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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为高考加油助力之高考英语

万万变变不不离离其其宗宗
掌掌握握大大词词汇汇量量

小记者作品show

小记者作品show开始了！无论你有文字作品、摄影作品还是书法绘画
作品都可以投稿，来稿请注明姓名、学校、班级等信息。

投稿邮箱：qlwbbzjy@163 .com QQ群号：56794054

在阅读中成长
滨城区第四中学

“书韵流香”师生读书汇报会

本报讯 4月30日下午，滨城区第四中
学举行了“书韵流香”师生读书汇报会：读
高雅书，做高尚人，在阅读中成长，在交流
中提升。

“让我们捧起书本，与圣贤为友；让我
们捧起书本，与经典同行……”学生洪亮的
齐声诵读拉开了汇报会的序幕。学生代表
李近蓝、王林的读书感悟带领大家走进名
著；教师代表刘翠霞、刘希国、王梅为我们
点燃了读书的热情；老师们的经典朗诵掀
起了读书会的高潮。

读书是一次旅行，漫步的是自己的心
灵。品读中华经典，让优秀的民族精神传
承。通过此次活动不仅是对学生课余生活
的丰富，更将校园文化核心精神深入的师
生当中，培养读书意识，提高读书质量，从
读书中汲取营养。

(通讯员 陈晓洁 赵新华)

点燃激情放飞梦想

2015年山东高考英语最显著的变
化是启用全国卷，取消单项填空，新增
加了七选五，语篇型填空和短文改错。
实际上是加大了英语的阅读量，因此
对于词汇量的要求也大大增加。英语
科目在2015年的这些变化将会对考生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百天复习备考中
又要注意哪些知识和题型的掌握？

今年英语变化虽大，但万变不离其
宗。不变的是词、句、文，词就是词的活
用，句就是句子的结构，文就是文章的
逻辑。两个变化是：第一，词汇量有所增
加，2014年和2015年又增加了47个。第
二，阅读量明显增加。首先，词汇变化直
接的效用是高考的时候增加了阅读和
理解的能力，一般阅读可以在文本中直
接找到依据，降低了隐含题、概括题的
比例。而且完形会更便于理解。但是在
词汇学习方面，如果学生基础比较好，
建议大家不光要知道拼写和意思，还要
多理解一些词的词性、活用。

作文变化方面，现在改成应用文
以后加了一个文体，例如常见的三大
文体：第一是信函，应聘信、求职信，还
有日常交流信；第二是演讲稿，举办一
个活动；第三是通知、电条。这些文体
孩子们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常接触，因
此也比较容易把握。但是要切记，这种
文体不要用特别大的词和特别复杂的
结构。

词汇

首先要掌握词的三要素，第一是
词性，要了解是动词、名词还是形容
词。第二，英语词汇在语境中有引申，
比如cover这个词有涵盖的意思，还会
有“够...用”以及“包括”的意思。词比较

灵活，建议大家最好记它的英文译意，
尤其是双解字典。第三还有它的搭配，
例如 a p p l y这个词要和 t o搭配，a p -
ply...to...是应用的意思，而apply...for...
是申请的意思。再如adopt是采纳的意
思，可以采纳什么？采纳态度、政策、或
者是一种作派都可以，跟介词与名词
的搭配非常重要。建议利用临敲脆打
的时间记忆，比如上厕所可以带单词
本，把它作为单词积累本不断地去摘
录、重复，把瞬间记忆变成持久的记
忆。

首先，建立一个生词抄写本，循环
记忆。一个单词出现六遍，然后再出现
六遍。建议同学设计一个循环往复出
现的生词抄写本。其次，记单词脱离不
了语境，如果单词记不住可以配一个
例句，因为词离不开语境，多抄一下例
句非常有帮助。在此，平常阅读要精
读，背诵、精读一些段落，了解词句的
结构。精读往往有一些重要的词汇，它
有搭配、有活用，要重点研究这些词
汇。

这里有很多高频的词汇，使用频
率非常高。这些词汇应该从阅读的CD
篇或者完形的空里照抄下来，不断地
积累，然后不断地循环记忆。

阅读

阅读理解要求考生在35分钟左右
的时间内阅读4篇不同题材、体裁的短
文并完成文章后的题目。不仅考查考
生快速捕捉信息、准确理解特定细节
以及复杂句子的能力，而且考查考生
通过文章的表层进行合理推断、挖掘
文章隐含意义的能力。

加大了对考生理解、概括、推理和
判断力的考查。阅读理解的解题难点：

1、难以排出干扰选项：决定阅读
理解难度的一个因素是干扰项的错误
程度。如果很明显，一看就明白，那么
试题的难度就小；但是如果其内容在
文章中出现过，并与题干的问题有一
定的关联， 那么对选择就会造成一

定的干扰。高考中的很多干扰项就是
后者，不可能简单地排除。所以考生在
对比选项时一定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
虑：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动词概念是否
变化；选项是否过度推导；主语是否偷
换概念。

2、有些题目难以定位：有时候题
干中没有明显的关键词，这时候只能
通过从上而下依次出题的原则回到原
文中去划定一个宽泛的区域，通过理
解区域来解题。对于这种无法明确的
题目，考生在答题过程中一定要学会
寻读：注意首尾句的出现，了解段落的
主题及结论；注意破折号、冒号等标点
符号总结说明的作用；注意因果、递
进、转折等的逻辑关系词的提示作用。
注意同义改写等的命题手法。

3、特殊题型缺方法：特殊题型包
括主旨题、态度题和词义猜测题。主旨
题一般需要借助于文章的开头和结
尾；态度题通常利用文章的结尾及文
章中的用词来判断作者观点；猜测词
义主要利用上下文的句子、构词法、同
义词、近义词、反义词、冒号、破折号等
的提示来解题。

