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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高考题型 分类梳理知识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教师 王源泉

一尧古诗
首先袁考生要掌握
文学史基本常识袁特别
是全面了解一流作家
的作品风格曰其次袁从
古人生活入手袁整理不
同题材的代表诗作曰再
次袁聚焦诗歌典型写作
手法袁整理典型诗歌曰
最后袁根据复习内容袁
重温诗歌题袁分析题目
关键词与答案结构袁规
范作答遥
二尧古文阅读
考生要注意结合
默写背诵篇目袁温习掌
握常见实词尧虚词尧词
类活用和特殊句式用
法袁保持定量的习题训
练袁维持语感袁并在阅
读实践中积累文言常
识袁熟悉古人的生活和
思维方式遥
三尧现代文阅读与
长文本阅读
这部分也是期末
考试的考核重点遥 考

生阅读时要树立文本
意识袁梳理宏观结构袁
总结段意遥 考生还要
树立题型意识袁 了解
概括题尧含义题尧赏析
题尧 作用题的基本思
路遥 复习时注意向答
案学习袁 认真分析答
案要点袁 与自己的答
案比对袁 进一步提升
答题得分率遥 完成阅
读题后袁 及时找到合
适的阅读方法极为重
要遥 长文本阅读题目
灵活袁要先关注题设袁
据此选择速读法或精
读法遥 考生也要养成
坚持课外阅读的习
惯遥
四尧写作
这是能体现语文
综合能力的试题形
式遥 完成微写作题目
时袁 考生要注意题目
要求遥 准备大作文的
复习时袁 不要相信模
板遥 作文结构是思维

抓基础练思维 提升运用能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教师 李 晶

一尧牢记词汇
英语学习中袁词
汇是基础遥 考生每天
都要背单词遥 实践证
明袁 在语境中学习生
词是最快的一种方
式遥 考生要在学习文
章过程中认识新的词
汇袁 根据文章的情境
记忆单词袁 并通过大
量的阅读总结 野高频
词冶袁理解并牢记遥 考
生要用好生词积累
本袁 每天坚持总结当
天在英语文章中遇到
的词汇并及时积累遥
考生可通过词组或表
达的方式积累袁 同时
还要关注其词性尧搭
配袁 甚至是常见同义
词尧反义词尧易混词遥
要培养根据词根尧词
缀记忆词汇的能力遥
通过派生词的方式总
结单词可科学尧 系统
地记忆单词袁 从而扩
大词汇量遥
二尧限时训练阅读
阅读理解是高考
英语学科试题中分值
最高的题型遥 考生在
考前要保证每天限时
练习 3 至 5 篇阅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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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袁训练阅读策略和阅
读速度袁培养语感遥 要
关注英语阅读试题中
记叙文尧应用文尧说明
文和议论文这四种不
同文体和不同题型的
阅读技能遥理解文章大
意袁 分清事实和观点曰
关注文章各段之间的
结构关系袁找寻内在逻
辑曰 关注文体特点袁总
结与文体有关的出题
特点遥 此外袁考生可重
点强化阅读理解中推
理判断尧主旨归纳试题
等易失分题型袁总结此
类题四个选项的特点袁
训练通过有效排除从
而选择正确答案的技
能遥
三尧练习写作
高考两篇作文分
别为应用文和情景作
文遥应用文重在应用与
交际袁考生要在内容完
整的基础上把握文体
意识袁 不必过分追求
野大词冶和复杂句型遥情
景作文对于内容和语
言的要求是并重的袁语
言要为内容服务袁因此
要重点关注语言的准
确和多样遥要关注图片

