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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家长朋友的一封信

尊敬的家长朋友：

春节将至，菏泽一中高二一部全体教师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

幸福！

高二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我们衷心希望各位家长能积极配

合学校，督促孩子合理、有序地做好已学知识的复习、巩固和新知识

的预习。在此，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在寒假期间做好以下事宜：

一、时刻规范孩子的行为习惯。在假期里，希望您能规范孩子

的言行，严格执行科学的作息制度，不要打乱其作息规律。教导孩子

言语文明，勤俭节约；不吸烟不喝酒，不玩手机，不沉溺于网吧等娱

乐性场所，增强安全意识，时刻保持一名明礼守信的文明中学生的良

好形象。

二、密切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学习是高中生的第一要务。放

松了对孩子学习的要求与监督，必将会影响孩子将来的成绩。所以请

家长朋友切实帮助您的孩子做好假期学习规划并检查落实。

1、监督检查孩子每天的学习计划、学习进度、学习效率。我们

为您的孩子准备了适量的自学材料，请您和孩子一起制定合理的学习

计划，并认真监督和检查。

2、给孩子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有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是

孩子能否取得良好学习效果的关键所在。不制造噪音，不干扰其学习；

不在家中设牌场、酒场；不吵闹、不打骂，不给孩子制造精神压力；

多鼓励，少批评；多赞赏，不讽刺。

三、鼓励支持孩子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的成长需要学校、

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共同教育。假期是孩子与家长沟通交流的最好

时期，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设计一些家庭活动，让父母在活动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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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孩子在交流中理解父母。

四、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家长要引导孩子在春节期间感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此致

敬礼

菏泽一中高二一部

2020 年 1 月

致全体同学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们：

高二寒假的到来，标志着高中生活已过大半，预示着我们与高考

的距离也越来越短。寒假是一个休息、调整的阶段，更是弯道超车的

良好时机。不怕同桌是学霸，就怕学霸放寒假！学霸说：假期不是用

来休息的，而是用来超越的！学习过程就像 400 米跑道——在校是直

道，假期是弯道。直道大家都在学习，很难拉开差距，只有弯道才可

能赶超。假期正是机会难得的追赶与超越时间！有人利用弯道超车，

有人却在弯道被超越。人生就是如此，当停下来沾沾自喜，就已经不

再优秀；只有不断奔跑，才能不断超越；而想抓住新机遇，实现新可

能，你要做的就是加速奔跑。时间抓起来是黄金，抓不起来是流水！

珍惜当下，才能决胜未来！

为使你的寒假过得愉快而充实，老师们向你提出以下希望与要

求：

一、遵法守纪，注意安全，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假期。自觉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反对迷信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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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与赌博，不传播和下载反动的、不健康的信息，不进游戏厅、歌

厅、舞厅、网吧等场所。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家庭用电、用火安全，

不燃放烟花爆竹，不暴饮暴食，不喝酒，不吸烟，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二、作息规律，勤俭节约，过一个文明、和谐的假期。要有科学

的学习计划和严格的作息制度，什么时间学习，什么时间锻炼，什么

时间休息娱乐，要有具体的安排。按时作息，不熬夜，不睡懒觉。各

科的学习要统筹均衡安排，穿插进行，把朗读、锻炼身体、看对高中

生有用的新闻节目等安排进去。级部为同学们准备的《寒假学习日

志》，请认真规划实施并如实填写。

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里，要多体谅父母，他们平时为你们操

碎了心，说破了嘴皮。所以我们要帮助父母打扫卫生，要尽可能多地

陪父母聊天，不能和父母顶嘴，要学会接纳妈妈的唠叨，学会让因工

作压力大而严慈的父亲展现出笑容，学会调节家庭成员的关系。这是

每一个父母希望的，也是我们力所能及并且是轻而易举的，这就是爱，

也是一种孝的回报。

三、组建学习共同体，按时完成假期作业；积极参加社区服务和

社会实践活动，过一个充实、提高的假期。为了提高假期的学习效率，

建议同学们自由组建学习共同体。成绩相近的几个学生，定时定点共

同学习。既可以解决疑难问题，更重要的是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学

习共同体一定要邀请家长参与进来，进行指导和督促。

城乡同学结对成组，走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农村，体验生活，

对有意向从事的职业在假期尽早了解，为高考填报志愿做准备，为未

来的职业发展做规划。

四、多读书，特别是对语文和对高中学生素养提升有益的书。语

文学习的优劣，很大程度在于自由阅读的量；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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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也在于自由阅读的广度和深度。

