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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二高高级教师!高三历史备

课组组长牛进伟介绍" 在经过一!二

轮复习后"

!

月份的复习开始做大量

的模拟训练"这时"很多考生往往忽

视了课本知识" 纯粹为了做题而做

题" 结果容易出现考试答题脱离教

材" 或者是结论性的语言理解不到

位! 概念性的知识记忆不准确的情

况# 近几年"高考文综历史卷得分偏

低"究其原因"是由于基础知识不扎

实!应变能力差造成的$因此"回归课

本%依据考纲!夯实基础是当务之急$

牛进伟建议考生" 现阶段应全

面掌握基础知识" 不仅要掌握教材

中的目录!正文!小字!注释!课本插

图!年表!课后习题等"还应掌握教

材涉及的历史事实!历史概念!历史

结论!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及其主要

活动! 历史事件及其基本线索和发

展过程等内容$ 只有准确理解!深刻

挖掘其内涵" 才能掌握历史基础知

识"为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奠定基础&

也只有掌握历史的基础知识" 才能

应对高考命题的发展变化$

周口一高高级教师许杉说"现阶

段" 考生应按时间调整复习计划"对

照'考试大纲("以
"#

天为一个周期

进行复习# 要精做习题"做一遍近三

年新课程高考试题# 每一次考试之

后"要反思失分原因"特别是做错的

题目"更要思考错在哪里"这样才能

有针对性地复习# 在做题习惯上"要

进行限时训练"提升做题速度"改掉

只做选择题%不做非选择题"对材料

解析题只看%只想%不动笔的坏习惯#

在做题方法和技巧方面" 许杉

介绍"对于选择题"要仔细审题"看

清题干和选项"读懂材料"分析历史

事件和现象的本质"由表及里"去伪

存真# 对于填图题%识图题"要看清

图表"回顾所学"分析图表的历史背

景后再作答# 对于材料解析题"要先

看材料出处" 大致断定材料反映的

是什么时期的内容" 然后带着问题

审材料"获取有效信息")结合材料*

得出答案$

当然"在最后的复习阶段"考生

要和老师!同学多沟通!多交流"努

力克服错误的应试心态" 把自己调

整到最佳状态"做到不怕不急!从容

应对$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奉献一片爱

心"温暖整座城市$为了表达对环卫工人

的敬意"

!

月
"$

日" 周口义工开展关爱

环卫工人发放红枣活动$

当日
%

时许" 在文昌大道与八一大

道交叉口东北角"记者看到"义工们正在

把分装好的红枣卸下车" 虽然天气并不

是很热" 但大多数义工的头上都冒出了

汗珠$

$

时许" 闻讯的环卫工人陆续赶

来"当他们从义工手中接过红枣时"脸上

都露出了笑容$

今年
&'

岁的朱玉莲负责常青街中

段+交通大道至七一路,的垃圾清扫和路

面保洁工作" 不管风霜雨雪还是炎炎烈

日"她都把街道清扫得一尘不染$ )虽然

苦点儿!累点儿"但是看到道路因我们的

清扫而变得干净!整洁"我觉得很自豪$*

朱玉莲说" 希望市民能多体谅环卫工人

的辛苦"共同构建美好城市$

)非常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爱"

我一定好好工作 " 把城市打扫得更干

净$ *领到红枣的何献礼高兴地说$

周口义工委员会会长郭宗辉介绍"

此次发放的红枣全部来自爱心市民的捐

赠"一共有
"###

多公斤$ 为了让市区每

位环卫工人都能领到红枣" 他们提前一

天组织义工对红枣进行了分装$

)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他们用

汗水换来了城市的整洁面貌$目前"我市

正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环卫工人非常

辛苦"为创建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 同时也希望市民能多关心环卫

工人"多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 *郭宗辉

如是说$

)高考临近" 越到最后时刻"潜

力越容易被激发" 学习效率和成绩

也就越容易提升$数学也不例外"关

键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周口一

高数学老师魏云霞说" 考生要有针

对性地剖析失分点"掌握方法"强化

训练"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复习$

魏云霞说"考生可以按照函数

与导数!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统计

与概率 !三角函数 !数列几个板块

进行归纳整理"找到自己不足的地

方"再把某一板块的问题细化到具

体的知识点上"以便找准问题$ 找

到问题后 "要以教材为起点 "从易

到难 "逐步进行强化训练 "以达到

真正理解知识点!掌握知识点的目

的$ 此外"要坚持一周两练"对近
!

年或者
"#

年的约
(#

套全国卷进行

反复练习"从而熟悉出题人的文字

语言和出题风格"保持做题速度和

感觉$

)数学想考高分"答题技巧是关

键$ *周口二高高三数学备课组组

长程明建议"在考场应试答题技巧

上"对不会做的题目要进行 )四步

直译 *"即把题目中的文字 !式子 !

