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第一版 冤
是应该的。

有人说商人重利轻义，我们且看看
他回馈社会的善行：

绎17 年来，杨凯山坚持逢年过节
亲自探访慰问老人，累计捐资捐物 100
多万元。

绎 2003 年和 2004 年他带领员工慰
问三角镇 387 家低保户和敬老院 90 多
位老人。

绎 05 年 为 了 三 角 镇 创 建 教 育 强
镇，他捐资 200 万元。近几年捐款三角
镇教育、老龄事业累计 253 万元。
这样的老板，得民心。

三 尧特殊的侨中情结
张溪人与侨中有不解之缘。在侨中

的校董会里，从董事长到副董事长、董
事，张溪的海外乡亲占大多数。侨中的
每一步发展都有张溪海外乡亲的一份
功劳。杨先生作为张溪人，也是通过参
加乡里活动和海外乡亲活动，逐渐了
解和熟知侨中的。

他一直都关注侨中的发展。通过了
解，他知道了侨中为家乡培养了大批
人才，是中山海外乡亲兴办教育，为家
乡的经济建设 培养人才的 重要平台 ，
很早就对侨中的发展感兴趣。特别是
张溪乡亲，蔡继有董事长二十六年如
一日关心支持侨中的发展，给他触动
很大。

再加上黄颂武先生的引见，促成了
他与侨中结缘。在多次的接触后，他进

一步了 解到侨中近 年来发展很 快，办
学 质 量 和 办 学 业 绩 都 有 了 很 大 的 提
升，作为乡亲很是高兴。特别是蔡继有
董事长有意改变校董结构，鼓励更多
的 年 青 成 功 人 士 加 入 侨 中 的 校 董 行
列，使他决心向蔡继有董事长学习，为
侨中的新发展出力。
结语 院

杨凯山先生作为儒商 袁他具有经纶
实务的才华 袁又有仁爱孝慈的泽心 袁更
有兴学育人的善行 袁 他将中国儒家传
统的厚德笃行融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中 袁将修身砺志与中山人 "博爱 尧创新 尧
包容 尧和谐 "的现代精神完美的结合起
来 袁成为了中山人学习的楷模 遥

彭宏亮

静心 --- 排除杂念，增强自信心。错误倾向：一、认为
时间紧迫，逼自己拼命学，出现急躁、不稳定的情绪；二
是没有转入学习状态，心理上比较放松、懈怠。良好的心
态应该是既认识到时间紧、任务重，又对自已充满信心。
要注重增强学习的内动力，排除杂念，不要寄希望于旁门
左道，也不要将结果看得太重，给自己太大压力。
客观--保持稳定情绪，正确认识自己考生在这段时

期很容易出现焦虑、紧张，要避免因为偶尔一次测验的成
绩好坏而出现很大的情绪波动。要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
处，对自己有正确的评价。不要过多被外界所影响、左

右，考生要学会分辨外界信息，面对外界环境变化时要保
持平和的心态，尽量保持稳定的情绪和积极乐观的心态。
调试--身心调到最佳状态。最佳的学习状态就是要

让自我和外界、生理和心理都达到和谐统一。首先要开始
慢慢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保持和高考节奏的一致。不要
过度熬夜，将兴奋点调整到白天，使考试时达到最佳状
态；其次，要特别注意防灾防病，加强身体锻炼，保证 8 小
时的有效睡眠；最后，就是要注意科学用脑，不要长时间
疲劳作业，做到劳逸结合。 胡万鸣

六字 "心诀 "赢高考

2月 18日，学校召开高三市统考质量分析会。林加良校长、曾
麟基副校长、抓高三的学校领导及全体高三教师参加。会议由方久
平副主任主持。

会上，林校长提出四点要求：
一要有忧患意识。要看到高三工作的成绩和统考的亮点，但更

要树立忧患意识，要纵向看，更要横向看。要看到优势更要看存在
的问题。

二要出奇制胜。每间学校都抓高考，为什么有好，有一般?除了
生源等客观原因外，更多的是要找准自己位置，练出自己绝活、杀
手锏，要找自己制胜的法宝，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要加强合作。个人英雄主义要讲，但集体主义更重要。团体
冠军就是比单项冠军的含金量高，因此必须加强合作。要有大局全

