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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体同学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2019 年的春节即将来临，紧张忙碌的学校生活暂时告一段落，轻松愉快的寒假生

活即将拉开序幕。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在这个阖家团圆、普天同庆的假日里，同

学们可以在节俗中体验优秀传统文化，在家庭中感受温馨幸福亲情；可以在锻炼中调

整身心状态，在阅读中丰富课外知识；可以在自主学习中提高独立思维能力，在实践

服务活动中增强社会阅历和奉献精神。

为了让同学们度过一个安全文明、丰富充实、健康快乐的寒假，学校向大家提出

以下建议。

一、增强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注意用水用电安全和饮食安全，外出注

意交通安全，游玩时要提高警惕，坚决杜绝擅自外出，单独外出或单独在家时要注意

自我保护，有事要先与家长汇报。

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文明中学生。制定科学合理的作息计划，

生活有规律，行为合规范；不抽烟，不喝酒，不进“网吧”，不进非健康娱乐场所；

遵守交通规则，恪守社会公德，诚信友善，展现文明风范。

三、合理安排假期时间，科学规划自己的学习。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复习

旧知识，预习新课程，温故知新；增强学习的主动性，提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

力；组建学习共同体，与同学合作学习，互相帮助解疑释惑；遇到困难，首先自主思

考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借助网络或向同学和老师求助。

四、以好书为伴，与经典为友。开展读书活动，提高生活品位，丰富精神世界。

根据老师提供的阅读书目，寒假中每位同学要认真阅读两本以上经典名著，写读书笔

记或读后感。

五、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和体育锻炼活动。利用假期，同学们有组织地到乡村、

社区、街道、企业、单位等地方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公益志愿活动和社区服务，进行

社会调查；在家中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祝同学们春节快乐，阖家幸福，健康成长！

菏泽一中高三二部

2019 年 1 月 28 日



- 3 -

寒假学习指导

教师寄语：

假期是同学们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刻，是调整身心的重要阶段，是放松，是挑战
更是机遇！相信大家一定会充分利用寒假这个加油站，向自己挑战，向弱项挑战，向
懒惰挑战，向陋习挑战，超越自己，迈向成功！

成长的道路上，有舍才有得，需要大格局。放松团聚过后，拿起假期作业，伴着
外面的热闹，享受自己的安静，解一道题，看一本书，离梦想更近一步。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语 文

1、坚持阅读

放弃了阅读，也就放弃了语文。朱熹在《观书有感》里说：“问渠那得清如水，为有源头

活水来。”阅读，是语文学习的源头活水，语文知识大多从阅读中获得，没有了阅读，你的语

文就成了一潭死水，而且是一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减少变质的死水。我们每天至少要阅读

半小时，读的内容要多样，读几篇精致散文，浏览一下报纸杂志，看几篇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

社论等。隔两天细细鉴赏一首诗歌，隔三天认真精读一篇古文或看一篇文学类作品。

2、坚持积累

高考涉及到语文知识的方方面面，大到一篇作文，小到一个标点，没有一样是可以忽视的，

也没有一样是可以轻易掌握的，都需要下苦功夫，尤其需要我们平时的点滴积累。老师特推荐

以下栏目：《加油向未来》、《我是演说家》、《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

大会》、《中国成语大会》、《朗读者》、《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同学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两

个栏目。

3、坚持写作

要提高写作水平，除了上文提及的积累材料和坚持阅读之外，还需要每天坚持练笔。俗话

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齐白石一天不画画就感觉异样，我们写作也是如此。最好是每天都

能写一写，长短不限。如：晚上看了新闻之后可以有感而发，看到身边的事可以有感而发，偶

尔心灵的触动也可以有感而发。但不论写什么，都应从考试作文的角度来考虑，如锤炼语言、

提高写作速度等。

4、坚持做题

平时训练“错”得多，高考则会“对”得多，关键是用好错题。譬如诗词名句默写，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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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动手去写；文言文翻译失分严重，复习时应以文言文基础知识的积累为重。平时要经常翻

看错题集，从答错的题中吸取教训，形成一套完整的答案经验，考试时才能从容应对，游刃有

余。

数 学

1 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核心内容的复习仍是重中之重，它是学生能力发展的着眼点和增长

