与水平方向

45°

A

D

图6

成 45°角， 已知 AB 杆的
长度为 l， BC 杆和 CD 杆的长度由图给定. 求此时 C 点加速度
ac 的大小和方向 （用与 CD 杆之间的夹角表示）
解析： 因为 B 点绕 A 轴作圆周运动， 其速度的大小为：
自B=棕l……（1）

aCt=aCB+（aB）BC= 3 姨 2 棕2l……（10）
4

C 点的总加速度为 C 点绕 D 点作圆周运动的法向加速度

广东教育·高中 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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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 与切向加速度 aCt 的合加速度， 即
2
+aaCt2 = 姨74 棕2l……（11）
aC= 姨aCn
8

志

杂
育

aC 的方向与杆 CD 间的夹角

兹=arctan aCt =arctan6=80.54° ……（12）
aCn

B 点的向心加速度的大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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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分量

A 轴以恒定的角速度 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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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电阻的不同方法
■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高级中学 李叶贤

纵观近三年的高考全国Ⅰ卷物理部分试题， 对测量电阻
知识的考查是电学实验的重、 难点， 出题概率极高， 具体体

线等. 它渗透在电学实验的各个环节中， 如： 测未知电阻、 测
电阻率、 测各种电表内阻等实验.

现为利用伏安法、 等效替代法、 半偏法、 电桥法等方法对电

【例 2】 有一根细长而均匀的金属管样品， 横

阻进行测量， 考查学生对电路连接、 常见问题处理及注意事

截面如图 3 所示. 此金属管长约 30cm， 电阻 R 约

项、 如何完善测电阻的电路等知识的掌握程度， 属于探究类

10Ω. 已知此金属管材料的电阻率为 籽， 因管内中

题型. 学生刚接触此类题目时容易产生慌乱心理， 不知如何入

空部分截面形状不规则， 无法直接测量.

手去分析解答， 失分现象十分严重， 其实解答此类问题并不
难， 下面为同学们支招， 增强学习的自信心.

图3

（1） 按照如图 4 所示设计的电路图，
连成实际测量电路.

—多用电表测电阻
一、 最简单直接的测量方法——
如图 1 所示为多用电表测电阻的

（2） 实验中要测量的物理量有 _____
___________， 计算金属管内部中空部分
截面积 S0 的表达式为 S0＝__________.

原理图， 由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得
E
I=
= E .
R+Rg+r+Rx R内+Rx

图4

解析： （2） 根据电阻定律 R=籽 L 得
S

电流 I 虽与待测电阻 Rx 不呈线性关

S= 籽L ， 则样品中空部分面积 S0=a2-S=a2- 籽L =a2- 籽LI ， 即实验
R
R
U

系， 但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即测出相

中需要测量样品的长度 L， 样品两端的电压 U， 通过样品的电

由上式可知： 通过灵敏电流计的

流 I， 样品的边长 a.

应的电流， 就可算出相 应 的 电 阻 阻

图1

值， 并把它们在表盘上直接标示出来.

【例 1】 用多用电表的欧姆挡测量阻值约为几十千欧的电
阻 Rx， 其中 S 为选择开关， P 为欧姆挡调零旋钮. 按照以下的

伏安法测电阻的考查主要体现在测量电路的设计上， 要
紧扣部分电路的欧姆定律， 要注意被测得的物理量有时需要
进行适当的转换， 还要分析好给出的电路.
除了伏安法测电阻，

实验操作步骤进行测量：
a． 旋转 S 使其尖端对准欧姆×1k 挡.

还有如图 5（a）、（b）所示

b． 将两表笔短接， 调节 P 使指针对准刻度盘上欧姆挡的

的伏伏法、 安安法电阻

A2
A1

V2

电路. 在缺少合适的电压

0 刻度， 断开两表笔.
c． 将两表笔分别连接到被测电阻的两端， 读出 Rx 的阻值

S

表的情况下， 可用已知

d． 旋转 S 使其尖端对准交流电压挡最大量程或 OFF 挡，

S

（a）安安法测电阻

内阻的电流表串联定值

后， 断开两表笔.

（b）伏伏法测电阻

图5

电阻当做电压表使用；

在缺少合适的电流表的情况下， 可用已知内阻的电压表并联

并拔出两表笔.

定值电阻当做电流表使用. 用电流 （压） 表代替电压 （流） 表

如图 2 所示指针位置，

使用， 是电学创新设计电路的高频考点.

此时被测电阻的阻值约为
______Ω.

V1

A

解析： 题目中要求测

测电阻最精确

量几十千欧的电阻， 由选

方法是等效替代法.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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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替代法测电阻
三、 最精确的测量方法——

择倍率为 “×1k” 的欧姆挡， 根据欧姆表的读数原理， 可以得

等效替代的实质是

出欧姆表的读数为 30kΩ. 多用电表测电阻简单快捷， 但由于

当某一电阻替代电

欧姆表的表盘刻度不均匀， 实验误差较大， 一般只能粗测电

路中的另一电阻后，

阻的阻值.

若电路中的总电流

S3
S3
S2

社

S2

志

S1
S1
（c）电压等效替代测电阻 （d）电流等效替代测电阻

杂
育

图6

—伏安法测电阻
二、 最广泛的测量方法——

或路端电压不发生

伏安法测电阻是电学实验的基础， 也是高考考查的热点、

变化， 那么替代的电阻与被替代的电阻阻值是相等的. 它可以

难点， 考查内容主要涉及电压表、 电流表的选择以及实物连

很精确地将一个未知电阻的阻值测量出来. 等效替代法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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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种方案： 一是电压等效替代， 二是电流等效替代. 如图
6 （c）、（d）所示分别为电压等效替代测电阻和电流等效替代测
电阻的电路图.

所示.

S2

（2） 实验步骤如下： 移动滑动变阻器
的滑片， 以保证通电后电压表所在支路分

【例 3】 某同学现利用图 7 所示的电路来测量一电阻 Rx 的
阻值.

压最小； 闭合开关 S1、 S2， 调节 R1， 使电
S1

压表的指针满偏； 保持滑动变阻器滑片的

S2

图 10

（1） 完成下列实验步骤中的填空：

位置不变， 断开 S2， 调节电阻箱 R0， 使电

①闭合开关 S1， 断开开关 S2， 调

压表的指针半偏； 读取电阻箱所示的电阻值 R0=3500Ω， 则电
压表内阻 RV`=______Ω.

节电阻箱 R 和滑动变阻器 R′， 使电流
表指针指向一个适当的位置. 记下此时

S1

电流表的示数 I 和电阻箱的阻值 R1. 此

（3） 将这种方法测出的电压表内阻记为 RV`， 与电压表内
阻的真实值 RV 相比， RV`____RV （填 “＞” “＝” 或 “＜”） .

图7

时电阻箱的读数如图 8（e）所示；

解析： （2） 由半偏法测电阻的原理知， 如果电压表和电

②保持滑动

阻箱 R0 所在支路总电压不变， 电压表由满偏变半偏， 则电流

变阻器的滑片位

减半， 总电阻增加一倍， 故有： R0=RV`=3500Ω； （3） 断开 S2，

置不变， 然后调

调节电阻箱使电压表成半偏状态， 电压表和电阻箱 R0 所在支

节电阻箱 R 的

路总电阻实际上是增加了， 分得的电压也增大了， 则 R0 两端

电阻， 闭合开关

的电压大于电压表的半偏电压， 故 RV`＞RV.

（e）

（f）

图8

S2， 使电流表的

—电桥法测电阻
五、 最独特的测量方法——

读数仍然为 I， 记下此时电阻箱的读数 R2， 此时电阻箱的读数
（2） 在步骤①中电阻箱的读数为 R1＝______Ω； 在步骤②

当 A、 B 两点的电势相等时， R1
和 R3 两端的电压相等， 设为 U1.

中电阻箱的读数为 R2＝______Ω.
（3） 电阻 Rx 的阻值为 Rx＝______Ω.

同时 R2 和 Rx 两 端 的 电 压 也 相

解析： （2）由图 8（e）和图 8（f）可知 R1＝60Ω， R2＝80Ω.

等， 设为 U2. 根据欧姆定律有：

（4） 由于 R1 加上 Rx 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与 R2 相同 （电

U1 = U2 ， U1 = U2 ， 由以上两式解
R1 R2 R3 Rz

流表指针指向同一位置）， 则有 R1 ＋Rx ＝R2， 故有 Rx ＝R2 －R1 ＝

得： U1 = U3 . 这就是电桥平衡的
R2 RZ

80Ω－60Ω＝20Ω.
四、 最专一的测量方法——
—半偏法测电表内阻
半偏法的本质是根据电路中电压或电流的变化， 来确定
电路中被测电阻阻值的大小， 这种思维实质上是根据串联电
路的分压或并联电路的分流来实现的. 如图 9（g）、 9（h）所示
分别为半偏电流法

【例 5】 （2017·全国卷Ⅱ改编） 某同学利用如图 12 所示
的电路测量一微安表 （量程为 100μA， 内
阻大约为 2500Ω） 的内阻. 可使用的器材
S2

值为 20Ω， 另一个阻值为 2000Ω）； 电阻

阻电路图. 半偏电

箱 Rz （ 最 大 阻 值 为 99999.9Ω） ； 电 源 E

流法适宜测量小电

K2

阻， 但测量结果偏
小； 半偏电压法适

图 11

条件， 由该平衡条件也可求出被测电阻 Rx 的阻值.