语文

的外化遥 没有一成不
变的结构遥 基础好的
考生要多在作文上下
功夫袁从兴趣入手袁积
累素材袁 进行多方面
的深度挖掘袁 这样才
能形成有个性的素材
和有深度的见解遥
五尧长篇书目阅读
对整本书阅读的
考查是去年新增的项
目袁复习难度较大遥 考
生要阅读多部长篇作
品遥 有些考生对某些
情节生疏袁从而影响文
本人物分析和思想探
究的质量遥 解决这个
问题袁考生要结合老师
的复习袁选取角度袁构
建主线袁串联情节曰选
取主要人物袁 整合细
节袁概括人物性格遥 学
有余力的考生还可以
尝试节选文段袁自主命
题袁将名著阅读的复习
同提升微观阅读能力
相结合遥

英语
要点和细节袁 细节支
撑决定了语言质量到
底可以进入哪一档袁
因此要在动笔前构思
好袁使文章逻辑连贯尧
语言丰富遥 在复习中袁
考生除了动笔写作以
外袁 还要善于学习范
文和优秀作文袁多读尧
多背尧多总结遥 可按照
不同话题袁 总结常用
短语和表达袁 关注典
型句型的背诵和默
写袁每天读记好词尧好
句遥 此外袁书写规范对
于书面表达的得分也
很关键袁 要尽量做到
字迹工整漂亮袁 建议
考生勤写勤练遥
四尧适当练习
在期末考试前袁考
生可进行几次整套试
题的限时训练袁以掌握
答题速度袁根据自己的
特点分配好时间袁调整
答题状态遥 这样袁考生
可对自己前一阶段的
复习成效有所了解袁更
具体地认识自己的知
识漏洞并加以弥补遥模
拟套题练习可帮助考
生调整状态袁从容应对
考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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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知识本原 注重知识应用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教研员 刘 力
一尧关注知识本原
近年的高考袁 导向很
明确袁 重视知识的形成过
程和数学概念的本质遥 所
以在第一轮复习临近尾声
时袁考生要抽出一些时间袁
回归课本遥 要主动思考袁如
文字尧符号尧图形语言三者
之间互译表示袁再如某个数
学问题的内涵是什么袁适用
范围是什么袁与某个概念相
关的联系是什么袁能运用这
个概念解决什么袁等等遥 要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袁希
望考生能在这个阶段的复
习中袁 更加关注知识的由
来袁对数学问题的本质有所
领悟遥
二尧理清知识主线
在期末复习中袁 考生
要从整体上把握高中数学
的学习内容袁 理清知识主
线袁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遥
在这个阶段袁 考生往往有
这样的困惑院 好像对一些
公式尧概念尧定理能对答如
流了袁 但具体解题时往往
困难重重袁 不知道如何调
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袁这
也是复习中比较普遍的现

象遥 应该说袁在知识梳理环
节没有形成有效的知识结
构是主要原因遥 所以袁考生
要从整个高中数学的知识
体系去认识和分析所要备
考内容袁 同时要从数学概
念所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
去理解内容遥 高考考查全
面又突出重点袁 对于支撑
学科知识体系的重点内
容袁 注重学科的内在联系
和知识的综合性袁 从学科
的整体高度和思维价值的
高度考虑问题袁 在知识网
络交汇点设计试题袁 使对
数学基础知识的考查达到
必要的深度遥 这就要求考
生构建知识体系袁 复习中
重视知识之间的联系袁由
浅入深尧由易到难尧符合逻
辑地分析数学问题袁 体会
蕴含其中的数学思想方
法遥
三尧重视知识应用
对高考 叶考试说明曳袁
考生要认真地逐一复习考
点袁 考试内容中的一些考
点值得关注袁 比如袁野用
噎噎解决渊研究尧判断尧表
示冤冶这样的表述袁用样本