作文

整洁卷面，蠢错不犯，合理分层，
句式多变，巧妙串联，亮点若干。

1 .高考作文第一档评分标准：25-
30分

1).覆盖所有内容要点。
2).应用了较多的语法结构和词

汇。
3).有效使用语句间的连接成分，

使全文结构紧凑。
2 .给阅卷人以好的第一印象
1).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2).卷面整洁,书写美观。
3 .五个步骤
1).审题；2).词及点；3).联词成句；

4).联句成文；5).检查修改，规范抄写

山东北镇中学 赵玉英

本报讯 4月28日，开发区第一中学小
学部举办了以“点燃激情 放飞梦想”为主
题的教师诗歌朗诵大赛。15名教师参加了
比赛，小学部领导、教师裁判及学生约200
多人进行了倾听。

比赛过程中，中年教师侧重回顾十几
年的风雨教育历程，畅想十年，流露出献身
教育的厚重情怀；年轻的教师表达了投身
教育的幸福及对美好教育前景的憧憬。此
次活动重新燃起了广大教师对教育事业爱
的情素，引发了他们对人生价值的定位和
思考，传达了正能量。 (通讯员 梁拥军)

三方护航，
保障儿童健康成长

近日，在逸夫小学多功能厅，滨州医学
院附属医院两位专家董荣芝、王兴华教授，
为逸夫幼儿园的家长们作了一场儿童健康
知识讲座。两位专家针对4月13日-15日在
本园义诊时孩子存在的问题，讲解了预防
知识和治疗方法。图文并茂、直观形象的就
儿童生长发育期间，孩子出现的容易被忽
视的小问题进行剖析、说明，专家就家长们
的疑问悉心给以解答。

(通讯员 张领军 苏雪燕)

家有双胞胎
滨州经济开发区里则一中小学部 吴笑

一样的发型，一样的个子，一样的
衣服，一样的耳朵，一样的……，姐姐是
欢，妹妹是笑，我们两个可是双胞胎噢。
因为家中有了我们俩才笑料百出。这
不，请看：

之一

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起床后，伸伸
懒腰，准备去洗脸，只听奶奶喊我：“快
去刷昨天换下的鞋。”我正准备去，可是
又仔细一想，不对呀，我什么时候换鞋
了？肯定是姐姐换的。我跑去告诉奶奶：

“不是我的鞋，是姐姐的。”奶奶说：“哦，
是我认错人了，把你当成你姐姐了。”说
完，奶奶自己也笑了。

之二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妈妈要带我
们去买衣服，我们俩兴高采烈地跟着去
了。到了商店，各样衣服琳琅满目，红色
的，白色的，黑色的，让人眼花缭乱。我
们和妈妈这边看看，那边瞅瞅，不一会
儿，一件粉红色的衣服映入眼帘，“好漂
亮啊！”妈妈说：“喜欢就去试试吧！”“好
啊！”我一蹦一跳地来到试衣间。这时，
姐姐走到妈妈身边，妈妈疑惑不解地对
姐姐说：“你不是去试衣服了吗？怎么这
么快？”我从试衣间出来了，妈妈这才明
白是怎么回事，笑得我直不起腰来。

之三

家中有一个调皮的姐姐就够乱了，
再加上一个比姐姐还调皮的我就更乱
了，我们俩真是两个淘气包。记得有一
次，家里有只小猫，我和姐姐想让小猫
学会游泳，就把小猫放进水盆里，可小
猫一到水里，就拼命挣扎，向外跳，我用
力摁着小猫，对它说：“乖乖，要想学会
游泳就得吃点苦头啊！”于是小猫又被
强按进水里，不一会儿，小猫渐渐不挣
扎了，也渐渐往下沉了，原来小猫死了，
我们俩跑去找妈妈，妈妈看到后哭笑不
得。

家有双胞胎烦恼不断！
家有双胞胎乐趣不断！

指导老师 里则一中小学部 赵莹

有些偶然遇到的事情兴许会
给你许多的启迪，甚至是人生一
个巨大的转折点，就像一道菜慢
慢地品尝总会有些余味。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不算
是文章，只是一则童话故事，但就
是这篇童话故事让我有些感悟，
有所醒悟，使我遇到困难不退缩，
把它当做考验去克服。从前有两
只蚂蚁不小心掉进了一个透明的

玻璃杯，两只蚂蚁一心想着怎样
爬出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爬
啊爬，爬了又爬，其中一只蚂蚁灰
心失望了，对另一只蚂蚁说：“不
爬了，咱们还是安安稳稳地等死，
何必这么努力，我们现在已经是
伤痕累累了，何苦那么费力，自己
找罪受呢？”而另一只蚂蚁却不理
睬那只懒惰的蚂蚁，依旧朝杯子
口努力向上爬去。这只蚂蚁爬了

跌，跌了爬，爬了跌，跌了再爬。终
于，这只蚂蚁成功了。他难以掩饰
自己内心的喜悦。另一只蚂蚁按
捺不住了，问他的秘籍是什么？这
只蚂蚁说：“坚定信念，大步朝前
走”。

是啊，我们就应该向童话中
的这只蚂蚁一样，从哪跌倒就从
哪爬起，有困难不要害怕，最可怕
的是有困难不去努力克服反而退

缩，向困难低头。困难与挫折是人
生路上永远不可避免的，经历了
这些困难挫折之后吸取教训，把
自己不足和欠缺的地方改掉，使
自己的短处变得更完美，学会在
不确定的生活中汲水生长，经受
住生活的考验才能长成参天大
树。

(指导老师 赵莹)

蚂蚁感悟
滨州经济开发区

里则一中小学部

李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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