有： 两个滑动变阻器 R1、 R2 （其中一个阻

和半偏电压法测电

（电动势约为 1.5V）； 单刀开关 S1 和 S2. C、

K1

K

（g）半偏电流法测电阻

宜测量大电阻， 但

（h）半偏电压法测电阻

图9

测量结果偏大.
【例 4】 （2015·全国卷Ⅱ改编） 电压表满偏时通过该表的
电流是半偏时通过该表电流的两倍. 某同学利用这一事实测量
电压表的内阻 （半偏法）， 实验室提供的器材如下：
V ： 量程 3V， 内阻约为 3000Ω；
a． 待测电压表○

b． 电阻箱 R0： 最大阻值为 99 999.9Ω；
c． 滑动变阻器 R1： 最大阻值 100Ω， 额定电流 2A；
d． 电源 E： 电动势 6V， 内阻不计；
e． 开关两个， 导线若干.
（1） 该同学设计的测量电压表内阻的电路图如图 （10）

58

在电阻的测量方法中， 有一种很独特的测量方法， 那就
是电桥法， 其测量电路如图 11 所示. 实验中调节电阻箱 R3，

如图 8（f）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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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分别为两个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图 12

（1） 按原理图 11 将实物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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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下列填空：
①R1 的阻值为 ________ Ω (填 “20” 或 “2000”) .

②为了保护微安表， 开始时将 R1 的滑片 C 滑到接近图

（11） 中滑动变阻器的左端对应的位置； 将 R2 的滑片 D 置于

社

中间位置附近.

志

③将电阻箱 Rz 的阻值置于 2500.0Ω， 接通 S1. 将 R1 的滑
片置于适当位置， 再反复调节 R2 的滑片 D 的位置. 最终使得

杂
育

接通 S2 前后， 微安表的示数保持不变， 这说明 S2 接通前 B 与
D 所在位置的电势 ________ （填 “相等” 或 “不相等”） .
④将电阻箱 Rz 和微安表位置对调， 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教

发现将 Rz 的阻值置于 2 601.0Ω 时， 在接通 S2 前后， 微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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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高考真题 探寻命题规律
—以新课标Ⅰ卷实验综合题为例
——
■ 安徽省砀山县第四中学 尉言勋

2019 年的考试大纲中对学生的化学实验与探究能力的要
求包括 2 个方面： （1） 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并

回答下列问题：
（1） 步骤①的目的是去除废铁屑表面的油污， 方法是

初步实践化学实验的一般过程. （2） 在解决化学问题的过程
中， 运用化学原理和科学方法， 能设计合理方案， 初步实践

.
（2） 步骤②需要加热的目的是

， 温度保持

科学探究. 化学实验综合题是近年新课标卷的必考题型之一，

80-95℃， 采用的合适加热方式是

以化学实验方案的设计与评价为主， 主要以物质制备或性质

少量硫化物， 反应产生的气体需要净化处理， 合适的装置为

探究为载体， 结合实验操作、 物质的性质探究、 简单计算等

（填标号）.

. 铁屑中含有

命题. 对综合实验中某一环节或某一步骤进行方案设计或探究
实验中的有关问题， 考查学生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题
目类型主要包括物质制备和性质探究两种， 具有较好的区分
度. 本文对比近二年新课标Ⅰ卷高考试题， 并提出相应的解题
策略.

图2

一、 真题解析
【例 1】 （2019·新课标Ⅰ卷， 27）（15 分）硫酸铁铵[NH4Fe（SO4）·
2
xH2O] 是一种重要铁盐. 为充分利用资源， 变废为宝， 在实验
室中探究采用废铁屑来制备硫酸铁铵， 具体流程如图：

（3） 步骤③中选用足量的 H2O2， 理由是
加入 H2O2， 同时为了

. 分批

， 溶液要保持 pH 小于 0.5.

（4） 步骤⑤的具体实验操作有

， 经干燥得到硫

酸铁铵晶体样品.
废渣
废铁屑

①

干净铁屑

（5） 采用热重分析法测定硫酸铁铵晶体样品所含结晶水

②

H2SO4 80-95℃

数， 将样品加热到 150℃时失掉 1.5 个结晶水， 失重 5.6%. 硫
⑤
④
硫酸铁
滤液
硫酸铁铵
溶液
）
SO
固体（NH
5%H2O2
4 2
4
③

图1

的示数也保持不变. 待测微安表的内阻为 ________ Ω （结果
保留到个位） .

酸铁铵晶体的化学式为

.

解析： （1） 油污在碱性条件下水解生成羧酸盐和甘油，
然后水洗， 从而除去油污； （2） 温度越高化学反应速率越快，

版
出

2500.0Ω = R滋A ， 则解得 R =2550Ω.
滋A
R滋A
2601.0Ω

解析： （2） R1 起分压作用， 应选用最大阻值较小的滑动

其实， 电阻的测量说难也不难. 实际上， 只要学生掌握了

变阻器， 即 R1 的电阻为 20Ω； 反复调节 D 的位置， 使闭合 S2

电阻测量的常用电路、 方法、 技巧， 摸清各知识点的结构体

前后微安表的示数不变， 说明闭合后 S2 中没有电流通过， B、

系， 以点带面， 用面促点， 使所掌握的知识相互关联而不孤

D 两点电势相等； 将电阻箱 Rz 和微安表位置对调， 其他条件

立零碎， 使知识在头脑中清晰化、 网络化， 同学们还是能顺

保持不变， 发现将 Rz 的阻值置于 2601.0Ω 时， 在接通 S2 前

利地解决此类问题的.

社

志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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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微安表的示数也保持不变. 由电桥平衡的条件 R1 = R3 得：
R2 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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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方略

理综高参

所以加热的目的是加快反应； 低于 100℃的加热可以采用水

答案： （1） 去除水中溶解氧 ； 分 液 （ 或 滴 液 ） 漏 斗 ；

浴， 采用的合适加热方式为热水浴； 硫化物和稀硫酸反应生

（2） ①Zn+2Cr3+ = Zn2++2Cr2+； ②排除 c 中空气； （3） c 中产

成 H2S， 酸性气体应用碱液吸收， 且要防止倒吸， B、 D 不能

生 H2 使压强大于大气压； （冰浴） 冷却； 过滤； （4） 敞开体

防止倒吸且 A 溶解 H2S 的能力较弱， 所以选 C； （3） H2O2 具

系， 可能使醋酸亚铬与空气接触.

有氧化性， 能氧化 Fe2+生成 Fe3+且 H2O2 被还原生成 H2O， 不
3+

二、 综合分析与对比

引进杂质， 所以选取 H2O2 作氧化剂； Fe 水解导致溶液呈酸

实验综合题在知识上考察学生对课程标准规定范围内核

性， H+能抑制 Fe3+水解， 为防止 Fe3+水解需要溶液的 pH 保持

心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比如常考的五大金属 （Na、 Mg、

0.5； （4） 从溶液中获取晶体的步骤为蒸发浓缩、 冷却结晶、

Al、 Fe、 Cu） 和六大非金属 （C、 Si、 O、 S、 N、 Cl）； 在能力

过滤、 洗涤、 干燥； （5） 1.5 个结晶水的式量为 18×1.5＝27，

上考察学生应用元素化合物基础知识、 基本原理去分析和选

失重5.6%， 则该晶体式量为 27 =482， x= 482-14-4-56-96×2 =
18
5.6%

择陌生反应的实验操作步骤、 实验装置， 预测实验现象、 实

12， 所以其化学式为 NH4Fe（SO4）2·12H2O.

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

答案： （1） 碱煮水洗. （2） 加快反应； 热水浴； C. （3） 将
Fe2+全部氧化为 Fe3+； 不引入杂质； 防止 Fe3+水解. （4） 加热浓
缩、 冷却结晶、 过滤 （洗涤）. （5） NH4Fe（SO4）2·12H2O.
【例 2】（2018·新课标Ⅰ卷，26）（14 分） 醋酸亚铬[（CH3COO）2

验结论， 以及在陌生情境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渗透化学
知， 以及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引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环保意识.
近二年新课标Ⅰ卷实验综合题均考查陌生物质的制备，
从设问情况、 呈现形式、 涉及考点几个角度对比如下：