为及时解决你在假期生活和学习上的问题，请定期和班主任老师

电话联系，以获得必要的指导、帮助和监督。

同学们，寒假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每个人的成长空间是无限的。

希望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度过一段有价值有收获的美好时光！

学习进步、生活幸福是父母最大的心愿。希望每位同学在这个假

期里都能够巩固好已有的知识，深化能力；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创造

更多生活的温馨，让家庭温暖幸福！

菏泽一中高二一部全体教师

2020 年 1 月

寒假学习日志：

日期 学习与生活内容 家长签字

1 月 19 日

腊月二十五

1月 20 日

腊月二十六

1月 21 日

腊月二十七

1月 22 日

腊月二十八

1月 23 日

腊月二十九

1月 24 日

腊月三十
快乐过年！

1月 25 日

春节
春节愉快！

1月 26 日

正月初二
阖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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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

正月初三

1月 28 日

正月初四

1月 29 日

正月初五

1月 30 日

正月初六

1月 31 日

正月初七

2月 1日

正月初八

2月 2日

正月初九

2月 3日

正月初十

2月 4日

正月十一

2月 5日

正月十二

2月 6日

正月十三

2月 7日

正月十四

2月 8日

正月十五
元宵节快乐！

2月 9日

正月十六
开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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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学习自我总结：

家长的评价：

家长签名：______

备注：

1、2020 年 1 月 19 日（腊月二十五）—2020 年 2 月 8 日（正月

十五）为寒假时间。

2、2 月 9 日（正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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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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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学习与生活指导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寒假是查找问题和确立目标的最好时期。因此，同

学们要充分利用寒假时间，调整自己的状态，在复习方面提前做好准备。对此，
老师给出如下建议：

一、列出详细学习计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高中生来说，学习计划是提高学习效果的基
本保证。因此，学生要在寒假制订一份详细的语文复习计划。制订计划时，首先
可以以周为单位，制定需要完成的学习内容，再将一周的内容分配给每一天，具
体到每天的每个小时。除了制订计划外，学生还要有督促自己实行计划的措施和
检测学习效果的方式。学生要主动屏蔽让自己分心的事物，如手机、电脑、电视
等。

二、保质保量地完成寒假作业。

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一般都是有针对性的，或是巩固高一复习的成果，或是
为高二高三铺路打基础，总之是有目的的，所以保质保量地完成寒假作业是整个
寒期复习的大前提。

三、多理多思，夯实基础。

“多理” 即多整理，多梳理。利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归类整理必修一至必修
五、《唐诗宋词选读》的基础知识。现代文基础整理包括成语、病句、佳句的积
累以及名句背诵等。文言文基础整理包括通假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文言句
式及教材内一些重难点句子的翻译等。基础知识积累可以采用两个整理本，一是
教材内重难点知识积累本，整理以上相关内容；一是错题本，将高一高二历次语
文考试中出现的基础知识方面的问题归类整理。

四、多读多看，丰富积累。

全国卷，更加注重学查学生的阅读能力。利用假期多阅读，多观察以丰富自
己的知识积累十分必要。“多读”，每天利用固定的时间阅读所学课本中的美文佳
句，阅读报纸杂志上或思想深邃感情丰富或构思新颖语言优美的文章，阅读课内
所学文言文或课外浅易的文言文（以人物传记为主）。“多看”，看电视，一些有
益于高中生的电视栏目，如：新闻联播，百家讲坛，新闻周刊，新闻 1+1 等。
看社会、看自然，为学习积累第一手素材，丰富作文的写作内容。寒期期间语文
基础知识的复习，不求面面俱到，力求突出重点，只有将所复习内容抓实，才会
有收获，有提高。 最后，祝大家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寒假！

附假期推荐阅读书目：《家》作者巴金、《子夜》作者茅盾、《四世同堂》作
者老舍、《茶馆》作者老舍、《骆驼祥子》作者老舍。写不少于 3000 字的观后感
（不是摘抄）！