图形等逐一翻译"能翻译多少就写

多少"这就是分数$ 另外"要掌握一

些圆锥曲线!数列等的口算和特殊

结论 "就算不会写完整过程 "只要

把最后答案写正确了"在考试阅卷

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得分的几率也

是非常大的$ 最后"要仔细研究近

几年的高考真题"因为标准考试题

目设置的陷阱一般都是有基本套

路的"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失分$

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

月
"%

日

上午" 市公安局数名特警队员走进融辉

幼儿园"开展)特警进校园"护卫天使*活

动$

当天" 特警队员们通过生动活泼的

互动问答!情景模拟表演等形式"讲解了

日常生活中的)不跟陌生人讲话*!)不到

危险的地方玩耍*等安全常识"并现场给

幼儿园安保人员!教师传授了防护技巧$

据了解"暑假即将到来"市公安局派

遣特警队员走进校园" 开展安全教育活

动" 向师生介绍有关安全知识和生活自

救方法等"增强师生防范危险!预防事故

的意识$

市特警支队三大队突击队员焦良

说" 本次进校园主要针对稚龄儿童这个

群体"下一步"他们还将针对中学生及不

同群体开展护卫行动$

!!!!!!

本报讯 +记者 刘琰, )送出一本

书" 传出一份爱" 成就一个梦--*

!

月
"$

日上午"共青团周口市委开展的

)

!

.

"$

希望工程助学公益日*活动在商

水县大武乡北极星学校举行$

活动当天" 北极星学校校长对爱

心捐赠单位和人士以及志愿者表示

衷心感谢" 并表示今后会努力办好教

育"照顾好学校留守儿童的生活"让他

们更多地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

心和爱护$ 爱心捐赠人士代表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讲话$ 团市委负责人号召

更多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积极参加

助学公益活动$

据了解" 此次活动是由爱心人士

张智博通过手机微信发起的"利用募集

到的
)###

元善款购买了图书和相关设

备"为北极星学校打造了校园图书馆$

活动结束后" 周口爱佑公益协会

为该校学生上了一堂题为 '爱护我们

的身体(的公益课$

团市委开展!!""#希望工程助学公益日#活动

!!!!!!

本报讯 +记者 普淑娟 ,

!

月
"%

日 " 我市艺术精品送市民活动首场演

出在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李埠口

乡拉开帷幕$

当天"来自商水豫剧团的多名演员

为当地群众表演了 '义烈女 (%'三娘教

子(等精品剧目 "送去了一场精彩绝伦

的视听盛宴$

据了解"本次艺术精品送市民活动

是由市委%市政府主办 "市文广新局承

办的 $ 我市文化部门选取了多家优秀

艺术表演团体 " 在中心城区为广大市

民表演精品剧目$ 演出场次安排为/川

汇区社区
&

场 %人民会堂
(

场 %关帝庙

文化广场
&

场 %东新区
%

场 %物流港区

%

场$ 演出时间将一直持续到
"#

月份"

让更多市民品尝到正宗的周口 )文化

大餐*$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昨日"记者从

市统计局获悉"

'

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
*+,-.

同比上涨
"/$0

"其中城市

上涨
"/$0

"农村上涨
"/$0

$

'

月份"八大类商品价格呈现)六涨

一平一降*态势"上涨幅度最大的是食品

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
'/"0

&其次是衣

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10

&教育文化和

娱乐类价格同比上涨
(/'0

&其他用品和

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0

&居住类价格

同比上涨
#/%0

&医疗保健类价格同比上

涨
#/!0

$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持

平"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下降
(/"0

$

调查数据显示"

'

月份"我市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环比比上月下降
#/)0

"其

中食品烟酒类下降
"/$0

$ 鲜菜%瓜果价

格下降是食品价格下降的主要因素$

此外"记者在调查数据上看到"

'

月

份"食品烟酒类价格中"鲜菜类价格涨势

最为明显"同比上涨
($/'0

&紧跟其后的

是畜肉类价格"同比上涨
(#/#0

$ 而鲜果

类价格和蛋价则呈现下降趋势" 鲜果类

价格同比下降
((/&0

" 蛋类价格同比下

降
(/%0

$ !线索提供"赫海峰#

!

社会民生组版编辑!窦 赢 电话!

!"#$!%$

!"!"