Cr·H2O]为砖红色晶体， 难溶于冷水， 易溶于酸， 在气体分析
中用作氧气吸收剂. 一般

剂， 将三价铬还原为二

K2

以流程形式呈现实验步骤

2019 新课标Ⅰ·27 题特点

K3

制备方法是先在封闭体
系中利用金属锌作还原

5 小问，8 个空，共 15 分
涉及考点： 方法描述、 目的和原因分
析、 装置选择、 实验操作、 化学式判断

对比分析

4 小问，8 个空，共 14 分

K1

给予新信息和图形， 语言表述实验步骤
涉及考点： 目的分析、 仪器名称、 离子
方程式书写、 气体作用、 原因分析、 操
作步骤、 装置缺点

2018 新课标Ⅰ·26 题特点

价铬； 二价铬再与醋酸
钠溶液作用即可制得醋
酸亚铬. 实验装置如图 3
所示， 回答下列问题：

图3

（1） 实验中所用蒸馏水均需经煮沸后迅速冷却， 目的是
__________， 仪器 a 的名称是 ________.
（2） 将过量锌粒和氯化铬固体置于 c 中， 加入少量蒸馏
水， 按图连接好装置， 打开 K1、 K2， 关闭 K3.
①c 中溶液由绿色逐渐变为亮蓝色， 该反应的离子方程式
为 _________.
②同时 c 中有气体产生， 该气体的作用是 ____________.
（3） 打开 K3， 关闭 K1 和 K2. c 中亮蓝色溶液流入d， 其原
因是 ________ ； d 中析出砖红色沉淀， 为使沉淀充分析出并
分离， 需采用的操作是 ________ 、 _______、 洗涤、 干燥.
（4） 指出装置 d 可能存在的缺点 ______________.
解析： （1） 为避免 Cr2+被氧化， 应除去水中的溶解氧， 则
实验中所用蒸馏水均需经煮沸后迅速冷却， 由装置图可知 a
为分液漏斗或滴液漏斗； （2） ①c 中溶液由绿色逐渐变为亮蓝
色， 说明生成 Cr2+， 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 Zn+2Cr3+=Zn2++2Cr2+；
②盐酸与锌反应生成氢气， 可将装置内的空气排出， 避免 Cr2+
被氧化； （3） 打开 K3， 关闭 K1 和 K2， 由于锌继续与盐酸反应
生成氢气， c 中压强增大， 可将亮蓝色溶液压入d. 由题目给予
信息 “醋酸亚铬难溶于冷水”， 所以为使沉淀充分析出并分
离， 需采用的操作是冷却 （冰浴）、 过滤、 洗涤， 干燥等；
（4） 由于 d 装置是敞开体系， 因此装置的缺点是可能使醋酸
亚铬与空气接触被氧化而使产品不纯， 应在密闭容器中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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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新课标Ⅰ卷第 27 题， 探究废铁屑制备 NH4Fe（SO4）2·
xH2O 的过程， 变废为宝， 体现了化学科学实践活动的创造性
和价值性， 考查原料处理、 氧化还原、 化学反应速率、 水解
平衡等方面的知识和实验操作能力及计算能力. 以流程的形式
给予制备硫酸铁铵的五个实验步骤， 以陌生物质的制备为载
体， 综合考查实验相关知识和考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 原料
的预处理， 涉及两个点①油污在碱性条件下可发生水解； ②
Fe 不具有两性， 不可与碱反应， 可以用碱性溶液除去废铁屑
中的油污. （2） 根据反应所需加热的温度高低， ①小于 100℃
水浴加热； ②400-500℃酒精灯加热； ③1000℃以上酒精喷灯
加热； 气体的净化既要考虑反应成分， 又要防止倒吸；

（3）

H2O2 是绿色氧化剂， 把 Fe2+被氧化成 Fe3+， 该考点近年多次出
现， 比如： 2017 年新课标Ⅱ卷 26 题 （1） 考查加入 H2O2 代替
硝酸氧化二价铁； 2016 年新课标Ⅱ卷 26 题 （5） 考查 H2O2 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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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Fe2+的离子方程式； （4） 步骤 4 加入固体硫酸铵的目的是为

了引入铵根离子， 题目没有直接设问； 学生可以从流程信息
中得知反应物中含 Fe3＋、 NH4＋、 SO42－， 结合常见的沉淀以及铵

社

盐易溶于水可推理出硫酸铁铵很可能易溶， 考查了学生的证

据推理素养. （5） 步骤 5 考查从溶液中得到晶体的实验操作方

志

法， 加入硫酸铵无沉淀产生， 要得到硫酸铁铵晶体则需要蒸

杂
育

发结晶或浓缩再结晶.

2018 年新课标Ⅰ卷 26 题， 以醋酸亚铬 [（CH3COO）2Cr·
H2O] 的制备为载体， 转换试题呈现方式， 重视实验推理， 考

教

查学生实验与探究能力， 提取信息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 题

广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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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有 5 个空分别涉及操作目的、 气体的作用、 原因分析、 需

②分类

要采用的操作、 存在的缺点等， 注重考查学生语言表达、 文

制取液体时

制备（蒸馏烧瓶）→蒸馏（温度计控制温度）→冷凝（冷
凝管，水下进上出）→接收（牛角管、锥形瓶）

Cr3＋还原为 Cr2＋， 反应产生 H2 起到保护气的作用， 排尽装置中

制备气体时

制气→除杂→性质验证→尾气处理

的空气. 生成的 H2 导致 c 中压强增大， 可以把生成的 CrCl2 压

根据气体的流动方向

字表达能力， 由装置和现象进行推理的能力， 知识间的关联
及迁移能力. 题目逻辑性较强， 在盐酸溶液中过量的 Zn 把

入 d 装置发生反应. 第 （3） 问， 打开 K3， 关闭 K1 和 K2. c 中

仪器连接

③仪器选择

亮蓝色溶液流入 d， 其原因是 ________； 与 2017 年新课标Ⅰ
量器

卷实验综合题 （3） 即为相似， 均涉及装置中的 “压强应用”，

首先注意量程和精确度
蒸发或浓缩溶液用蒸发皿

由负压造成倒吸.

加热操作

三、 备考策略

燃烧固体用坩埚； 莫忘玻璃棒搅拌

1. 命制角度及考查方式.

过滤用漏斗

近年物质制备类实验综合题命题角度变化不大， 情景新

分离仪器

实验仪器

分液用分液漏斗

颖、 陌生度高， 注重能力考查， 渗透核心素养. 其中 2019 年

蒸馏用蒸馏烧瓶

新课标Ⅰ卷是陌生无机物的制备； Ⅱ卷考查从茶叶中提取咖

固体选广口瓶

啡因， Ⅲ卷考查通过水杨酸进行乙酰化制备阿司匹林， 天津

液体选细口瓶

卷考查环己烯的制备， 加大了陌生有机物制备的考查.

药品存放

怕光的选棕色瓶

以化工流程的形式进行物质的制备
命制角度

物质制备类实验大题

考查方式

碱性物质避免玻璃塞

结合气体的实验室制法进行无机物的制备
典型有机物的制备与提纯
如试剂与仪器的使用、 实验现象的
考查制备原理
描述、 反应原理等
如气密性检查、 物质分离提纯
考查实验的基本操作
方法、 沉淀洗涤、 物质检验等
如设计实验进行酸性强弱的判
考查探究实验设计
断、 不同方案的评价等
考查绿色化学
考查计算

如尾气的处理、 循环利用等

如计算原料投料比、 产品纯度、 产率等

2. 思维流程.
①明确实验原理. 实验是根据什么性质和原理设计的？ 实
验的目的是什么？ 结合实验目的和相关的化学反应原理， 进
行全面的分析比较和推理， 合理选择.
②熟知实验仪器. 选择适宜的装置， 掌握仪器性能、 使用
方法、 适用范围、 注意事项、 仪器规格、 是否有替代装置可
用等.
③得到产品操作顺序. 蒸发结晶 （蒸发溶剂法） 和降温结
晶 （冷却热饱和溶液法） 均可得到晶体， 前者适合溶解度随
温度变化不大的物质， 后者适用于溶解度随温度的升高而明
显增大的物质.
④产率 （纯度） 计算： 依据题目提供的反应原理和试剂
的用量， 计算产品的理论产量， 产品产率= 实际产量 ×100%.
理论产量

4. 把握题目逻辑性， 规范答题.
从近年实验综合题比较发现， 题目具有整体逻辑性、 层
次感较强， 每一个条件， 每一个步骤， 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特
别是以流程的形式呈现步骤， 要对题目整体分析， 关注设问
的逻辑关系， 前面的小问的答案是否对后面解题具有指导意
义. 充分利用题目给予的新信息， 新信息表面上看是在随意的
叙述， 实际上往往隐含着题目的突破口， 所给信息一定有用，
但有时需分解、 重组、 迁移到具体情境中. 比如： 2018 年新
课标Ⅰ卷 26 题题干中给予了醋酸亚铬难溶于冷水， 为使沉淀
充分析出并分离， 需采用的操作是

、

洗涤， 干燥，

则需要用冷水浴冷却、 过滤、 洗涤、 干燥.
实验综合题注重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求学生具
有较强的书面表达能力. 比如 2019 年新课标Ⅰ卷 27 题， 8 个
空中 7 个考查目的、 理由、 操作方法等. 考生往往解题思路正
确， 但所写答案不注意细节， 踩不到评分细则的得分点. 书写
仪器名称、 操作名称、 实验方法时， 要避免错别字， 操作步
骤叙述要简洁明了. 例如检验 NH4+， 取少量试剂放入试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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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NaOH 溶液， 对试管进行加热， 取一片湿润的红色石蕊

试纸放在试管口， 若变蓝， 则含有 NH4+. 在教学中教师可结合
高考真题素材， 设置问题情景， 训练学生规范答题的能力.

社

总之， 全国卷高考实验综合题以真实的实验情景为载体，

3. 仪器连接.

重点考查物质性质和反应原理. 实验中反应产物的不确定性、

①主要流程

装置操作的陌生化、 实验现象的异常化、 物质性质的多样化、

志

反应原理的微观化都可能成为制约学生进行问题解决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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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备考时要结合化学实验的命制角度、 思维流程、 反应
原理等方面， 建构学生的知识体系、 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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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考场

模拟操练

高考英语阅读理解专题练习
■ 纪乐佳

刘嫦云

周

尧等

第一套
第二部分 阅读理解 （共两节， 满分 40 分）
第一节 （共 15 小题； 每小题 2 分， 满分 30 分）
阅读下列短文， 从每题所给的 A、 B、 C 和 D 四个选项
中， 选出最佳选项。
A
Need Effective Language Courses？
Malvern House London is an independent English language
school which was set up in 2019. Our school offers first -class
teaching, supported by the latest technology. We are having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and business courses to meet the needs of
all students.
English for Conversation
Improve conversations in English by practicing speaking, lis鄄
tening and pronunciation while learning new vocabulary with the
English for Conversation course. You will become more fluent and
confident when speaking.
General English
Our fun and attractive courses help to develop all four skill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with a focus on improving you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clearly and
effectively. Our friendly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team enjoys
welcoming students of all levels.
Business English
English is the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ur Busi鄄
ness English courses equip students for the global business stages,
developing and practicing their Business English skills, especi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increasing their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Stu鄄