数学学科学习与生活指导
亲爱的同学们：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转眼间我们的高中生活已经过半。值此高二寒假
来临之际，我们衷心希望同学们在愉悦身心之余不忘查漏补缺，过一个充实、愉
快、安全、文明的假期，为自己在新一学年中的起跑做好充分的准备。为此，我
们提出以下几点希望和要求：
学习内容：复习必修及选修 2-1；预习选修 2-3 第一、二章，充分利用同步练习

册和分层检测卷，具体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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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学习内容

腊月 24 复习 综合一
预习 课时练 1、课时练 2腊月 25

腊月 26 复习 综合二
预习 课时练 3、课时练 4腊月 27

腊月 28 预习 课时练 5

正月初四 复习 综合三
预习 课时练 6、课时练 7正月初五

正月初六 复习 综合四
预习 课时练 8、课时练 9正月初七

正月初八 复习 综合五
预习 课时练 10、课时练 11正月初九

正月初十 预习 课时练 12 并对第一章总结复习

正月十一 复习 综合六
预习 课时练 13、课时练 14正月十二

正月十三 复习 综合七
预习 课时练 15、课时练 16正月十四

建议学有余力的同学把选修 2-2，2-3 预习完。以上计划可根据个人情况进
行调整。学习计划最关键的是执行，希望大家能严格执行。

假期不是用来休息的，是用来反超的。学如逆水行舟，很多人赢在假期，也
有很多人输在假期。很多时候一个人的领先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多长了个脑子，而
是因为他与别人早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英语学科学习与生活指导
家长们、同学们：

高中的英语学习更注重自学和知识积累，更应注重温故而知新，这除了一定
的练习，大量的课外阅读也是非常必要的。

下面就具体和大家说说学习英语中要注意的地方和一些具体做法，希望家长
们和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交流并能从中总结出适合自己孩子的方法，在学习上取
得很大进步。
一、融会贯通，语法无忧。

怎样才能学会语法呢，其实就是凭借“语感”。语感在哪里呢？语感最基础
的来源就是课本中的课文。每一单元的课文都和本单元的语法和单词密切相连，
我们必须达到熟读直到背诵，这样其中的语法结构就与课文内容一起被你铭记于
心了！
二、半壁江山，完形阅读。

高考的试卷中阅读基本占了半壁江山。怎样才能“得阅读”呢。“得阅读”
要满足三个条件：单词量过关，语法过硬，解题方法独到。

阅读是高中三年中最应重视的部分了。因为它是提升语感，巩固和熟悉所学
知识的最有效途径。阅读时可采用精读与泛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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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选长短适中，有一定生词的英语材料，对每一句话，每个单词理

解要精准，要持之以恒。

泛读：英语书报杂志。读不同题材、体裁的文章，理解跨学科知识。理

解主旨大意，读时注意对运用精妙的词汇、短语或句子进行摘抄。
做阅读练习的时候应注意这几个问题：

1）不要随意性，要限定时间。每天利用十五六分钟的时间一次性完成两篇阅读。
2）不要每逢新词便查词典，要学会通过上下文猜词义。
3）不要字字都读，要学会眼扫开头、结尾，确定主题大意。
4）不要放过关键词语，要抓住 but、however 等词后面的真正意图。
5）不要放弃重要的长句，要学会找到句子的并列或主从结构特征用以理解句意。
6）不要轻易根据某一细节妄下结论，要将相关因素联系起来全面地看问题。
7）不要一味地在字面上找答案，要学会字里行间地体会作者的意图，根据所得
的信息推理。
8）不要做完就算，要及时校对更正，反思归纳总结。
三、千里之行，始于单词。

大家都知道，初中英语 1600 词，高中英语 3500 词，这只是量的比较，从单
词的长度和用法来讲，高中英语远难于初中，没有一定的词汇量，英语水平和成
绩的提高便无从谈起。所以：

1、有一本课本同步参考资料，课本上的单词不仅要记住，参考资料上的其
固定搭配、句型和用法也非常非常重要。

2、准备一个笔记本。把学到的重点单词、短语、句型及其用法用心地摘抄
到笔记本上，一周至少复习三次。

3、准备一个错题本。用双色笔用心地整理自己做过的错题并进行方法归纳
总结。

4、3500 词汇书。没错，高一开始就可以刷 3500 词了，你可以利用零碎时
间去看和记。这样做的好处是，到高考前夕，一本 3500 词你至少应该翻个七八
遍了，相对于那些没翻完一遍的同学，你领先的可不是一点点哦！