局意识。高三就是要以班主任为核心，认真协调
好各科教师的教学，要对学生的整体情况了如
指掌，抓住重点人、重点科、重点知识，全面发
展、全员发展、重点突破。

四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高考是衡量学校工作的重要标志，高
三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说高三教师担负着树立学校
品牌的主要任务。能够担任高三工作说明教师们的教育教学水平
是过硬的，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绝招的。希望参与高三工作的全体人
员，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务必要做到：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胜之
精彩。全校师生都在关注和支持高三工作。希望高三教师发扬"一
往无前、敢争第一"的精神，确保今年高考打胜仗。

曾校长在会上，就如何看待市统考成绩和学校将采取的措施
做了具体布置。各学科备课组长就年前市统考所暴露的问题及后
阶段复习策略做了发言。与会教师严谨科学、务实求真的态度，给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彭宏亮

高三召开市统考质量分析会

历年来高考完形填空题一直是考
生十分棘手的综合性试题。能否答好
该题，将直接影响考生的英语成绩，被
视为考生能否获取高分的分水岭。如
何在完形填空试题中有所突破始终是
考生关心的话题。笔者根据多年的教
学体会，总结了一些策略，希望考生在
有限的复习时间里取得最大的实效。

1.利用首句信息，理解文章主旨
完形填空题所采用的短文一般不

给标题，但首句往往不设空，通常是个
完整的句子，它是了解全文的窗口，由
此可判断文章的大意或主题。因此，考
生要充分利用首句的提示作用。

2.找到关键信息，了解上下语境
完形填空不是单项选择，它必须

要建立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因此，同
学们在做题时一定首先快速通读全
文，依据上下文找到尚存的关键信息
点 (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背景 )，了
解全文大意，弄清文章的脉络，才能抓
住主线，使思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为下一步选择答案做好准备，这是做
好完形填空的关键所在。

3.根据语篇标志，把握行文逻辑
所谓语篇标志就是指在句群、段

落、篇章中标明起内在联系的词语。如
表示结构层次的有 firstly, secondly,
thirdly等；表示逻辑关系的有 but, for,
and, or, while, so, therefore, in fact,
however, first of all, then, for example，
by the way等，它们在文章中起着"篇
章纽带"的作用，完全可以作为做完型
填空题的路标。充分利用这些语篇标

志可以迅速理清文章的脉络，弄清上
下文逻辑关系，形成清晰的作题思路。

4. 明确词语辨析，考虑固定搭配
完形填空题中对词汇知识的考查

主要体现在习惯用法和同义词、近义
词的辨析两个方面。同学们平时学习
时要注重词义辨析，牢固掌握固定搭
配。

5. 留意错位干扰，破解长难句子
在完形填空题在试题选项设计中

会经常刻意设置一些事实干扰，视角
错位干扰和逻辑干扰等因素，如考生
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连环出错的现象。
考生只有从整段或整篇文章去理解句
子，才不至于掉入设计者的圈套。另
外，完形填空中经常出现一些长难句，
由于句子太长，句中又存在挖空信息

和结构上的前置或后移错位等因素，
往往给考生造成理解上的困难。面对
长难句，我们要找出主句的主干，分析
句子的结构，排除次要成分的干扰，使
句子简化。

6.检查核对全文，确保准确无误
题目填完后，应将答案带入原文

检查核对，看全文意义是否通顺，同时
根据全文逻辑把个别难做的题做好。

上述这六个方面在整个完形填空
的做题过程中缺一不可，要想高分拿
下完形填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整
篇文章理解的基础上。

(此文刊载于 叶广东教育曳2006年第二
期 有删节 )

高考英语完形填空解题策略
孙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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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语文----汤杰
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进行提升。本阶段要对重点知识进

一步梳理，探讨答题规律。要点是：
1.熟练掌握高考新题型结构。
2.重点专题突破。尤其是第二卷涉及到的各个重点专题。

如文言句子翻译、古诗词鉴赏、现代文阅读、语言知识专题运
用、作文指导等。

3.归纳解题规律。这个阶段学生的知识储备已很多，但考
试分数上不去，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好解题的角度，没有找准答
题规律。因此不能陷入题海，而是要通过典型题例的详细解
构，让学生了解相关技巧。