B. British culture and history.
C.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
D. Vocabularies for conversation.
22. What do General English and Business English have in
common？
A. They help raise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B. They helped students improve four skills.
C. They offer the business stages to students.
D. They both welcome students of any level.
23. What’s special about English for British Culture？
A. Enable students to speak fluently.
B. Offer various topics on British culture.
C. Give training in large groups or classes.
D. Help students prepare for future careers.
B
Roxli Doss is one of the most happy-go-lucky kids you could
ever wish to meet. At eleven, Roxli is much like any other girl
around her age. She likes playing with her friends and riding
horses. Until one day when she started experiencing bad headaches
for the first time.
Roxli’s parents took her to the family doctor who referred her
to a specialist. The Doss family broke downwh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ittle girl had a rare, hopeless brain cancer, which
is called DIPG. DIPG is really rare, affecting between 200 -300
children in the US annually. And the cause is unknown.
Not satisfied with just one doctor’s opinion, the Doss’s went
to visit five different doctors across five different hospitals in the
hope that the result was wrong. When all five doctors agreed with

dents are generally young professionals undergraduates or post鄄
graduates about to be engaged in （从事） their careers （事业）.
English for British Culture
This course covers a hug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British
History, The Monarchy, Politics, Food, Music, Fashion, Humour,
British Social Etiquette, Free-time, Sport and, of course, the cor鄄
rect way to drink Tea. Training is delivered in small group or in鄄
dividual （个体的） classes that are often combined with General
English or IELTS preparation. It is ideal for anyone who wants to

each other, the Doss family prayed even harder than before and
started to raise cash for Roxli.
The doctor suggested that Roxli take radiation, because it can
extend the life of a cancer sufferer. Meantime, Roxli’s parents
were praying regularly at their local church for a miracle （奇迹）.
Roxli was lucky that the cancer was discovered early and ac鄄
cepted the treatment immediately. She needed to be in the hospi鄄
tal for six weeks to see if she would react well to the radiation.
After six full weeks of radiation, the doctors found it actually un鄄

learn more about the people of the UK.
21. What can students learn in English for Conversation？
A. Business English skills.

believable to see that the cancer had totally disappeared. Roxli
made medical history as she is the first patient whose cancer was
completely removed by 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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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religious people, Roxli’s parents have been praying and

individual （个体） rather than as a member of a cultural group. If

giving thanks to God for the way their daughter has recovered

a particular Japanese man has a warm, informal manner when

from cancer. They are feeling hopeful for Roxli’s future and are
praying on a regularbasis that the cancer doesn’t return.
24. What happened to Roxli Doss？
A. She had a terrible headache.
B. She suffered from DIPG.
C. She refused to consult specialist.
D. She broke her brain while riding.
25. What was the Doss’s attitude to the five doctors’ conclusion？
A. They broke down.
B. They felt hopeless.
C. They never gave up.

communicating with you, don’t feel the need to put distance be鄄
tween you, because, in general, Japanese culture is more formal
than American culture. Just keep respectful and be friendly.
28. How do you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鄄
tures？
A. By accepting cultural diversity.
B. By avoiding working together.
C. By trying to teach the right rules.
D. By keeping performing seriously.
29. What’s the author’s opinion on communication？
A. Being informal to each other.

D. They were not satisfied.
26.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it” in paragraph 4 refer to？
A. Radiation.
B. Church.
C. Hope.
D. Cash.
27. What can we infer about Doss’s recovery？
A. Brain cancer can be removed now.
B. Unbelievable things always happen.
C. Praying is the best way for treatment.
D. Keeping positive attitude is important.
C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from other cultures requires you
to maintain （ 保 持 ） an open mind and aflexible manner. Each
culture has rules of proper conduct that members are taught grow鄄
ing up. Even before they are adults, most people naturally obey
them within their cultures. When you are communicating with a
member of another culture, however, suddenly social conduct isn’t
natural. What is proper in one culture may be considered quite
rude in the other. To reduce cultural barriers, people from differ鄄
ent cultures should be willing to forgive rudeness and work to鄄
gether to create a social space that tolerates differences and re鄄
spect everyone.
Make sure you can understand the rules in the culture you
are communicating with. In American culture, people are very in鄄
formal, but in Japanese culture, respect is more highly valued.

B. Understanding the rules for luaguage.
C. Knowing the rules in the culture.
D. Standing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30. What is the third paragraph mainly about？
A. Whether to yell in different cultures.
B. The ways of expressing different emotions.
C.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emotional rules.
D. How to show emotions during a discussion.
31. What should be cared specially about in communication？
A. Don’t show the real emotions.
B. Ignore the rules in communication.
C. Keep a proper distance with others.
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dividually.
D
As the name suggests,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teacher in鄄
cludes teaching a variety of facts and skills to students. In addi鄄
tion, the teacher’s role includes a purpose intendedto encourage a
child’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ge and grade level of the stu鄄
dents directly affects the type of role the teacher plays in all as鄄
pects of educ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achers played
in education delivers many benefits to children and parents, in鄄
cluding students who have special needs.
As we all know, teachers alway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dapt to different rules of distance, eye contact and other physical
factor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ultures you meet. Some
cultures stand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while speaking, while oth鄄
ers maintain a few feet of distance.
Studyingproper emotional （ 情 感 的 ） rules in the cultures
around you is also important . Cultures always have different rules
about expressing emotions. In some cultures, it may be completely
proper to yell, cry, laugh and use other ways to display （显露） your
emotions during a discussion or debate. In other cultures, you are
expected to hide your emotions rather than show them.
Finally, what should b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during com鄄
munication？ It’s better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person as an

construction of a student’s potential. Kindergarten through sec鄄
ondary school teachers often provide the basic source （来源） of
a child’s learning experience, so they always take on the impor鄄
tant responsibility of making students acquire knowledge. The
teacher’s deeper sense of purpose includes maintaining （保持）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conflicts between children. The classroom
environment promotes many communications among the children
on a daily basis, creating the largest social part of a child’s life.
Shaping a child’s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falls on the teach鄄
er, who takes on the role of a coach.
Teachers also take on the role of becoming a third parent to
many students, both due to the time spent together as well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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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of the child. A clear benefit to this role is building up the

room is that you’re after. This 17-bedroom hotel is where you can

parent’s desires and methods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other

enjoy a winter walk, then enjoy every minute by the wood-burning

benefit and role of the teacher is that they help children who lack
a solid family structure. Especially for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satisfy a child’s need for a positive role model
when the family fails to provide one.
Therefor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roles of teachers in edu鄄
cation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32. Which one is the most vital role of teachers？
A. Bringing the kids up
B. Giving various benefits.
C. Inspiring social development.
D. Teach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stove in the comfortable music room. The bedrooms overlook the
Yorkshire Dales and Lakeland Fells.
●Doubles from ￡ 160 a night,？ stayinacastle.com
The Bath Priory, Bath
Just outside Bath city centre, this peaceful former priory is a
quiet spot in which to read, relax in its Garden Spa. A country
house has open fires in the drawing room, sofas and armchairs in
abundance. Inviting sofas and paintings are in the golden drawing
room. Many of the 33 bedrooms, named after flowers, overlook the
award-winning gardens.
●Doubles from ￡ 150 a night, thebathpriory.co.uk

33. Why do teacher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making stu鄄
dents gain knowledge？
A. They keep a positive attitude.
B. They bear the burden of teaching.
C. They offer basic source of knowledge.
D. They decide a child’s social development.
34. What effect does a teacher have on students as a third
parent？
A. Become more excited.
B. Give up study gradually.
C. Become less independent.
D. Feel family happiness again.
35. What can be a suitable title for the text？
A. The Advantages Of Teachers.
B. The Important Role Of Teachers.
C. The Purpose Of Being Teachers.
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eachers.
（广东省汕头市金砂中学 纪乐佳）

Pen-y-Dyffryn, Oswestry
Peace and real fires await you in this low -key Shropshire.
Make yourself at home in the living room of this former rectory
（教区长的住宅）， enjoy a spa treatment, have a drink in the un鄄
usual bar, then treat yourself to a four-course tasty dinner after a
walk along Offa’s Dyke. Bedrooms have lovely quilts, plus bath鄄
rooms with Jacuzzi baths and views over the gardens.
●Doubles from ￡ 144 a night, peny.co.uk
21. Which hotel charges the lowest fee for a double room one
night？
A. Pen-y-Dyffryn.
B. Augill Castle.
C. Strattons Hotel.
D. The Bath Priory.
22. From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ebsites we can know more
about The Bath Priory？
A. Stayinacastle.com.
B. Thebathpriory.co.uk.
C. Strattonshotel.com.
D. Peny.co.uk.
23. What can you do if you choose Pen-y-Dyffryn？
A. Overlook the Yorkshire Dales.
B. Appreciate moments by a stove.
C. Live in it with a four-poster bed.
D. Enjoy a four-course delicious dinner.
B
In her 17 years on this earth, Shreyaa Venkat has done more

第二套
第二部分阅读理解第一节 （共 15 小题； 每小题 2 分， 满
分 30 分）
阅读下列短文， 从每题所给的 A、 B、 C 和 D 四个选项
中， 选出最佳选项。
A
Here’s our pick of the best winter country house hotels.
Strattons Hotel, Swaffham
Sitting by the fire, hole up in the Red Room, the hotel’s 14
bedrooms whose features include Venetian mirrors. The rooms sit鄄
uated in the Victorian wing, which has its own open fire, a kingsize Jacobean carved four-poster （四柱） bed, a tented bathroom
with separate bath and walk-in shower.
●Doubles from ￡ 99 a night, strattonshotel.com
Augill Castle, Kirkby Stephen
Gathering around a working fireplace in a four -poster bed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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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elp the planet and the people living on it than many adults
two, three, and four times her age.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he
founded, NEST4US, has help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served over 12,000 homeless people in the
Washington D.C. area by providing food and other supplies.
Venkat’s desire for helping others started as soon as she
could walk, as her parents, active volunteers themselves, brought
her along on their various projects, like these creative ways to vol鄄
unteer. By fifth grade, she’d developed such enthusiasm for it that
she started organizing her own service projects in her area.
“There was a homeless man standing on a corner in D.C. and
he was holding a sign saying ‘Hungry Need Food’,” she remem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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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 “So I gave him my lunchand his whole face just lit up. It

knowledgement of her disability were worthy of attention. As

was so easy, it only took me 30 seconds, and it really helped

Burke expresses it, it’s a sign that Blair “identifies very firmly as

him.” Hunger is just one of the many harsh realities of living on
the streets. But the ease of this small act inspired her to find a
way to get food to the people who need most.
It’s all too easy for people living on the margins （边缘） of
society to feel like they are invisible （ 看 不 见 的 ） and no one
even sees them, much less cares about them. Venkat knew they
needed more than just food. So she took on volunteers to write the
messagesof love, encouragement, optimism （ 乐 观 ） ， which are
then attached to the donations. Recently a homeless man having
kept every single one of the notes he’d gotten, saying, “They re鄄
ally help lift me up, to know people care about me.”