四、高二寒假具体任务。
1、复习必修五选修六单元生词，有条件的一定要预习选修七的单词与课文。
2、每天坚持快乐阅读：阅读理解，七选五，完形填空，短文填空等题型，

每种题型可以交替轮流进行，每天要保持做题的感觉！
3、每天早上朗读英语课文半小时：培养英语语感，可以读单词，课文，完

形填空等优美文章。
4、每天背诵维克多英语词汇书；寒假结束后至少背到 200 页。
5、完成级部统一发放的英语寒假作业，家长监督完成情况并签字，开学后

以班级为单位收齐交到英语办公室！

物理学科学习与生活指导

同学们，请相信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能量守恒吧――任何一种能量的获得都

必须以另一形式能量的减少为代价，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假期不仅是体力的调

整期，更是知识的加油站。为便于大家假期的学习，我们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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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高中物理的核心知识：力学部分和电磁学部分，进行系统的梳理和

总结。

同学们的高中生活已过半，我们已经较系统地学习了力学知识（必修 1，必

修 2），电磁学知识（3-1,3-2），热学知识（3-3），高中物理新知识的学习已完

成近 8成。我们最初所学的知识都是零碎的、松散的,而实际上知识之间都是有

有内在联系的。寻找规律之间的相似之处,根据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出知

识之间的结构,形成知识体系，更便于对知识的记忆、理解和应用。大家可以借

一本高三一轮复习的教辅书，按照教辅书的顺序和知识安排，进一步架构自己的

物理知识体系，争取能够初步做到驾驭全局,融汇贯通。

二、完成好所发的假期作业，预习 3-4 和 3-5 部分。

作业要求卷面整洁，步骤规范、详细，运算准确。开学后上交，老师检查。

预习部分要求预习留痕，可以多读几遍课本，把 3-4 和 3-5 的基础知识整理一遍。

三、多种感官共用，提高效率。

在学习时，要多种感官并用，不能只对着课本、对着答案“看”。既要动脑，

又要动手。动脑：即要积极思考，学习时不能只是关注结论，更要重视得出结论

的思维过程。动手：动手作好笔记，记重点和疑点，记录自己的感悟、心得体会。

四、在“独立”上作文章，训练独立作战能力。

考场上考生是孤军作战，必须独立地审题，正确、充分地获得信息，独立地

分析和整理这些信息，独立地寻求解题路径、确定解题思路（步骤），独立地完

成解题的操作。再者对一个人来说最有用的是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是自己在克服

困难的过程中、在冥思苦想的过程中修练出来的。只有在独立克服困难的过程中

才能增长才干，只有在“憋”的过程中才能变得聪明起来。所以在平时一定要独

立审题、解题，不跟别人商量、不翻书、不对答案，苦练独立作战能力。

总之，希望同学们利用好这个寒假，既要过的快乐，又要过的有意义，为

开学后的进一步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化学学科学习与生活指导
同学们，假期不是用来休息的，而是用来超越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子苦寒来。为了帮助大家过一个更有意义的假期，化学组全体教师建议同学们在

假期实现以下两个学习目标：化学反应原理的复习以及物质结构与性质的预习。

第一阶段：复习《化学反应原理》。

这一部分内容是高考的重点、难点，同学们应重视这一阶段的复习。在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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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解，而不是一味地死记硬背。另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