数学----马颖
1. 研讨高考大纲，针对学生特点，调整复习战略部署，即

复习内容的前后顺序。
2. 更加注重集体备课与信息交流，对热点、难点进行系统

盘点，诸项过关。
3.注重学生改错落实和心理辅导工作。
英语----潘泽辉
现阶段我校高三英语复习全面进入第二轮复习阶段。复

习重点集中在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首先 , 我们将继续辅
导学生加强基础知识的复习和掌握，扣准考纲词汇，抓住高考
必考的语法项目，做适量的体现基础知识活用的单选练习，查
漏补缺，为综合应用英语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根据高考题
型结构，系统地进行听力、完形填空、阅读理解、短文改错和书
面表达的专项训练。对学生进行答题策略和技巧的训练，精选
材料，精讲巧练，务必讲求实效。

从四月份开始, 我们将进入第三轮复习。将以实战演练为
重点，时间将延续到五月中旬，即高考前三个星期。该阶段以
综合运用训练为主，有选择性地进行强化模拟训练。教师做到
针对性地评讲，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力求让学生的综合
应试能力产生质的飞跃。五月下旬，将适当调低练习题的难
度，安排学生回归课本和考纲中的基础知识，查漏补缺。同时

将加强对学生的个别辅导，调整好所有学生的心态，坚定学生
的自信心，鼓励他们在高考中发挥出最好水平。

政治----仇均
政治科结束了第一轮复习。经过对经济学，哲学，组织学

三个模块的系统复习，学生基础逐步夯实，能力得到提高，在
刚刚结束的全市统一考试中取得较好成绩，卢雪梅以 118分
居全市第一，李梓颖、卢燕梅并列第三。第二轮复习即将开始，
在扎实考试大纲考点知识后，社会热点的复习和综合能力提
高将成为重点，这个阶段将成为备考战略中最关键的一环，为
此，我们的任课教师正在进行充分的前期准备。一方面，对以
往的考试试题及成绩进行分析，力求针对存在问题及学生特
点提高复习效率；另一方面，从课堂中及课后答疑中，给予学
生更多的关注与关心，帮助他们树立信心，以最好的状态迎接
高考。

物理----唐新华
物理下阶段的复习策略
1. 加强心理辅导,克服学生对物理考试的畏惧心理。
2. 全面查漏补缺，强化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
3. 通过示范讲解，抓学生解题规范训练。
4. 采用“练习带复习”的方法，即让学生在练习中发现自

身知识缺陷，并及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强化对知识点的理
解和应用。

5. 注重实验基本操作和基本原理的复习。
6. 积极开展培优和辅差工作。

[学生]
霸气，王者之气

袁锦辉院离高考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一百多天了，如何抓紧
时间复习就成了高考成功的关键。而我认为，在这关键时刻，
霸气，就是关键中的关键。
也许许多同学会问：“面对这零零碎碎的知识，面对这一张

一张试卷，面对这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如何才能把握制胜之

道？”我想，首先就得拥有一份“舍我其谁”、“敢争第一”的霸
气。这样，在备考复习中就始终能保持一个良好健康的心态，
而对困难挫折就能迎难而上。也就能敢于面对自己的劣势科
目和游刃有余地处理巨大的高考压力。

同时，霸气还表现在学习上有刻苦钻研精神。在高考的复
习中，发现问题是理所当然。有霸气，才有拼劲，才有毅力去攻
破每一个难关，掌握每一个细节，搞清每一个问题。

总之，有霸气就能增强我们的信心和燃烧我们的斗志，使
我们在高考考场上一展王者风范。

饱满自信 +有效学习方法 =成功

李梓颖院高三的学习生活既紧张又充实。身处高三，才如
此真切地感受到心中的梦想正一步步地靠近，也才能真正体
验到为着实现理想而奋勇拼搏的踏实和喜悦。

学习并不只是埋首书堆，沉溺于题海之中，重要的是对自
己充满自信，同时，掌握一套有效的学习方法，这样学起来，定
能事半功倍。

拿政治科的学习为例吧，对于选择题部分的应答，尤其需
要我们对自己的充分的肯定。思前想后，犹豫不决，就会使人
走入思维的误区，最终导致错误。因而，选择题必须有一击即
中信念与决心。
当然，饱满的自信必须建立在平常学习的深厚的知识积累之
上。在我看来，政治并不是仅仅是死记硬背，更重要的，是要把
握命题规律，掌握学习方法。这就必须改被动的学习方法变主
动，在上课专心听讲之余，深下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不断
汲取新社会热点问题，并与原有知识进行整合，形成充满活
力，富有时代性的知识体系。同时，还必须在仔细掌握老师课
上分析的重点之余，学会自己把握重点，加以分析，归纳，只有
这样，才能不断丰富自身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胜人一筹。

