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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蓄力，提高，圆梦 19，为共和国七十华诞献礼！

高三宏志部寒假生活指导
一、假期生活之意义
调整蓄力：适当放松，调整紧张疲惫的身心，以更加充沛的精

力、高昂的斗志投入新的学习生活，为圆梦 19蓄力加油！

充实提高：假期的自主与灵活，让假期学习更有针对性，更加

有利于查缺补漏、扬长补短、难点突破。使用得当，会让你的学业突

飞猛进，逆袭超越！所以说，不怕同桌是学霸，就怕学霸放寒假，学

霸说：假期是用来超越的！

实践锻炼：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社会热点，适当进行志愿服务

或实践调查活动，了解社会，融入社会，增加社会认知，提高社会责

任感；坚持体育锻炼，以强健体魄立志为祖国健康学习工作五十年。

品享亲情，传承美德：假期是家庭生活、家庭教育的重要阶

段 。拉拉家常，做做家务，让我们静心品享家庭的温馨、父母的关

爱；更让父母、祖辈馨享我们的成长、成熟、温情与孝心，让中华美

德浸润心灵，芳泽长流。

二、假期成长之任务
学习任务：备战“一模”，精选重点与薄弱，对一轮复习进行

查缺补漏、梳理系统、巩固深化、训练强化。具体见《学科指导》。

强化综合训练，提高知识迁移运用能力与综合科目测试适应性。

选择一两个薄弱学科、几个薄弱专题，强力突破，变弱为强。

阅读任务：精选一本富有思想内涵的好书、几篇经典深度好文，

静心阅读，深化思想，陶冶情操，提升境界。

实践任务：自主做一次志愿服务或社会调查活动。

三、假期学习之方法
1、任务细化，做好计划。表格式管理能够提高时间利用效

率。计划好每天学习的科目与内容，越具体越好；及时记录，每完成

一项就在任务栏上面打勾；每晚留出一些时间回顾总结当天任务完成

情况，对未完成任务、有难度问题及时调整加强。

2、功夫用在刀刃上，有的放矢。假期学习不能平均用力，

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把更多的精力与功夫用在最易提高的薄弱点、难

点上。全面优秀的同学重在难点、拔高点的专项攻破；有明显薄弱学

科或薄弱专题的同学，可在优势科目上适当削减时间，重点攻克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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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业要做透，训练要检测。做透而非单纯做完，要把主

要精力用到没有掌握的地方。那些似懂非懂的，只有看着书才能做出

来的，以及自己完全没有掌握、看着书都不知道该写啥的哪些，就是

寒假学习的重中之重。要对作业进行 “复盘”，适时重新看一遍，

一边看，一边想思路方法，当复盘过程轻松顺利之时，作业才能称得

上做透了。训练要有测试习惯，做到限时、闭卷、规范，只有规范的

检测，才能更准确发现问题，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强化。

4、坚持问题导向，重视教材作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是学习提高的重要途径。要在学习中善于发现问题，咬定问题不放松，

直到问题彻底解决为止。学不在多，而在于精；不求全面开花，只求

重点突破。真正弄懂关键性障碍，彻底解决主要问题，就达到了学习

提高的目的。解决问题，要回到知识方法原点，要回到教材中来，深

入理解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基本过程。复习基础知识，

要善于运用思维导图法，画出知识体系，列出变式、方法、规律之间

的联系，找出关键点、综合点、薄弱点与易错点。要用好积累本、好

题本与错题本，定期回顾重做，筛检薄弱，总结方法规律。解决不
了的问题，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咨询任课老师，以获
得必要的帮助。假期结束时，每个学科要列出重要问题清单，
开学上交任课老师。

四、假期生活之保障
1、严格作息制度。切忌晚睡晚起，切忌沉溺电视、网络等。

2、建立学习制度。要求家长做好监管指导，保证作息、学

习制度，督促计划与落实；建议居住相近的几个同学组建学习生活共

同体，建立严格的学习、生活、研讨制度，邀请家长监督管理，以达

到互助合作、共学共进的目的；要求同学或家长每周与班主任老
师电话或微信交流一次学习生活情况。

五、文明安全之要义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会公德，争做文明学生。

不抽烟，不喝酒，不进网吧等非健康娱乐场所。增强安全意识，提高

自我保护能力，遵守交通规则，注意用电用水安全，不玩火，不进行

任何危险活动，不擅自单独外出，外出务必告知并征得家长同意。

假期完成网上学费、住宿费缴纳，正月十六八点开学报到。

祝各位家长、同学们春节愉快，阖家幸福！

菏泽一中高三宏志部全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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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9 日
班级： 姓名：