学完了高中无机化学部分的内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尝试做一些无

机化学部分的高考题目。

1、腊月 25 完成高二一部化学寒假自主学习材料 NO.1 并核对答案

2、腊月 26 完成高二一部化学寒假自主学习材料 NO.2 并核对答案

3、腊月 27 完成高二一部化学寒假自主学习材料 NO.3 并核对答案

4、腊月 28 完成高二一部化学寒假自主学习材料 NO.4 并核对答案

5、腊月 29 完成高二一部化学寒假自主学习材料 NO.5 并核对答案

6、腊月 30 完成高二一部化学寒假自主学习材料 NO.6 并核对答案

祝 大 家 新 年 快 乐 ！！！

第二阶段：预习《物质结构与性质》。

预习内容：我们的预习内容为第二章化学键与分子间作用力，主要包括共价

键的形成及其本质、共价键参数、共价键与分子空间构型之间的关系、离子键、

配位键、金属键以及分子间作用力与物质性质之间的关系。开学后，我们时间紧、

任务重，大家一定要在假期对第二章进行充分预习。有能力的同学，继续预习第

三章的内容。

预习方法：整体上来讲，这部分内容是本书的重点也是难点，内容较为抽象，

在预习过程中，大家可以上网查阅一些视频资料或者动画，以帮助自己理解。新

课的预习以课本和同步练习册为主。

大家在预习时，应结合同步练习册提供的“预习任务、预习线索及学业要求”，

明确重难点，通读一遍课本，标出重难点。对于课本的预习应到边到沿，包括资

料在线、拓展视野等小字部分的内容，并及时完成课后练习。

预习完课本之后，大家尝试独立完成同步练习册的相关内容。在预习过程中，

应注重预习质量，找出学习过程中的疑难点并进行标记，以便开学后针对性的听

课。另外，重点理解记忆同步练习册“总结核心点”部分的内容。有能力的同学，

多找些课外习题进行强化训练。

温馨提示: 各位家长在签字前，看下孩子的课本相应内容是否有预习痕

迹！！！

1、正月初 4 完成物质结构同步练习册第一章质量评估

2、正月初 5 结合课本 P31 至 P37，完成同步练习册 P24 至 P25 并核对答案

3、正月初 6 结合课本 P31 至 P37，完成同步练习册 P26 至 P28 并核对答案

4、正月初 7 结合课本 P40 至 P48，完成同步练习册 P29 至 P31 并核对答案

5、正月初 8 结合课本 P40 至 P48，完成同步练习册 P31 至 P34 并核对答案

6、正月初 9 结合课本 P50 至 P57，完成同步练习册 P35 至 P36 并核对答案

7、正月 10 结合课本 P50 至 P57，完成同步练习册 P37 至 P38 并核对答案

8、正月 11 结合课本 P50 至 P57，完成同步练习册 P39 至 P40 并核对答案

9、正月 12 结合课本 P59 至 P65，完成同步练习册 P41 至 P42 并核对答案

10、正月 13 结合课本 P59 至 P65，完成同步练习册 P43 至 P44 并核对答案

11、正月 14 结合课本 P59 至 P65，完成同步练习册 P45 至 P46 并核对答案

祝 大 家 元 宵 节 快 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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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科学习与生活指导
经历了繁忙的秋季课程的学习，同学们终于迎来了寒假，如何使生物这门学

科通过寒假的复习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这其中是有一些方法可循的。我们如果充

分利用这个寒假，我们的生物学习肯定会得到更大的进步。

一、回归课本。

很多同学在复习的过程中过度依赖参考资料，不注重对课本的复习，结果在

学习过程中对概念理解不清，阻碍了学习的效果。

以 2012 年北京卷第 29 题第 1小问为例：

（1）细胞分裂素是一种植物激素。它是由植物体的特定部位________，再

被运输到作用部位，对生长发育起________作用的________有机物。（答案：产

生、调节、微量）

这道题考察的就是考生对基础概念的掌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生物教

材中，黑体字部分对植物激素有明确的定义："由植物体内产生，能从产生部位

运送到作用部位，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显著影响的微量有机物，称作植物激素。

"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部分题目基本属于送分题，在高考中占有 30%的比

重。在高考中有 60%-70%的内容考察的是基础概念、基本能力和基础概念的应用。

所有这些知识都源于课本，这就要求同学们对课本有个明确的把握。我们平时在

复习过程中有很多参考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再精美也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追重要