being disabled. The cane is not a support to be used in a moment,
but is part of her identity and part of her.”
Other parts of the Oscars also reflect that society fails to con鄄
sider disabled people. When Chris Evans helped disabled Regina
King up the stairs to the Oscar stage last night, why are steps the
only way onto the stage？ Why not a ramp （斜坡）， and why is
there no hand rail？” says Burke. There’s a lot of work to be done
before that changes. But maybe Blair, appearing with her cane,
can get more people to take notice.
28. What wa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accessory of Oscars
Night？

24. How did Venkat aid people in need？
A. By holding a sign in her hand.
B. By bringing her parents along.
C. By organizing profitable projects.
D. By founding a service organization.
25.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harsh” in paragraph 3
mean？
A. Strict. B. Difficult. C. Insignificant. D. Unsupported.
26. Why do people on the margins of society feel ignored？
A. They gain less concern.
B. They seldom receive notes.
C. They live far away from downtown.
D. They have no access to outside information.
27. What can be a suitable title for the text？
A. Small acts, great rewards.
B. Young age, extraordinary help.
C. More volunteers, less hunger.
D. More enthusiasts, less ignorance.
C
At the 91st Academy Awards, Lady Gaga, the Oscar winner
for best song wore the 141-year-old, 128.54 -carat Tiffany Dia鄄
mond,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yellow diamonds in the world.
It was maybe the second-most memorable accessory （配饰）

A. Blair’s walking stick.
B. Lady Gaga’s bag.
C. Lady Gaga’s diamond.
D. Blair’s diamond.
2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reflects that society overlooks the
disabled？
A. The cane being part of Blair.
B. Disabled people often seen at the Oscars.
C. Steps not being the only way to the stage.
D. Neither ramps nor hand rails on the stage.
30.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last paragraph？
A. Evans helped Blair up the stairs.
B. Burke agrees with the routine of the Oscars.
C. The cane may attract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sabled.
D. Lady Gaga was the winner for confident appearance.
31. What’s the writer’s attitude towards the public appear鄄
ance of the cane？
A. Approval.
B. Neutral.
C. Unconcerned.
D. Disapproval.
D
Teenagers in Britain may be putting their health and educa鄄
tion at risk by spending too much time on social media such as
Facebook and Twitterat bedtime, according to a major study into
adolescent sleep habits.
More than a third of teenagers spent at least three hours a

of the night, though. The first place went to the cane （ 手 杖 ）
used by actress Selma Blair as she attended Vanity Fair’s annual
Oscar after-party.
Blair was making her first public appearance since she suf鄄
fered from multiple sclerosis, a disease resulting in that she can’t
walk without the cane. “I am disabled,” Blair told reporters. “I fall
sometimes. I drop things.”
The red-carpet reminds tha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exist ev鄄
erywhere, even in Hollywood. It also stood out, because while
Hollywood routinely praises healthy actors, who play the role of
disabled people, yet actual disabled people are rarely seen at the
Oscars, which is why Blair’s confident appearance and honest ac鄄

day on social media, with a fifth devoting at least five hours to the
activity. Those who were on social media for three hours or more
daily were most likely to get to sleep late, which was a particular
concern, researchers said. Because it put teenagers at risk of
“poorer academic and emotional outcomes”. Insufficient （不充足
的） sleep in adolescence has been linked to a range of psycho鄄
logical health problems, obesity （肥胖） and poor performance at
school.
Scientists at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released the findings
in a report. The report calls for support for young people to help
them find a balance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a good night’s rest,
particularly on school n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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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ort does not blame social media forsleep loss in

Grand Ole Opry

teenagers, but those who hardly used social media were least like鄄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world-famous things to

ly to fall asleep late or oversleep in the morning, suggesting that
minimal use was best for a good night’s rest.
Meanwhile, social media was also linked to poorer sleep
quality, with the most greedy users waking more in the night. Ac鄄
cording to the study, the heaviest social media users also woke
most in the night, a problem that may be driven by teenagers’sleep
being disturbed by notices and the desire to continue online con鄄
versations into the early hours.
Other experts also raised concerns. “ Considering that on
school days, young people who fall asleep later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experienced fewer hours of sleep, and there is clear evidence

do in the area, the Grand Ole Opry is a classic favorite among
visitors. This attraction has seen some of the best country music
artists including Patsy Cline, Hank Williams, Johnny Cash, and
more. Modernly, guests can catch some of the hottest stars in to鄄
day’s current country scene. Regardless of who you see perform,
these halls have been home to some of the most legendary （传奇
的 ） performances, so you do not want to miss this opportunity
（机会） to see a concert held here.
Ryman Auditorium
Head downtown to visit the Ryman Auditorium. This destina鄄
tion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ones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being

that lack of sleep is related to health worries.” said Bob Patton, a
lecturer in clinical psychology.
Andrew Przybylski, director of research at the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said “This research is really good raw material for sci鄄
entists to consider when designing studies.”
32. What was the result of lack of sleep？
A. More greedy use of social media.
B. The heaviest social media users.
C.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problems.
D. More learning time and academic outcome.
33. Who were least likely to go to bed late daily？
A. Those rarely using social media.
B. Those on social media for three hours.
C. Those devoting five hours to social media.
D. Those spending two hours on social media.
34.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text？
A. The report blames social media forsleep loss.
B. Social media was related to poorer sleep quality.
C. Bedtime social media use may harm UK teenagers.
D. The research is excellent raw material for scientists.
35. What section of a magazine is this text probably taken
from？
A. Travel.
B. Health.

home to performances throughout the year, including the Grand
Ole Opry Christmas show, the Ryman also offers tours to visitors.
Musician Hall of Fame
If you are a music lover, you absolutely must visit the Musi鄄
cian Hall of Fame and Museum when you head to the downtown
area. The museum is home to a huge collection of instruments
owned by some legendary stars, including Elvis Presley, the Red
Hot Chili Peppers, Bob Dylan, and Frank Sinatra. Guests can also
listen to some fantastic audio （有声的） and video additions.
Music City Trolley Hop
The Music City Trolley Hop is an unforgettable adventure for
all ages. This tour takes guests to see some of the best parts of
Nashville, including the Ryman Auditorium, Riverfront Train Sta鄄
tion, Tennessee State Capitol building, and more. With a hop on/
hop off feature, guests can see the sights at their own pace, com鄄
pletely making brand new memories along the way.
21. What can visitors do in Grand Ole Opry？
A. See some hottest stars.
B. Listen to classic music.
C. Visit all the best artists.
D. Play a role in the legend.
22. Which one is the home to the instruments of the leg鄄
endary stars？

C. Culture.

D. Book review.
（湖南省蓝山县第二中学

刘嫦云）

第三套
第二部分 阅读理解 （共两节， 满分 40 分）
第一节 （共 15 小题； 每小题 2 分， 满分 30 分）
阅读下列短文， 从每题所给的 A、 B、 C 和 D 四个选项
中， 选出最佳选项。
A
Home of country music and tons of quality family fun, it is no
wonder that Nashville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destinations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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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and Ole Opry.
B. Ryman Auditorium.
C. Music City Trolley Hop.
D. Musician Hall of Fame.
23. How does the “ hop on/hop off feature” benefit the
guests？
A. It takes guests to see the best parts of Nashville.
B. It makes guests see the sights more flexibly.
C. It brings back fantastic memories to you.
D. It prevents guests from taking a risk.
（江西省赣州市第一中学 吴红梅）
B
The weather was icy but the stories were warm as almost
1000 friends and family of Scott Johnston packed a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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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raiser （资金筹集活动） to benefit the beloved NYPD officer

Amsterdam and Copenhagen probably come to mind first. But an鄄

and former Levittown fire captain who is battling cancer.