点。对第一轮复习的内容，可以分知识块认真梳理，编织知识网络。去查课本内容、查参考资

料、查作业订正。把基本概念、公式、方法理清楚，想明白。记忆数学规律和数学小结论，尤

其是书本中一些重点标记的内容，反复巩固，消灭前学后忘，及时总结性记忆。从整体上把握

高中数学的主线，加强知识间的纵横联系。比如，函数作为高中数学课程的一条主线，其思想

贯穿整个高中数学内容。所以学生对函数的知识也要整体考虑，分布实施。明确自己对函数理

解应达到的程度，在与函数有关内容的学习中，通过不断地运用函数，不断体会函数的思想，

切实提高独立解答综合性数学题的能力。

2、在基础打牢的基础上多做数学题，加大自学力度。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不断补缺，

不断总结，不断反思。总结知识内容、题型、易错点和重要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在做每一个数

学题之前，一定要从四个方面去思考：这道题考查什么知识点，这类知识点用什么方法，每种

方法要注意什么，这个题对以后类似的题目有何帮助？做完一份作业或考卷，要会分析，要做

分析，分析知识上的可增长点，分析方法上的可进步点，分析审题能力、计算能力等方面的可

提高点……提高转化化归能力，提高数形结合能力，提高分类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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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业不得有丝毫的应付态度。每天要用专门的一个半小时完成当天的作业。（每份作

业规定 90分钟，我想我们同学应该可以在 80分钟做完，当然部分同学有困难可以适当延长到

两个小时！）我们要清楚限时作业对考试有多重要。

每天做完作业后，应该至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再重新思考不会的题，然后对照答案，加以

巩固、反思。绝不可边看答案，边做作业。建立数学纠错本，把平时容易出错的知识或推理记

载下来，以防再犯。争取做到：找错、析错、改错、防错。解答问题要完整，推理要严密，要

学会总结归类。归类标准为：①从数学思想分类；②从解题方法归类；③从知识应用上分类。

英 语

一、制定假期学习计划

在假期中学习，建议同学们最好给自己制定一个学习计划。那么，我们在制定学习计划的

时候，需要考虑以下三点：

①首先要对已经过去的两年半学习期间的自己知识水平的掌握情况进行自我分析，然后根

据自己成绩了解自己的薄弱环节，把每天的时间细化，安排好，专时专用；

②其次要明确自己的高考最终目标分数，根据自己的现状与目标间的差距来制定每天要完

成多少的任务量，整个假期结束后自己要达到什么样的学习效果以及成绩是否会有一定的提

高，都要一一明确；

③最后要学会定期检查学习计划的实行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建议把一份详细的假期时间

表写下来，贴在显眼的地方，时刻提醒自己要按照计划完成任务，达到自己的目标，以作动力，

计划如果不能落实那就失去了计划的意义。

二、 每天学点英语

英语的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每个星期一次性突击学习 3-4个小时远不如每天学习半小

时的效果好。因此，大家要把高考英语的复习纳入到高三寒假每天的计划中去。如果你给英语

一个小时的话，你可以把它分成若干个小单元。比如 15分钟算一个单元，然后安排不同的任

务。词汇、语法、听说、读写交替进行。英语要想学好必须掌握两个功夫，那就是背诵和练习。

而这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并且不断反复的进行。

三、分类复习

1、词汇 过去背诵的词汇，可能忘记的比较多，导致阅读、完形看不懂，文章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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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寒假的复习词汇部分应该是以高考命题角度去复习重点词汇。把高考常见的完形词汇加

以总结，然后有意识的背诵这类高考常考词。

2、语法 如果同学们做一套高考试卷单选，发现错题集中在非谓语动词的题型方面，

就应该把语法书上相关的章节复习一遍，融会贯通，然后再专练这一部分的高考真题。

3、写作 作文题对学生审题、语法、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想要做好

这部分的复习，背诵比较好的高考范文是不错的。好的范文能够给出很好的文章结构和语言，

背诵记忆的话会对提升语感非常有帮助。

四、分情况复习

1、优等生勤练听力

对于平时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来讲，英语的阅读部分没有问题，所以没有必要把寒假复习

的重心放在单词上。学生欠缺的并不是语法知识，高考题型可以在寒假期间适当地练习。不过

最重要的还是听力部分的练习和进一步的熟练掌握。

建议寒假期间多读，拿着听力资料原文，边听边看跟读，保证跟读的语调、语速与原文一

致。这样就可以加快从英语转换到汉语的速度，更有助于提升听力的速度和质量。

2、中等生巧记语法

对于平时成绩居中的学生来说，高三的这个寒假正是补充知识、进一步提高学习水平的好

时机。虽然阅读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非常重要，但却并不是中等生在短短的寒假最需要补充的