的内容还是课本，所以同学们在寒假的时候可以把学完的四本书（必修一、必修

二、必修三、选修三）翻出来，每天读一两章的内容。看书的目的在于对基础知

识的理解，不需要死记硬背。看完之后不要再次将课本束之高阁，知识点忘了的

时候就多翻翻课本。

二、适度做题。

很多同学在复习阶段习惯于将自己埋到题海里，用题目的量来弥补自己知识

理解上的不足。

在寒假复习的过程中，适量对题目训练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巩固自己对知识

的理解，另外一方面是增强自己的应试技巧以及对考试的熟练程度。但是题目在

质而不在于量。在寒假期间，希望大家不要做过多的题，每周至少保证三份生物

完整的试卷即可。在做题的过程中一定要对时间进行严格的把控，模拟真实考场，

并对错误的习题进行更正，不理解的地方在习题旁加上批注并查阅课本。

另外，在整个秋季的学习中我们手里积压了大量的试卷，这些试卷上面有很

多的错题，而这部分错题应该是我们复习中的重点。在寒假期间将错题重新找出

来，每天复习一部分，一方面是保证了自己对自己还不是特别熟练部分的知识的

掌握；另外一方面是使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具体哪部分比较薄弱，使我们的复习更

有针对性。

三、版块训练。

一些同学可能生物成绩整体上不错，但是有一些专题性内容掌握的不好。比

如有的同学光合作用部分不好，还有一些同学是遗传学部分问题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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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同学，在寒假复习的时候应该进行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训练，既对自

己不是很熟练的版块进行训练。市面上有一些专题性的练习册，新东方在春节也

有针对遗传专题的春季课程。无论你采用的是哪种方式，都应该在寒假这段时间

对这部分的知识进行突破性训练，理清这部分知识点的框架和联系，并每天练习

一部分这类题目。当你对这部分的知识理解地更为透彻的时候，你才可以对知识

提取类题目进行训练，以达到更好的进步的效果。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寒假，按部就班地完成对寒假知识的

复习。也祝愿大家成绩进步，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政治学科学习与生活指导
“寒假生活很放松，政治学习要紧绷”， 快乐的寒假生活，你学习政治了

吗？！
一、春节前复习回顾。

春节前有六套“海南高考试题”和相关阅读材料，体验高考，夯实双基。
要求：强化练习，限时、闭卷、独立、规范地做好假期作业！！！！

二、春节后预习选修 3《国家与国际组织常识》。

1、依据课本抓主干。
必修一的内容很多，看起来什么都需要记住，但最后却发现什么都没记住。

在预习的时候，最需要抓住的就是主干知识。在通读课本的时候，要利用标题、
大小字体等来分析区别书中的有轻有重的知识。对于一些重要内容，在课前就要
争取记住并理会其具体内涵。

2、做好笔记很关键。

在预习的时候就做笔记，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把自己在预习过程当中学到的
知识以提纲的形式列下来，这样在开学后课堂上依照老师的思路做补充，将大大
提高听课的效率，同时，将不懂的问题也可以在笔记上重点标记下来，争取尽快
解决。

3、多思多想多关联。
必修一的预习需要大家多多地去思考，并能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倘

19 日 20 日 21 日 22 日 23 日 24日——27日

学 习

内容

海南卷

一

海南卷

二

海南卷

三

海 南 卷

四

海南卷

五、六

休息

学 习

内容

28日 29 日 30 日 31 日 1 日
1 国家的本质

2 现代国家的政

权组织形式

1 现代国家

的结构形式

2 国际组织

概况

1 英国国王与

君主立宪制

1 英国的议

会和政府

法国的民

主共和制

与半总统

制

学 习

内容

2 日 3 日 4日 5 日 6 日 7日 8 日
1 美国的

联邦制

2 美国的

两党制

三 权 分

立制

联合国 世界贸易

组织

亚 太 经

济 合 作

组织

欧盟 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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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预习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发现将要学的知识和过去学过的知识有什么关联和
相似性的话，那么学习的效果将大大提高。
三、关注生活，做有思想和视野的中学生。

每天按时收看央视一套《新闻联播》，或中央 3台每周一期的《新闻周刊》
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关注国内外大事。养成读书、看报的好习惯。