other competitor has moved near the top rank: Utrecht, the fourth-

Johnston, 50, and the father of seven girls, was diagnosed
（诊断） with metastatic melanoma （转移性黑毒瘤） almost two
years ago. “ Every day is a fight for all of us,” said one of his
daughter. “One day it will be great and the next day he can’t re鄄
ally do much. It’s really tough to watch.” “My father is the kind
of neighbor who, after a snowstorm, would use his to clear the
block and dig out someone’s car before they asked,” said his an鄄
other daughter Amelia Johnston. He spent more than 30 years
volunteering with the Levittown Fire Department and served as a
captain “ if someone he knows or someone in the community
needs help, he will be there 100% giving all his effort.” Support鄄

largest and fastest-growing city in the Netherlands, where average
daily bike trips number 125,000.
A new short film at Streetfilms shows how this city of 330,000
turned into a cyclist’s heaven. Specialized roads and parking facili鄄
ties （设施） gives bike riders the upper hand over cars.
For example, a new, state -of -the -art bike parking garage
beneath the Utrecht Central train station is about to double its
available space to 12,000. Elsewhere downtown, streets once
meant for cars have been redesigned to privilege bikes. A canal
that was buried by a highway in the 1970s is now returning to its
original form, with greenery, pedestrian pathways, and cycle

ers said they wanted to pay it back, setting up fundraisers and a
Go Fund Me to assist with the mounting medical bills Johnston
and his wife, Kristin, are facing. Additionally, their daughters are
all in college or graduate school.
Sunday’s event, which featured food and live music, was
filled with those who know Johnston through either his community
work, years at the Levittown Fire Department or long career with
the NYPD.” He is a family guy, just a good person and a great
boss,” said his colleague “ You could always rely on him. He’s
someone you would go out of your way to do something for be鄄
cause he’s such a good guy.”
Rebecca Johnston said she loves hearing how her father has
always used his sense of humor to help colleagues, the same as he
does with his family “No matter how hard of a day he’s having,
he’s always trying to tell jokes to make everybody around him feel
better,” she said.
24. Why were the stories warm in such a cold Sunday？
A. They warmed a patient’s heart.
B. They happened in a warm day.
C. They was attended by NYPD officer.
D. They was about Scott Johnston’s family.
25.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 mounting” in para鄄
graph 2？

tracks. “ You re ally have the idea that people are the boss of the
city, not the machines,” Lott van Hooijdonk, the city’s vice mayor,
says in the film.
It wasn’t always this way. In the 1950s and ’60s, the cities
of the Netherlands were nearly as auto-friendly as much any other
wealthy European country. But in the 1970s, the rising number of
children killed in traffic contributed to a wave of activism and
protests （ 抗 议 ） ， which brought attention to the foolishness of
streets designed for cars. Rising gas pric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helped strengthen national policies to relocate （重新定
位） urban centers towards walking and cycling.
Today, 98 percent of Utrecht households own at least one
bike, according to the film; half own three or more. Nationally,
bikes now outnumber people. The savings from reduced air pollu鄄
tion and healthcare costs are estimated to be worth about $300
million annually. And the savings don’t stop there: The number of
cyclists and pedestrians killed in traffic has decreased dramatical鄄
ly in recent years. As Van Hooijdonk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Cycling is like a piece of magic: It only has advantages.”
28. What do we know about Utrecht from the text？
A. A most bikes-friendly city.
B. A fiercely competitive city.
C. The fourth-largest city globally.

A. Hospital.
B. Huge.
C. Unpaid.
D. Fuel
26. Which words can describe Johnston best？
A. Modest and brave.
B. Kind and honest.
C. Humorous and energetic. D. Helpful and humours.
27.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passage？
A.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B.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C. Helping others means helping yourself.
D. Nothing is difficult if you put your heart into it.
（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龙南中学 曾小春）
C
When you think of the world’s most bike -friendly cities,

D. The fastest-growing city worldwide.
29. What can we conclude from the examples in paragraph 3？
A. Streets have been designed again.
B A canal is returning to its former form.
C A bike parking garage is being expanded.
D. Much has been don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cyclists.
30. What drew the Dutch’s attention to the improper street
design for cars？
A. Rising prices of gas.
B. Fool national policies.
C. More children’s deaths in traffic.
D. Glob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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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e text？

A. To test whether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y is right.

A. Which is the most bikes-friendly city

B. To educate children through videos and math topics.

B. How Utrecht became a cyclist’s heaven
C.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riding bikes
D. Why Bikes outnumber people in Utrecht
（安徽省合肥润安公学 解光琼）
D
A study found girls have the same math abilities as boys when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same basic math tasks. The finding chal鄄
lenges the idea that more boys than girls end up in mathematic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not too surprising because we
don’t see sex differences at the ages assessed in this study,” says
David Geary, a psychologist and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 To find the brain area where numbers are processed.
D. To observe children’s brain activity while doing math.
3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explains the underlined word
“dominated” in Paragraph 4？
A. Preferred. B. Examined. C. Supported. D. Approved.
35. What is the last paragraph mainly about？
A. The resul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y.
B. The problems caused by sex differences.
C. The reasons for men’s choosing methematics.
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women and the poor men.
（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周 尧 秦 云

Missouri. “But there is evidence of sex differences in some out鄄
standing older students. For example, boys outnumber girls when
researchers identify adolescents who achieve “very, very high-end
performance in mathematics,” Geary says.
“That study didn’t show what was going on in their brains,”
says Jessica Cantlon, an author of the study and professor of de鄄
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神经系统科学）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So she and a team of scientists studied children as
they took up math tasks while lying in a scanner that monitored
activity throughout the brain. The children watched an educational
video that covered math topics. They found that in kids, just like
adults, math activities create a lot of activity in the intraparietal
sulcus （ 顶 骨 沟 ） ， a brain area responsible for estimating （ 估
计 ） the number of objects and processing number words. And
that activity was similar in boys and girls.
So why are fields like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so
dominated by men？ Geary says an international study he didsug鄄
gests a possible explanation. It found that in two -thirds of all
countries, female students performed at least as well as males in
mathematics. Yet females in wealthier countries were less likely
than females in othe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to get degrees in
mathematics.
Geary says, “ Probably women in these countries are under

张荣业

less pressure to choose a field that promises a handsome pay and
have more freedom to seek， what interests them most. Also, males
are usually less likely than females to have strong reading, writing
and language skills.”
32. Why didn’t people feel surprised a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 The findings fail to convince people.
B. The study ignores sex difference at ages.
C. The population of boys is larger than girls.
D. Sex differences never affect students’math.
33.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of Jessica Cantlon and
other scientists？

prayed even harder than before and started to raise cash for Roxli
可知， 在得到五位医生一致的诊断结果时， Doss 一家更努力
地祈祷并开始为孩子的治疗集资， 由此可推测他们并不打算
放弃， 故选 C 项。
26. A 代词指代题。 从划线的 it 所在句可知， it 指的是前
面提到的 radiation （放射性治疗）， 因后半句是对前半句原因的
解释， 指的是放射性治疗可帮癌症病人延续生命， 故选 A 项。
27. D 推理判断题。 从第五段第一句 Roxli was lucky that
the cancer was discovered early and accepted the treatment im鄄
mediately 和第六段的叙述可知， Roxli Doss 能奇迹般地治好脑
癌在于发现得早、 及时接受治疗和家人积极配合与诚心祈祷，
可见， 全家人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治疗， 所以出了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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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与解析
第一套
（A） 介绍四种英语课程
21. D 细节理解题。 由题干中的 English for Conversation
可定位到第一个标题段落， 据 learning new vocabulary with the
English for Conversation course （学习会话课程的新词汇） 可
知， 在该课程中， 学生能学到相关的新词汇， 故选 D 项。
22. A. 细节理解题。 由第二、 三两个标题段落中的 with
a focus on improving you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clearly and ef鄄
fectively 和 especi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increasing their commu鄄
nication abilities 可知， 两个课程都注重提高学生用英语交流
的能力， 故选 A 项。
23. B 细节理解题。 由题干中的 English for British Culture
可定位到第四个小标题段落， 由第一句 This course covers a
huge range of topics ... 可知， 该课程为学生学习英国文化提供
了各种各样的学习话题， 故选 B 项。
（B） 本文记叙了一个女孩抗癌治愈的奇迹故事。
24. B 细节理解题。 从第二段中 the little girl had a rare,
hopeless brain cancer, which is called DIPG. 可 知 ， Roxli Doss
患上了一种叫 DIPG 的罕见、 无望治愈的脑癌。 故选 B 项。
25. C 推理判断题。 从第三段最后一句 the Dos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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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康复。 故选 D 项。
（C） 本文说明了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如何降低文化隔阂。

ganizing her own service projects in her area 可知， 通过创办一
个服务组织来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们， 故选 D 项。

28. A 细节理解题。 从第一段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可知，
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相处时， 需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思想和
灵活的态度， 为了减低文化障碍， 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得原谅
粗鲁的做法， 共同创造一个包容差异、 尊重每个人的社交空
间。 故选 A 项。
29. C 推断作者观点。 从第二段第一句 Make sure you
can understand the rules in the culture you are communicating
with. （确保你能理解你正在交流的文化中的规则） 可知， 作
者认为交流时， 理解正在交流的文化中的规则是有必要的，
故选 C 项。
30. C 段落大意题。 从第三段的内容可知， 主题句是首

25. B 词义猜测题。 根据划线词所在句子中 Hunger is just
one of the many harsh realities of living on the streets 可知， 饥
饿是人们生活中面临的众多艰苦的现实处境之一， 只有选项
B 符合。
26. A 推理判断题。 由第四段第二句 It’s all too easy ... no
one even sees them, much less cares about them 可知， 生活在社
会边缘的人之所以感觉自己是隐形人是因为很少被关注， 故
选 A 项。
27. B 文章标题题。 文章主要讲述女孩 Venkat 虽然年轻，
但是比地球上年龄是她几倍的其他成年人做得更多， 她帮助
了数以万计的无家可归的人们这一伟大的善举， 不仅从物质

句 Studying proper emotional rules in the cultures around you is
also important， C 项与之相符， 故选 C 项。
31. D 细节理解题。 由题干的提问可将答案线索定位到
最后一段。 由最后一段第 1-2 句的设问， 可知， 交流时特别
要注意的是与每个人交流时， 最好是作为一个个体来交流，
不要以一种文化团体的成员来交流。 故选 D 项。
（D） 本文论述了教师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2. B 细节理解题。 从文中第一段最后一句 The most im鄄
portant part of the teachers played in education delivers many
benefits to children and parents 可知， 教师在教育中最重要的
角色是为学生、 家长带来益处。 故选 B 项。
33. C 细节理解题。 从第二段第二句可知， 老师之所以
在传授知识中起重要作用， 是因为老师提供了孩子们学习经
历的基础知识来源， 故选 C 项。
34. D 推理判断题。 从第三段最后两句可知， 当教师也
当起第三方家长的角色时， 可以帮助没有稳固家庭结构的儿
童。 尤其是对于中学生来说， 当家庭无法提供一个积极的榜
样时， 教师满足了孩子对榜样的需求。 因此学生会重新感受
到家庭温暖， 故选 D 项。
35. B 文章标题题。 从文章的内容来看， 全文的主题段
就是文章最后的一段， 教师在教育中起重要作用， 故选 B 项。
第二套
（A） 本文介绍了四家最适宜冬日入住的乡村旅社。