部分。相对来说，中等生已经把单词掌握得比较熟练，而语法是这部分学生与优等生差距最大

的部分。死记硬背不适合考试，更不适合平时对于英语知识的掌握，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牢牢

记住，并且比较熟练地应用，还需要通过语意理解。任何语法知识都可以通过语意理解，明了

精确的语意，很多语法并不需要去刻意记忆，在理解意思的基础上就可以轻松掌握。

3、落后生加强单词记忆

成绩落后的学生在各方面的学习都有欠缺，因此在短短的寒假实现全面提升的难度较大。

由于阅读涉及到英语学习的各方面，成绩落后的学生在这方面往往十分头疼。读不懂文章有两

种原因，单词不认识和句子结构太复杂。建议最好把教学大纲中的动词、形容词重复记忆，另

外阅读一些文章，适应英文说话的语言习惯，用英文语序来理解文章。

五、 强化训练薄弱环节

同学们可以对第一轮复习中的所有试卷进行分析。结合本学期所有测验中的失分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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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失分的原因，有错题本的同学可以再翻看一下。查出症结后，就要对症下药了。例如，有的

学生语法不好，就应该把学过的语法项目重新学习一遍，并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如果词汇量

不够，就应该制定一个计划，每天背一定量的单词，并想方设法进行应用以稳固记忆。有的学

生做题速度慢，尤其是在做阅读的时候，往往因为把限时阅读当成精读来做，所以除了需要改

变阅读中一些不良习惯外，还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训练。

物 理

根据课本和学案、作业等材料，系统复习物理知识，要按计划完成“假期作业”，巩固

高三第一学期学习中的疑难点，结合假期作业进行查缺补漏。

一、要求学生要善于找自己的薄弱环节，做好假期查缺补漏。

假期里一定要做好复习。寒假里要仔细梳理知识点，哪些地方学得好，哪些地方学得吃力，

自己心里都要有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利用假期进行有效补救。把应掌握而没掌握的知识补

上,这样才能保证下一个学期和其他学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至于形成知识缺陷的积累.

把自己的薄弱知识点一一地列出来，并找出对应的教学案，在课本、参考资料和假期作业

上面标出一些记号。在这些问题上要多花一些时间、精力去反复思索、钻研，悟透其中的道理，

排除自己的逻辑思维的障碍点，并找一些对应的习题去加强训练，以求熟练运用。不要面面俱

到，不要所有的知识点平均用力。

二、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资料的提示，用心思索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知识结构，形

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三、在完成“假期作业”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独立做题：不要频繁地看答案，应加强审题，勇于钻研，一套题做完后一块对答案；

2、注意规范：解题思维过程的规范、文字表述的规范、列式及运算的规范等。

3、强化时间意识：不要磨蹭，要根据要求限时完成。寒假作业每套题建议用时 45分钟，理综

卷按 150分钟进行定时训练。

物理和理综学习内容及时间建议：

学习内

容
建议完成日期 本人完成情况：时间及存在问题（记下题号）

理综（一） 1.29（腊月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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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一

理综（二）
1.30（腊月廿五）

训练二

理综（三）
1.31（腊月廿六）

训练三

理综（四）
2.1（腊月廿七）

训练四 2.7（正月初三）

训练五

理综（五）
2.8（正月初四）

训练六 2.9（正月初五）

训练七

理综（六）
2.10（正月初六）

训练八 2.11（正月初七）

训练九

理综（七）
2.12（正月初八）

训练十 2.13（正月初九）

训练十一

理综（八）
2.14（正月初十）

训练十二 2.15（正月十一）

训练十三

理综（九）
2.16（正月十二）

训练十四 2.17（正月十三）

训练十五

理综（十）
2.18（正月十四）

说明：以上安排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适当提前。切记：避免“前松后紧”或“前紧后松”。

化 学
高三上学期化学一轮复习基本结束，同学们在一轮的复习中收获的化学知识满满，学习化

学的信心满满，学习化学的激情满满，同时有些同学对个别知识点把握有点欠缺，所以同学们

要充分利用大学前的最后一个寒假，进行查缺补漏，自我提升，争取六月“时来天地皆同力”，

“一剑霜寒十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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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一轮复习的化学知识点

1、金属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2、非金属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3、高中化学涉及的基本概念 4、化学元素周期表