特别强调：寒假开学后，以班为单位收取！！！

最后，送给全体同学们一句话：“今天，你学习政治了吗”？！！
祝愿每一位同学：假期平安、快乐！

地理学科学习与生活指导

不怕同位是学霸，就怕同位过寒假；假期安排不合理，来年学习更害怕。同

学们，地理学习弯道超车的机会来了！假期也是落实基础知识，好好看看课本的

机会，这会让你在接受新知的时候少了迷茫与痛苦；而基础知识掌握不好，就忙

着去刷题，会让你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全盘皆输。即将到来的高二下学期要开

始对区域地理的复习，这部分内容要牵扯到我们初中地理的相关知识，所以你要

准备一套初中地理课本，进行自主复习回顾。这要求我们对假期生活和学习做一

个详实周密的计划，为实现学习梦想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

希望和要求：

一、学习内容。

1、复习必修三全册。

2、《区域地理》没有统一的教材，利用《考试地图册》和相关资料，结合假

期作业，认真完成预习任务和作业。对于“分区地理”的预习，可以按照这样的

总体思路学习：明确位置范围——总结自然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独特的地

理现象和突出问题。

3、预习过程中注意运用必修三中的相关知识和分析思路。可以专门准备一

个小本子，在学习过程中随时记下重要知识点和难以理解的问题。

二、时间安排。

学习内容 作业安排 完成日期

复习
必修
三

完成必修三假期作业
寒假作业（1） 01 月 19 日（腊月二十五）

寒假作业（2） 01 月 20 日（腊月二十六）

寒假作业（3） 01 月 21 日（腊月二十七）

寒假作业（4） 01 月 22 日（腊月二十八）

寒假作业（5） 01 月 23 日（腊月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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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学习间隙，适当关注地理电视节目如CCTV-9、阅读书籍如中国国

家地理等，拓展视野，学习书本之外的知识；关注时事热点中体现的地理问题

和地理思想。

高二全体地理老师预祝每一位同学寒假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踏实充实！新

年快乐！

历史学科学习与生活指导
幸福的寒假生活即将拉开帷幕，同学们在家休养生息的同时，要时刻注意提

升自己。针对你们的现状，就历史这一学科来说，阅读是最有效的提升途径，爱
上阅读、提高阅读速度、准确地获取有效信息是应该达成的目标。

阅读什么呢？
一、阅读刚学过的改革课本。为什么读它呢？首先，由于本学期时间短暂，

教学任务繁重，几次重大改革在仓促中草草学完，大家根本没有时间去细读课文。
其次，我个人认为，我们学过的四本岳麓版历史教材中，改革是编写最成功的一
本，它娓娓道来、通俗易懂，关键是与三本必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读透了它
会在一个更高层面上理解三本必修的知识点。希望大家制定计划，每天阅读一篇
改革课文，在这个过程中注意回顾结合三本必修的相关内容，加深对相关内容的
理解。

二、阅读四合一教材。我发现不少学生手头有柳合青编著的四合一教材，有
这本书的同学可以利用假期读一下，为什么读它呢？岳麓版教材对知识点语焉不
详、过于抽象，同学们对许多重要知识点一知半解，处于虽然会背了但不理解的
状态，不理解便不会灵活运用，导致同一个知识点换个角度去考查就会出错。四
合一教材对每个知识点详细解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恰好可以弥补岳麓版教材
的弊端。

三、读去年寒假我就向你们介绍过的和我们高中课程结合比较紧密的。陈
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斯塔夫里阿

预习
区域
地理

第 1讲 地球 寒假作业（6） 01 月 28 日（正月初四）

第 2讲 地图 寒假作业（7） 01 月 29 日（正月初五）

第 3讲 陆地和海洋 寒假作业（8） 01 月 30 日（正月初六）

第 4讲 世界的气候 寒假作业（9） 01 月 31 日（正月初七）

阶段检测 寒假作业（10） 02 月 01 日（正月初八）

第 5讲 东亚-日本 寒假作业（11） 02 月 02 日（正月初九）

第 6讲 东南亚 南亚 寒假作业（12） 02 月 03 日（正月初十）

第 7 讲 中亚 西亚
北非

寒假作业（13） 02 月 04 日（正月十一）

第 8 讲 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

寒假作业（14） 02 月 05 日（正月十二）

第 9讲 欧洲西部 寒假作业（15） 02 月 06 日（正月十三）

第 10 讲 俄罗斯 寒假作业（16） 02 月 07 日（正月十四）

说明 准备地理册，初中地理课本。开学后检查上交的作业：假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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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的《全球通史》、唐晋主编的《大国崛起》等等。甚至比较通俗的诸如《明
朝那些事儿》，总之，开卷有益，愿大家多读书，读好书。

有计划地完成寒假作业，有计划地预习新学期要学习的《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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