上， 还从精神上激励鼓舞他们。 尤其是从第一段的主旨句 In
her 17 years on this earth, Shreyaa Venkat has done more to help
the planet and the people living on it than many adults two, three,
and four times her age ... 可归纳出文章标题， 故选 B 项。
（C） 本文论述了为什么 Blair 的手杖是奥斯卡之夜最耀眼
的配饰。 提到手杖是 Blair 身体和身份的一部分， 其公开高调
亮相能唤起大众对残疾人更多的关注。
28. A 事实细节题。 根据第二段第二句 The first place went
to the cane （手杖） used by actress Selma Blair ... 可知， Blair
的手杖是奥斯卡之夜最耀眼的配饰， 故选 A 项。
29. D 细 节 理 解 题 。 第 五 段 中 的 When Chris Evans ...
Why not a ramp, and why is there no hand rail？” 说明舞台上既
没有斜坡也没有扶手， 可见社会欠缺对残疾人的关怀， 是对
残疾人的忽视， 故选 D 项。
30. C 推理判断题。 从最后一段最后一句 But maybe Blair,
appearing with her cane, can get more people to take notice 可推
断出手杖可能会唤起人们对残疾人群体的关注， 故选 C 项。
31. A 观点态度题。 作者开篇提出观点： 在奥斯卡之夜最
闪亮的的配饰中， 第一名当属女演员 Blair 使用的手杖； 再从
第三段 ... were worthy of attention. As Burke expresses it, it’s
it’s a sign that Blair ... The cane is not a support to be used in a
moment, but is part of her identity and part of her 以及最后一段
“But maybe Blair, appearing with her cane, can get more people

21. C 事实细节题。 由四个旅社的报价比较可知， Strat鄄
tons Hotel 的价格最低， 故选 C 项。
22. B 事实细节题。 介绍 The Bath Priory Hotel 所在段落提
供的网页是 thebathpriory.co.uk， 故选 B 项。
23. D 事实细节题。 由第四个小标题段落中的 then treat
yourself to a four-course tasty dinner after a walk 可知， 如果选择
这个旅社可以享受到一顿四道菜的美味大餐， 故选 D 项。
（B） 17 岁的女孩 Venkat 从小就热心于志愿活动， 创办了一
家非营利性的公益机构， 致力于为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的人们
提供食宿。 同时招募志愿者书写便条送给人们传递爱与关心。
24. D 细节理解题。 由第一段第二句 The non-profit orga鄄
nization she founded ... ，第二段的最后一句 By fifth grade ... or鄄

to take notice.” 可知， 作者对手杖的高调亮相是持支持态度
的， 故选 A 项。
（D） 科学家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过多使用可能给青少年
的身心带来危害， 具体表现在占用休息时间导致睡眠不充分
以及睡眠质量差， 进而会影响学业与身心健康。
32. C 细节理解题。 由第二段最后一句 “Insufficient sleep
in adolescence has been linked to a range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problems, obesity and poor performance at school.” 中 psycholog鄄
ical health problem 指心理健康， 其中 obesity 是身体健康问题，
可以归纳概括为身心健康方面的问题， 故选项 C 正确。
33. A 细节理解题。 由第四段 ... but those who hardly used
social media were least likely to fall asleep ... 可知很少使用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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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人晚睡的可能性最小， 故选 A 项。

行车最友好城市的名称。 对比各选项， A 项 （一个自行车非

34. C 主旨大意题。 由第一段第一句前面部分 Teenagers
in Britain may be putting their health and education at risk by
spending too much time on social media such as Facebook and
Twitterat bedtime ... 可知， 社交媒体过多使用可能给青少年的
身心带来危害， 文章后面部分都是围绕这个研究结果展开，
故选项 C 正确。
35. B 推理判断题。 通读全文， 可知文章是围绕社交媒体
过多使用带来的身心健康问题展开， 是与健康有紧密关联的，
故选 B 项。
第三套
（A） 本文主要介绍了美国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市的四
个著名的音乐胜地。

常友好城市） 正确。
29. D 归纳概括题。 第三段中所列举的三个例子旨在解释
说 明 第 二 段 尾 句 Specialized roads and parking facilities gives
bike riders the upper hand over cars， Utrecht 这个城市在自行
车停车场、 街道和运河等方面做了努力， 使骑自行车比开车更
有优势。 故选 D 项 （为了骑自行车的人的便利做了很多工作）。
30. C 细节理解题。 根据题干关键词定位到第四段的转折句
But in the 1970s, the rising number of children killed in traf fic...
brought attention to the foolishness of streets designed for cars 可
知， 越来越多的孩子在交通中死去导致了人们积极行动起来
和抗议， 这让人们关注到为汽车设计的街道的愚蠢性， 故选
C 项 （更多的孩子在交通中死去）。

21. A 事实细节题。 由第一个小标题段的第三句 “Mod鄄
ernly, guests can catch some of the hottest stars in today’s current
country scene.” 可知， 选项 A 正确。
22. D 细节理解题。 由第三个小标题段的第二句 “The
museum is home to a huge collection of instruments owned by
some legendary stars ... ” 可知， 选项 D 正确。
23. B 推理 判 断 题 。 由 第 四 个 小 标 题 段 最 后 一 句 中 的
“guests can see the sights at their own pace” 可知， 游客可以根
据自己的节奏观看景色， 所以选项 B 正确。
（B） 本文叙述了一位长期为社区、 同事和邻居服务的
Johnston， 不幸自己患了癌症， 七个女儿都在上学， 面对高额
的治疗费用， 他的 1000 多个朋友、 同事和邻居专为他成立了
Fundraisers， 希望回报他并帮助他渡过这一难关， 这是一个寒
冬里的暖心故事。
24. A 细节理解题。 由第一段可知， 一千多位朋友和家人
参加募捐活动， 为癌症患者筹款， 选 A 项。
25. B 词义猜测题。 根据常识， 患癌症等重大疾病是需要
很多钱的， 又由 “Johnston,50,and the father of seven girls （七
个女儿的父亲） ”， “Every day is a fight for all of us” 和 “Ad鄄
ditionally, their daughters are all in college or graduate school
（他们的女儿都在上大学或研究生）” 可知， 对这样一个家庭
来说， 医疗费用 “非常巨大”， 故选 B 项。
26. D 推理判断题。 由第二段家人对 Johnston 的评价和第

31. B 主旨大意题。 本题可用排除法， A 选项内容只在第
一段有部分提及， C 和 D 选项在最后一段中有出现。 结合全
文可知， 文章主要讲述 Utrecht 这个城市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汽车友好城市变成如今每个家庭至少拥有 1 辆自行车的自行
车友好城市， 为了骑自行车人的便利在道路和停车设施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Utrecht 变成了他们的天堂， B 选项全面地概
括了文章主旨大意。
（D） 研究发现， 当女孩参与相同的基本数学任务时， 她
们的大脑活动和数学能力与男孩相同。 该项研究瑕疵之处：
一是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没有看到该研究评估的不同年龄的性
别差异； 二是该项研究并没有显示他们在完成数学任务时的
大脑活动。 进而对大脑活动进行研究， 发现男生和女生在完
成数学任务的过程中大脑活动并无差异。 最后， 作者解释了
为什么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深受男性的青睐。
32. B 细节理解题。 根据第二段第一句话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not too surprising becausewe don’t see sex differ鄄
ences at the ages assessed in this study” 可知， 该项研究结果
之所以没有让大家很惊讶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各个年龄段的
性别差异， 故选 B 项。
33. D 细节理解题。 根据第三段第一句 “That study didn’t
show what was going on in their brains” 可知， 该项研究并没有
向大家展示学生大脑的活动情况。 因此 Jessica Cantlon 和一群
科学家对儿童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观察学生在完成数学任务

三段同事的评价， 可知他是一个乐于助人， 从最后一段可知
他很幽默， 故选 D 项。
27. C 主旨大意题。 从他帮助别人到大家帮助他， 刚好对
应帮助别人就意味着帮助自己， 故选 C 项。
（C） 本文是一篇说明文， 题材为社会生活类。 荷兰的
Utrecht 从一个汽车友好城市变成一个自行车友好城市， 成为
骑自行的人的天堂。
28. A 细节理解题。 通过首段中的 When you think of the
world’s most bike -friendly cities ... But another competitor has
moved near the top rank: Utrecht ... 可知， Utrecht 已经靠近自

的过程中大脑的活动情况， 故选 D 项。
34. A 猜测词义题。 根据第一段最后一句 “The finding
challenges the idea that more boys than girls end up in mathematics”
和第二段最后一句 “For example, boys outnumber girls when re
searchers identify adolescents who achieve “ very, very high -end
performance in mathematics” 可知， “dominated” 的意思是“喜
欢、 青睐”， 故选 B 项。
35. C 段落大意题。 最后一段是 David Geary 对选择数学
的男性比女性多这一现象的解释， 故选 C 项。
责任编辑 蒋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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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论坛

同心同德

广东华侨中学发端于 1930 年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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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