寒假生活总体计划

作息计划：

假期学习与生活主要目标：

假期生活日志：

日期 早晨 上午 下午 晚上 落实情况

腊 月 二
十五

腊月二
十六

腊月二
十七

腊月二
十八

腊月二
十九

腊月三
十正月
初一
正月初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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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
三

正月初
四

正月初
五

正月初
六

正月初
七

正月初
八

正月初
九

正月初
十

正月十
一

正月十
二

正月十
三

正月十
四

正月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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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意见：

签名：

本表开学交班主任老师！

高三宏志部寒假各科

学习任务与方法指导
语文学习任务与方法指导

一、学习任务

1.复习掌握整理散文、小说、诗歌三个专题的答题术语与答

题技巧。

2.复习应用文，掌握文体格式、谦敬得体等知识。

3.全真模拟考试 3 套，打分，改错。

4.积累 100 个近义成语，记不住的整理到积累本上。

5.每天积累 3 个名人名言，默写到素材本上。

6.每天早晨背诵初高中篇目，适当默写。

7.每天看书看报，掌握前沿信息，与家长探讨热点新闻等。

二、学习方法指导

（一）总体要求

早读要认真，训练要限时，纠错要彻底，用好积累本，早晨

适当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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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弱的方法与要求：

1.确定薄弱题型，思考加强措施。

2.关键在行动，保持好的状态，全真模拟，同题加强。

3.纠错最重要。珍惜出错的机会，深度思考出错原因，找到

突破口。

4.再训练，再检验效果。

（三）促优的方法与要求：

1.确定你最优势的题型，思考你成功的经验，看如何保持下

去。

2.确定拖后腿的题型，不在多，而在准。细化它，思考失分

原因，是审题不准还是答题方向偏差，是不会答题术语还是

答题要点有问题，是抓不住核心还是语言不会表述，总之，

弄清原因才有努力地方向。

3.再做时，要慢，要细，了解出题人意图，出错处格外小心，

答题一定规范，像考试一样。

4.细究答案，对比分析，深入文本，反复思考，使它成为不

能忘记的例题。

5.整理归纳，记忆深刻。

数学学习任务与方法指导

一．充分认识假期对数学重要性。提高复习效率，首先要制

订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假期复习计划,先解决各部分错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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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做假期作业。

二．假期内容与安排。两个方向

（一）专项提高：1.导数综合（证明不等式、两个变量问题、

恒成立问题、存在任意问题、设而不求、先正后反、数学归

纳法、利用前面已知、极值点零点个数确定参数、极值点偏

移、两个参数问题等等）

2．圆锥曲线综合（求曲线轨迹方程、求最值、定值、定点、

存在问题、范围问题、先特殊后一般等）

3.函数性质及零点 （特别选择填空最后一个零点问题个数

判定及由个数确定参数范围、分段函数、新定义函数、抽象

函数、复合函数等）

（二）系统复习：主要根据假期作业对数学各模块进行一遍

小二轮复习，按部就班，从前往后，一天一个专题或者一个

考点，在假期作业中共选取12个小专题，熟练掌握高中数学

的常见题型及解题方法，进一步复习巩固高中数学的基础知

识，力争准确，熟练，全面，深刻。保证每天两个小时学习

数学时间。开学后我们将检查假期作业，评出最优秀、完成

最好的。

三．充分利用假期时间研究近七年全国卷高考数学试题。着

重归纳知识点的考查，方法的考查，能否然后按要求再做五

套模拟题，为二轮复习和高考做准备。

预祝各位同学春节愉快，万事如意。为2019高考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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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任务与方法指导