5、化学热力学 6、化学动力学

7、电化学 8、水溶液 9、有机化学

二、建议假期学习基本方式：

专题复习 + 专项训练 +单科小综合+大综合+理综+错题集锦。建议实行“前测备课-自主

学习-后测评估”学习模式。

三、将化学知识结构化、网络化。

结构化的知识是形成能力的前提，知识只有结构化，才能有效的提取知识信息。抓住主干

知识，通过比较、归纳、联系将教材中不同地方出现的知识点进行有机整合，形成科学的知识

网络。

四、能力提升——提高学生运用各部分知识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重点题型、重要方法进行强化训练，建立化学模型，发挥思维定势的正面作用；对易混

知识归类、比较，对易错、易漏知识进行解析、巩固。加强变式训练，培养学生面对新情境进

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

五、加强审题，提高解题能力，

纠正不良解题习惯。进行规范答题训练，确保会做的题不丢分（完整做对），充分利用试

卷讲评课进行学科方法和应试策略指导，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提高得分能力。

六、精选做自己薄弱环节的习题。

精选自己薄弱环节的习题、变式与练习题、测试题，以基础题、常规题、经典题。利用好

近 3年全国高考试题，找准自己的不足，努力在薄弱环节中提高自己的能力，争取有一个大的

突破。

希望同学们充分利用寒假时间，积极行动，不懈努力，让我们以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以

激情的态度快乐学习，以平静的态度挑战忧虑，以自信的态度改变现状，以期待的态度憧憬未

来！在这最后一百多天里，我们众志成城，奋力耕耘，竭尽全力， “甘将心血化时雨，润出

桃花一片红” 。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努力，以我们的智慧驾驭六月考场，定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生 物

1. 掌握基本知识要点，“先记忆，后理解”

与学习其它理科知识一样，生物学的知识也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但是，高中阶

段的生物学还有着与其它理科不一样的特点。

对于大家学习了许多年的数学、物理、化学来说，这些学科的一些基本思维要素同学们已

经一清二楚，比如：数学中的未知数 X ，化学中的原子、电子以及物理中的力、光等等。而

对于生物学来说，同学们要思考的对象即思维元素却是抽象的基因、核酸、染色体、蛋白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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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们之间奇特的逻辑关系（减数分裂、复制、转录、翻译等过程）。因此同学们只有在记住

了这些名词、过程之后才有可能掌握生物学的逻辑规律，既所谓“先记忆，后理解”。

2. 弄清知识内在联系，“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在记住了基本的名词、概念和过程之后，同学们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生物学规律上来

了。这时大家要着重理解生物体各种结构、群体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注意知识体系中纵向和横

向两个方面的线索。

例如：基因是贯穿整个必修二的主角，从纵向来讲，它包括传递规律、结构、功能（复

制、转录）等知识；从横向来讲，与 DNA，染色体的等物质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学们要前后联

系起来思考，既所谓“瞻前顾后”。又如：在学习减数分裂时，我们先学习了减数第一次分裂

又学习了减数第二次分裂，再结合高一学的有丝分裂，那么三种分裂方式有何异同呢？这需要

大家做了比较才能知道，既所谓“左顾右盼”。

3. 深刻理解重点知识，读书做到“六个 W”

对于一些重点和难点知识，大家要深刻理解。如何才能深刻理解呢？大家读书时要时时

思考“六个 W”。这六个 W分别是：

Who —→ 谁或什么结构

What —→ 发生了什么变化或有什么

How —→ 怎样发生的

When —→ 什么时间或什么顺序

Where —→ 在什么场所或结构中发生的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谁的成功是从天而降的,只要你愿意付出更多的

努力,你就是下一个成功者。希望最美好的祝福与喜悦,充满你崭新的一年,愿你踏着一路关怀,

在新的一年里,学习进步,万事如意！

___ 班 ___ 同学的寒假日志

时间 学习内容 完成情况

1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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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1 日

2月 1 日

2月 2 日

2月 3 日

2月 4 日

2月 5 日

2月 6 日

2月 7 日

2月 8 日

2月 9 日

2月 10 日

2月 11 日

2月 12 日

2月 13 日

2月 14 日

2月 15 日

2月 16 日

2月 17 日

2月 18 日

2月 19 日

寒假生活自我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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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评价：

家长签名：______

注： 2 月 20 日（正月十六）开学时请学生将寒假作业、《寒假生活指导》（填写完整，

家长签字）交给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