开创广东华侨中学新局面

■ 广东华侨中学

李子良

班子团结，理念先进

党委、行政班

切实可行。

的四邑中学， 是广州市教育局直属的广

子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主要领导成

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和全省唯一

员都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专业能力强，政

以“广东”冠名的华侨中学，也是广东省

治素质高， 不仅有热切的教育情怀和宽

中华文化传承基地和广州市基础教育国

阔的教育视野， 有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

高层次特殊人才， 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引

际交流与合作基地。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

和较强的教育教学教研能力，更有“以人

领作用。同时，录用一批德才兼备的新教

已有优秀传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开创

为本，和谐发展”的共同教育理念，这一

师，增添教师队伍新鲜血液。我们将竭尽

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为将广东华侨中学

切都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学校所能， 想方设法为教职员工晋升职

建设成全国一流侨校和广东省一流名校

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称创造条件，使教职员工想有希望，干有

奠定坚实的基础。

培养教学骨干，锤炼优秀团队
我们将着力做好三项工作：

毋庸讳言， 学校的科学精细管理需

采取有力组织措施

继续引进一批

奔头，安心教职，乐于奉献，从而形成更

明了发展优势，正视存在问题

进一步完善， 教师队伍建设也需进一步

强烈的凝聚力、向心力。

广东华侨中学有四大突出优势：

加强，高考中考成绩仍需稳步提升，侨校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积淀深厚，地位突出 历史，已历 89

特色的打造还有待努力。

为了重新焕发

教师的青春与热情， 我们将着手以下三

个寒暑的曲折发展， 不仅积聚了较为厚

我们将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目标，

大教育：1.爱校教育，浓厚家校情怀。2.职

重的文化传承， 且产生了水稻育种专家

确定未来蓝图，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扬

业教育，坚定从教之路。 3.理想教育，努

陈多发、女篮名将陈常凤、青马大桥总设

长补短，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创新局面！

力成为良师。

计师刘正光、 国家一级作家刘小玲和李

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委核心

国伟、第六届全运会航模冠军黄泽源、广
州市高考理科“状元”刘铮等一大批优秀

促进专业水平发展

为了保证奋斗目标的真正实现，学

侨中教师专业

的发展，党委成员、行政干部必须带头自

校的全部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律、自励，带头走“学、教、研”结合之路，

维护党委核心领导地位

党的领

带头用心、用力践行读书学而不厌、教书

初中校区位

导，具体体现在党委的领导上。我们要认

诲人不倦、教研钻而不止。我们还将重新

于广州市中心起义路，地铁一、二、六号

真处理好党委与行政关系， 摆正党委的

制定科学、实用的课堂教学评课标准，引

线直达， 多路公交车途经。 校园整洁幽

核心领导地位与校长负责制的中心地

导教师上好每一堂课。 同时， 用推门听

雅， 绿树成荫， 教室及各功能室设备先

位，促进“核心”与“中心”和谐统一。

课、学情调查、同课异构等形式督促老师

校友，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
环境优越， 设施先进

我们学校

上好每一堂课。此外，特别要加强科组团

室、合唱室等场馆。 高中校区，毗邻地铁

有 150 个共产党员， 占教职员工 231 人

队建设， 充分发挥科组长学科带头人的

六号线首发站浔峰岗站，三面护校河，绿

的 65%。 毫无疑问，这是一支战斗力极

传、帮、带作用。

树环绕，幽静清新。学校有高标准学生发

强的队伍。 在充分发挥党委核心作用和

展指导中心、STEM 实验室、 国际会议

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同时， 力求严

所谓三教，是指教育、教学与教研。

厅、标准 400 米跑道运动场、多功能体

明政治纪律，依规从严治党。全面落实党

坚持三教并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育馆、恒温游泳馆、职业比赛标准网球

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

场、艺术教育工作基地、学生共享空间等

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进，建有工程技术实验室、专业管乐排练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完善学校各种规章制度

坚持三教并重，全面提升质量

推进全员做人教育

版
出

德育工作丰富

社

复杂，千头万绪，根本的还是做人教育。

志

没有规

因此， 我们的德育从根本上说， 就是从

全校教师平

矩，不成方圆。 近期内将由党委统筹，组

“做人”的全员教育入手，推行六大教育：

均年龄 36 岁， 中青年教师为学校的主

织精干队伍全面梳理和修订完善现有学

生命教育；价值观教育；法纪教育；道德

力。 学历层次高，博士、硕士约占专任教

校规章制度， 以符合学校发展的现实需

教育；理想教育；养成教育。

师 203 人的 50%。

求，做到既全面覆盖无死角，又条文简约

场馆。
教师年轻， 朝气蓬勃

广

东

教

杂
育

鼓励创设思辨课堂

校之兴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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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高中

校长论坛

于课堂；三尺讲台，关乎未来。 我们所鼓

倡导做中学玩中学。 通过开展跨学

色， 集中体现于我们的教学理念和培养

励追求的课堂，是思辨课堂。 思辨课堂，

科项目和课题研究， 引导学生学会整合

对象。侨中办学，既严格执行国家教育方

即通过惊奇、观察、质疑、分析并作出判

资源，融合知识，利用有机融合的学科解

针、课程开设，保持浓厚的中文背景、传

断的理性思维以形成新的认识的课堂。

决实际问题，在玩中学习，在玩中创新，

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国内普

即“无疑处须教有疑，有疑却要无疑”的

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

通中学一样接受国家的考核和检验，同

高效课堂。 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和发展学
生各学科的核心素养。
大力营造教研氛围

在教研上，我

们坚信“问题即课题，教学即教研”。

加速创新人才培养。 积极实施校内

时又立足侨中，面向港澳台、面向世界，

导师与校外导师相结合、 项目开发与大

按照国际化、现代化的要求培养港、澳、

学实验室相结合、 项目发展和科研引领

台子弟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子弟。

相结合的“三结合”策略，对学生的创新

为了更好地打造侨中特色， 我们坚

加大管理力度。一是宣传教研，使领

潜质进行挖掘和强化，创设多样化平台，

持办好三件事：第一，创造条件争取政策

导干部和骨干教师明白带头搞教研是应

在关注学生学业成绩的同时指导学生开

支持，尽快发起建立“广东省华侨中学联

尽义务，使全体教师明白，自觉搞教研是

展创新项目研究， 鼓励学生申报发明专

盟”，促进华侨中学间的资源共享，相互

本职工作。 二是指导教研， 使老师明白

利并通过参加各类比赛提高应用水平。

学习交流， 以期扩大广东华侨中学在全

“问题即课题”，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

落实学生发展指导 新一轮高考综

省华侨中学的影响，更借此契机全面、持

三是激励教研， 每学年我们将开展同课

合改革，强化了选择性教育，迫切需要加

续提升广东华侨中学的教育教学质量，

异构教学竞赛，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

强学生生涯发展指导， 即对学生进行生

跻身广东名校前列。第二，成立并逐步增

赛、 对教师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择优集结

涯规划、 学业指导、 生活辅导等系列教

加港澳台侨生班建制， 有计划按比例稳

公开出版。

育，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步扩招港、澳、台、侨生，按照党和国家的

成立学术委员会。规划、指导全校教

观，提高学生生涯规划、自主发展的意识

港澳台侨生政策和全国联考要求设置课

研活动、校本课程开发等。 指导“青年教

和能力；促使学生增强学习动机，改进学

程， 尽最大努力安排具有国际视野的优

师论坛”开展活动，借此活跃全校教研气

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维护学生心理健

秀老师教学， 将广东华侨中学办成全国

氛，促进全校教研深入开展。完善评教平

康，正确认识自我，更好地适应学习与

港澳台侨生联考的教育中心和品牌学

台和备课平台，规范教师教学行为。创办

生活。

校。为实现此目标，一方面争取各级政府

教育性、学术性季刊《广东华侨中学教研

加强指导团队。 组建发展指导委员

的政策支持和财经支持，争取社会各界，

通讯》，为全校教师提供教研成果发表的

会，校长亲自任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聘

尤其是港、澳、台、侨同胞的支持；另一方

平台。适当聘请省内外专家、学者来校传

请华东师范大学霍益萍教授、 邓赐平教

面，积极主动与有关高校、侨校合作，学

经送宝， 帮助教师及时了解教育教学前

授、郑太年教授任导师。 同时，进一步建

习港、澳、台、侨生联考班办学经验，将广

沿信息，开拓教师的专业视野。

立校友导师团、家长导师团等，搭建学生

州市华文教育基地落实到位。第三，在已

推动智慧校园建设。 借粤港澳大湾

发展社会共育平台，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与香港、新西兰、越南、以色列等地区和

区建设发展的“东风”，利用大数据使前

完善基地建设。 完善学校学生发展

国家的多所中学建立了姊妹学校关系的

沿科技与教育深度融合。在无线电测向、

指导中心的制度、师资、学生干部等的建

基础上，力争同更多国家、地区的学校建

跆拳道、管乐、舞蹈现有比赛成绩的基础

设和培养。

立友好合作关系， 开展德智体美劳等方

上， 争取在学科竞赛等级和类别上有更

开发指导课程。 尽快使课程开发在

大突破， 全面提升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和

内容上更丰富、更多元，尤其要在学生自

将广东华侨中学建设成全国一流侨

综合素质。

我认知、课程选修、专业报考、办事能力

校和广东省一流名校， 开创侨中历史以

等方面加强指导。

来新局面， 这不仅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

培养创新人才，打造侨中特色

面实质性的合作项目，拓展国际视野。

版
出

我们培养创新人才， 主要是引导学

创新活动形式。积极拓展校外渠道，

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也是一项非常光荣

生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 既独立思考

加强与有关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

的任务。要在三年到五年内，或者更长一

又团队合作， 养成不断质疑问难和积极

院校、社会组织的联系和协作，组织学生

些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实现这个目标，

解决问题的习惯， 且具有为真理献身的

走出学校，走出课堂，开展丰富多样的职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且要做好， 但我们坚

精神和良好的科学道德。

业体验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信，只要全体师生员工同心同德、群策群

完善创新课程

建立反馈体系。 把学生发展指导工

体系。 即“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特色课

作落到实处，使教师教有所依、学生学有

程+社团活动+研学拓展”五位一体课程

所得。

突出创新人才培养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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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打造侨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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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艰苦奋斗，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完成，

所谓侨中特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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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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