1. 词汇学习。以词汇填空为抓手，把第一到第八册的词汇

梳理一遍，学习重点是查缺补漏。利用好 Fast 词汇填空练

习，先自主完成，红笔自评，写错的题一定要反思错因，然

后落实到位。

2. 为二轮语法专题复习做好准备。

假期自学三个语法专题：非谓语动词 虚拟语气 动词的时

态和语态

做到：把这三个专题的基本框架理顺清楚，搞清楚非谓语动

词的功能，虚拟语气的应用环境以及时态语态的常考要点。

物理学习任务与方法指导

寒假是对一轮复习查缺补漏，巩固深化的最佳时机。只

有一轮复习基础扎实，二轮专题复习时才会得到更大的提

高，处理理综考试才能熟能生巧，游刃有余。否则会顾此失

彼，得不偿失。寒假里，希望物理学习能够：

一、 学习任务：

1、力与平衡专题强化训练 平衡问题题目类型梳理 牛顿第

二定律专题强化训练

2、曲线运动专题强化训练 曲线运动题目类型梳理

3、功、功率、动能定理专题强化训练 机械能守恒定律专题

强化训练 机械能守恒题目梳理

4、电场专题强化训练 电场题目类型归类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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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磁场专题强化训练 磁场题目类型梳理、复合场应用（质

谱仪等）

二、复习方法方式指导：

1、先完成专题强化练习，

2、回顾本专题内容，在积累本上绘制本专题思维导图。

备注：思维导图应包含本部分内容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应

用题目类型等，体现知识在你脑中的思维逻辑顺序和相互间

的联系。

3、题目类型梳理时段请结合一轮复习学案、自己手头资料

等，在积累本上归类整理例题，每个类型至少一道，要有解

答和分析。

4、针对理综出现错题，在积累本写出纠错清单，需分析错

题考查知识点，回顾一轮参考书哪一页至哪一页，同类问题

练习解题过程。

生物学习任务与方法指导

1、充分利用时间，尤其是早晨时间，认真研读三册必修课

本，要求阅读到位、理解到位、记忆到位。

2、选取自己相对薄弱的三个模块，认真复习笔记，然后构

建出本模块的知识体系，注意本模块与其他模块的交叉联

系。

3、按时、独立完成理科综合的训练，认真核对答案，将错

题、好题整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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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搜集与生物学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和科技前沿问题，做

好记录、整理。

化学学习任务与方法指导

一、学习任务

1.利用 9 个晨读时间复习回顾鲁科版教材，尤其要阅读人教

版教材中“化学实验”、“科学探究”、“资料卡片”等栏

目和老师重点划出的内容。

2. 利用 9 个专题复习时间完成化学实验专题和二轮复习材

料上的 5 个微专题，也可以针对自己薄弱的内容，有针对性

地专题突破。

3.限时模拟考试至少 5 套，最好是每天 1 套，建议优先练习

历年真题套卷，也可以练习自己手头现有的模拟套题。

二、目标要求

1.晨读复习：早读要认真，熟练掌握课本上的化学方程式和

人教版上常考的常识性内容和经典实验。

2.专题复习：针对自己薄弱的内容，采取切实可行的加强措

施，专题突破、同题加强训练。

3.理综练习：全真模拟，限时训练，严格对照答案，科学赋

分，记录每次训练的分数，纠错要彻底，思考出错原因，不

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列出详细的问题清单，开学后集中解决。

地理学习任务与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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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考试说明通读与样题；要求仔细通读，每页至少要

有三处红笔标画；

2、自主进行自然地理的专题训练和人文地理农业工业专题

训练；要求练后有纠错、有知识回扣思维过程、有错题重读。

做专题练习，重点看解析，掌握解析中重要的信息,并把新

认识写在题目旁边，以后经常看。

3、限时完成文综测试与纠错；要求总结解题思路与方法。

4、保证必要的地理晨读背诵。要求能够达到知识再现的程

度。

5、利用假期完成一项地理实践活动或野外调查，撰写简要

地理实践或调查过程与思考。可以结合实践或调查与学科知

识，模拟命制高考模拟题 2--3 道并给出参考答案。

6、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记录整理下来，形成问题

清单，列在纸上或本子上。

政治学习任务与方法指导

1. 以单元为模块梳理知识体系，扎实掌握基础知识。

2.收看新闻联播和央视春晚，关注时事新闻和社会重大热

点话题，以更好的理解党和国家现阶段方针政策。

历史学习任务与方法指导

假期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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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筛查、阅读教材，再次全面掌握基础知识；认真做练

习题，总结做题规律，提升做题能力

学习任务

1、通读教材，全面掌握本单元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并以最

简洁形式写出本单元知识体系和新认识到的知识

2、分析高考题的考向，明确易考内容和选项特点

3、做练习题，重点看解析，掌握解析中重要的信息,并把新

认识写在笔记上，以后经常看

4、按时、独立完成文科综合的训练，认真核对答案，将错

题、好题整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