区分易混易错 掌握答题技巧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高级教师 李长青

在政治生活部分袁有
很多易混淆知识点袁 考生
复习时要注意区分遥
比如袁 依法行政尧依
法执政遥 依法行政的主体
是政府袁依法执政的主体
是中国共产党遥 人大代表
的权利与人民代表大会
的权力袁 考生也常混淆遥
人大代表是个人袁是国家
权力的直接行使者袁所以
人大代表的权利有审议
权尧表决权尧提案权尧质询
权曰而人民代表大会是国
家权力机关袁所以具有立
法权尧决定权尧任免权尧监
督权遥
再比如袁 政府履行职
能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遥
考生经常搞混党的组织与
行政机关袁 在回答行政系
统监督或者行政机关履行
职能时袁 常常分不清楚中
纪委尧 某市市委是党的组
织还是政府遥
再比如袁 民主党派与
人民政协袁考生也常搞混遥
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袁 人民
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
要机构袁 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统一战线组织遥
对客观题袁 考生可使

用排除法院先看说法渊论
断冤是否正确袁错误的就
不再考虑袁正确的再代入
材料看是否符合遥 当然袁
能否判断说法 渊论断冤是
否正确袁需要扎实的基础
知识遥
解答主观题袁 审题是
关键遥
渊一冤审设问
做题时最好先看设
问袁再有针对性地看材料遥
带着问题阅读材料更有针
对性袁也节约时间遥
审范围院 要弄清试题
的设问对所考查的知识范
围的限定遥 看其属于经济
生活尧 政治生活尧 文化生
活袁还是生活与哲学曰是属
于有关知识 渊如企业的有
关知识尧政党的有关知识尧
辩证法有关知识等冤袁还是
某个具体知识点 渊如宏观
调控的知识袁 物质和意识
的辩证关系知识等冤遥
审主体院 主体是某种
行为的发出者遥 弄清主体袁
可以缩小尧 限定思考的范
围袁使答题更具针对性尧准
确性遥 政治生活的主体通
常有党尧政府尧公民尧村委
会尧居委会尧人大尧民主党
派尧政协尧国际组织等遥

数学
的频率分布估计总体分
布袁 用导数解决某些实际
问题袁 用数量积判断两个
平面向量的垂直关系等遥
高考重视分析与解决问题
能力的考查袁能阅读尧理解
对问题进行陈述的材料袁
能综合应用所学的数学知
识尧思想方法解决问题袁并
能用数学语言正确地加以
表述等遥 高考全面考查各
种能力袁强调探究性尧综合
性和应用性遥 所以考生备
考中要强化重点内容袁经
历研究过程尧适度变式袁灵
活尧多角度地解决问题遥 在
面对一个新问题时袁以熟悉
的方式表述有待解决的问
题袁识别出某一类问题的相
似点袁概括方法袁应用到有
待解决的问题上遥 另外值得
关注的是袁近年来高考加大
了对数学史和数学文化的
考查力度袁建议大家阅读一
些相关材料袁 提升认识袁体
会数学的理性精神袁从数学
的角度看问题袁有条理地思
考问题尧 清晰的数学表达袁
都是考生要不断学习和积
累的遥

政治
审客体院 客体就是某
种行为的接受者袁 是某种
行为所涉及的对象遥 客体
审清楚了袁 有助于进一步
缩小知识范围遥
审指向院 即题型和角
度遥 题型一般有院体现题尧
原因题尧措施题尧意义题尧
启示题尧认识渊评价冤题等遥
角度一般有院是什么尧为什
么尧怎么办遥
审分值院 根据分值考
虑答题要点遥
渊二冤审材料
对阅读材料划分层
次遥 分析材料一般看标点
渊一个分号或一个句号是
一个答题要点冤袁答题时要
按照标点来回应问题袁确
保答题全面曰 把握每一层
次的关键词曰 运用关键词
寻找教材知识点曰 条理化
组织答案遥
考生解答主观题袁最
好是用演绎法袁 先是一般
观点袁然后结合材料渊从一
般到特殊冤遥 材料和观点要
统一遥
有了扎实的基础知
识袁注意把握主体袁区分易
混易错知识袁学会审题尧答
题袁 考生才会在期末考试
中取得理想的成绩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