所以说，饱满自信加有效学习方法，定能助你走向成功。

带着阳光心情上路

周建群：面对模拟考的失败，你可以哭，但你不能气馁，失
去信心；面对沉重的学习压力，你可以累，但你不能彷徨，不能
放弃 ......这就是阳光心情。

高考或许是可怕的，因为它给予你太多的挫折和压力。你
有可能被打倒，变得一劂不振，失去前进的勇气。但你忘了最
初的梦想了吗？通往美好人生的道路就在脚下，为什么不继续
走下去？带奋斗目标一份阳光心情上路，把汗水和辛酸看成是
你人生旅途中必需支付的旅费。更何况，没有一路汗水，怎能
增添你成功的喜悦？没有一路辛酸，怎能成就你坚持不屈的人
格？所以，请收拾心情，既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要看到自己的
长处，准备满满一腔信心与斗志，迎难而上，那么梦想，总在不
远的前方。

不仅是面对高考，还有面对工作、生活，也都需要带着阳
光心情上路。它是你人生旅途中最忠诚的伴侣。

生活依旧快乐

徐倩影 :离高考还有 4个月，我的高中生涯也快要结束了。
高三，忙碌而艰苦，却又充满着无数欢笑与泪水，绽放着青春
的绚丽。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清晨迎着月光自由地横穿跑道奔
向教室，习惯了每个晚修埋头苦干争分夺秒到宿舍关门前的
那刻踏着舍监的吆喝回到宿舍，习惯了同学们一下课就赶紧
抓起球拍在教室里对打或一群人在走廊“非法集会”，习惯了
我们晚修后在宿舍里津津有味地瓜分一袋方包。我也永远不
会忘记校运会前大家认认真真地练习项目快乐地流汗的身
影，不会忘记曾与我们一起笑的班主任，不会忘记身边与自己
共同为理想拼搏奋斗的每一个人，不会忘记每到周三周六来
探望孩子的家长们温柔而充满期盼的目光 ......一切依旧，而又
短暂。于是，我们将心中的不舍与希望，寄于仅有的这 4个月，
只要尽力了，便无悔。

统筹 黄佳 黄爱华

高三师生谈备考

“高考，狭路相逢勇者胜”

中山市侨中英才学校是中山市华侨中学与中
山市育才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创办的民办学校，是
中山市华侨中学优质教育品牌的直接延伸。设施
设备按省一级标准配置，学校拟以完全学校形式，
面向社会全面招生。学校由中山市首届名校长、中

山市十杰市民、原中山市华侨中学校长汪雅子担
任校长。中山市华侨中学派出领导和骨干教师对
学校进行全程管理和教学，学校将继承中山市华
侨中学“严管细抓、互动发展”的办学传统，以发
展、幸福、和谐为核心，努力构建和谐校园。同时，
与中山侨中实行同步一体化管理，着眼高素质创
新人才的全面发展和培养，努力使学生成为可用
之才和能用之才，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扎实基
础。

中山市侨中英才学校坐落于南区品牌社区万
科风景花园，东向苍翠五桂，背依风景名园，小河
蜿蜒，绿树摇曳，环境怡人，是读书圣地，文化乐
土。

四 大 特 色
中山市侨中英才学校有如下办学的四大特色。
一、名校、名师创办新名校。中山侨中是全国

一流的华侨中学，广东省一级学校，中山市规模最
大的重点学校之一，素以培养优秀人才著称，其优
质的教育品牌，科学严谨的管理，雄厚的师资队
伍，为英才学校的创办提供强力支持和保证。中山
首届名校长汪雅子领衔出任校长，侨中的一大批
名师将为英才学校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基础。

二、三位一体的完全学校。小学，初中，高中三
位一体。为孩子的发展提供全程各学段优质教育
服务。

三、小班化、个性化教育。进行小班化管理，充
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保证每个孩子都有充分
的个性发展空间。

四、用创新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学校用现代教
育的新理念，用创新教育的方式提高学生创新素
质与创新能力，培养现代化创新人才。 唐剑虹

英才学校
广育英才

当狂风在你耳边呼啸时，你只当它
微风拂面；当暴雨在你眼前倾泻时，你
只当它屋檐滴水；当闪电在你头顶肆虐
时，你只当它萤火流逝。人，决不能在逆
境面前屈服。

友情，是人生一笔受益匪浅的储蓄。这储蓄，是患难中
的倾囊相助，是错误道路上的逆耳忠言，是跌倒时的一把真
诚搀扶，是痛苦时抹去泪水的一缕春风。

读书，也是人生一笔获利丰厚的储蓄。这储蓄，是发现
未来的钥匙，是追求真理的阶梯，是超越前贤的基础，是参
与竞争的实力。

信任，是人生一笔弥足珍贵的储蓄。这储蓄，是流言袭
来时投向你的善意的目光，是前进道路上给你的坚定的陪
伴，是遇到困难时的全力以赴的支持，是遭受诬蔑时驱赶痛
苦一盏心灯。

滴水之所以能够穿石，原因起码有二：一是在于它们目
标专一，每一滴水都朝着同一方向，落在一个定点上；二是
在于它们持之以恒，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从未间断过这种
努力。由此及彼，我们可以想到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学者，在
它们身上，都体现了 "专 ""恒 "二字。

有的人生活得富有充实，是因为他具有驾驭生活的能
力；有的人生活得平庸无奇，是因为他缺乏战胜生活的勇
气。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而英雄，却常常难以用距离或时
间的密度来衡量的。

只有波涛汹涌的大海，才能创造出沙滩的光洁与柔软，
而平静的湖边，只好让污泥环绕；只有狂风暴雨，才能洗涤
污泥浊水，而和风细雨，只能留下泥沙；只有一望无际的森
林，才能创造出大地的翠绿与娇美，而孤独的树木，只好任
狂风摧残。

我们常常苦苦寻觅，幸福在哪儿？

幸 福 该 是 沙 漠中 一 片 清 凉 的 绿 洲
吧？我们跋山涉川，望眼欲穿，最终却只
见到几丛沙棘；幸福该是大海中的一颗
闪亮的珍珠吧？我们涉江探海，寻踪觅

迹，末了却只捡到几只贝壳；幸福该是旅途中的一座舒适的
城堡吧？我们饥餐渴饮，夜往晓行，最后却只找到一处陋
室；幸福该是山那边的一处桃红杏黄的花果园吧？我们千辛
万苦，气喘吁吁，终了却只见到几弯垂柳、几丛小草。

其实我们不要把幸福太理想化了，世上本没有完整无
缺的幸福。

有人不择手段地沽名钓誉，结果名声扫地；雷锋做好事
从不留名，却享誉神州；有人要写长留世上的文字，结果速
被遗忘；鲁迅惟愿文章速朽，却光耀千古。问天下文章几篇
能留住？繁星满天，只取一勾新月。有人千方百计地追求长
命，结果一生平庸。王勃英年早逝，却留下千古绝唱。问世
上几人声名传天下？恒河沙数，惟有钻石闪光。问古往今来
几人垂青史？大浪淘沙，只剩些许真金。

你不能左右天气，但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改变容貌，
但可以掌握自己。你不能预见明天，但可以珍惜今天。

帆清楚地知道：在大海上航行，难免会被风吹折，也可
能会被大海吞下，但这些危险决不会使帆低下高昂的头颅！
因为帆早已把生命交给了大海，也把死交给了大海。帆懂
得：如果离开了这沸腾的航海事业。帆即使活着，还不只是
一块闲置的破布。

当你为成绩和荣誉而自赏时，你应该想到：别人和你一
样，也有成功，有长处，因此切不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 ；
当你因挫折和失败而自卑时，你应该想到：你和别人一样，
也有失败，有痛苦，所以万不能妄自菲薄，自暴自弃。

黄佳

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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