年
#

月
$%

日 &2'()*+,,-./0*1234'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

月
"$

日

上午" 市文明办牵头组织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市城管办%市文明委等职能部

门代表以及新闻媒体记者组成督查考

评组"在四个区城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的

陪同下"对中心城区打造的)文明路*%

)严管街* 以及次干道的市容环境卫生

和交通秩序集中治理情况进行督查考

评$

督查考评组一行先后到七一路%八

一大道 %开元大道 %中州大道 %文昌大

道%府苑路%庆丰路%政通路%武盛大道%

周项路%港二路%常青路%未来路等主次

干道检查发现"经过川汇区%开发区城

管环卫部门和市交警支队的精细化管

理")示范路*八一大道%)严管街*中州

大道的交通秩序和沿线市容环境卫生

治理工作均有很大提升"两个区的各项

城市管理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在东新区)示范路*庆丰路与周口

大道交叉口" 督查考评组一行看到"除

了建业森林半岛和昌建新世界门前自

建了两处街角游园外"在该路口的西北

角和东北角"东新区城管部门又斥资精

心修建了两个新的街角游园$特别是即

将建成的东北角游园"很远就能看到工

程已接近尾声"矗立在路边的)开放%文

明%创新%崛起*

%

个代表我市城市精神

的立体大字在市标'印象周口(红色篆

书印章雕塑和市花荷花造型景观灯的

衬托下显得动感十足%精巧别致"中间

还新植了一棵一人环抱粗的市树国槐"

景色分外美丽$四个街角游园将成为周

口大道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港口物

流产业集聚区新建成通车的港二路%常

青路及未来路沿线"督查考评组一行看

到" 道路上新施划的交通标线科学合

理" 道路两侧绿化带修剪错落有致"行

道树和花木景观颜色分明% 十分养眼"

已初具大都市风范$

督查行动结束后"参与考评人员根

据现场见闻进行了打分$在交通秩序管

理上 " 市交警支队以
)$/!!

分获得良

评&在市容及环境治理方面"市经济开

发区%东新区以
%%/&'

分的相同分值并

列本次考评第一"川汇区以
%%/##

分的

微弱劣势名列第三"港区以
%)/##

分排

名第四$ 根据相关考核办法"本次考评

将作为中心城区
!

月份城市管理工作

最终排名的一项重要依据$

市文明办牵头督查考评中心城区 !月份城市管理工作

开发区东新区市容环境整治工作并列第一

本报讯 +记者 马月红, 昨日"记

者从市人社局获悉 "本月起 "我市再

次下调失业保险费率"继续为企业减

负$

据悉"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失业保

险参保人数为
1'/'

万人$ 从去年
1

月

"

日起" 河南省行政区域内的失业保

险费率暂由
10

降至
(0

"其中"用人单

位失业保险费率由
(0

降为
"/56

"个

人由
"0

降为
#/!0

$ 从今年
!

月
"

日

起"失业保险费率再次下调"在原基础

上再降低
#/!

个百分点 " 由
(0

降为

"/!0

"其中"单位缴费比例降低
#/1

个

百分点" 由目前的
"/!0

降为
"/(0

&个

人缴费比例降低
#/(

个百分点" 由目

前的
#/!0

降为
#/10

$ 降低费率的期限

暂按两年执行$

新政出台后 " 对于参保人员来

说"最关心的就是未来自身的社会保

险待遇$ 对此"市人社局失业保险中

心有关负责人说"失业保险费率下调

后"不会影响失业保险待遇$

本报讯 +记者 马月红 , 记者昨

日从市人社局获悉 " 从本月起阶段

性降低企业社会保险费率 $ 此次降

低费率的期限暂按两年执行 $ 据了

解 "此次 "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由
(#0

降为
"$0

$

截至去年
"(

月底" 我市企业职

工参保人数为
'$%#'&

人 " 其中在职

参保人数为
11('&&

人$

新政出台后 " 对于参保人员来

说 " 最关心的就是未来自身的社会

保险待遇 $ 对此 "新政明确规定 "各

级财政部门要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

构 "加大对社会保险的投入力度 "确

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

付$

$月份$我市%&'同比上涨 "(#)

八大类商品价格)六涨一平一降*

本月起我市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会保险费率

本月起我市再次下调失业保险费率

我市艺术精品送市民
首场演出拉开帷幕

!

昨日$项城市一名环卫工人正在认真工作% 据了解$项城市围绕&建设美丽宜居的中等城市'目标$在巩固省级文明

城市(省级园林城市(省级卫生城市的基础上$加强城市管理$提升城市品位$争创国家级卫生城市(园林城市%

邝群英 摄

数学%掌握方法 强化训练
!

李一

历史%回归课本 夯实基础

我市特警!护卫
天使 #进校园

义工街头派送红枣

本报讯 家中用电正常" 为何电费

陡增十倍0 这令市民张大娘百思不得其

解$

!

月
")

日"电力部门工作人员通过

检查发现"这是由于张大娘家中线路老

化漏电造成的$

当日"张大娘来到市区大庆路国家

电网营业厅缴电费"查询结果后让她大

吃一惊$ )大娘"您这个月应缴
"(&1

元"

是不是感觉太多了啊0 *营业厅工作人

员李晶晶看着焦急的张大娘关切地询

问$ )是啊"家里就我们老两口"平时电

费都是百十块钱 " 这个月咋会那么多

呢1 *张大娘回答说$ )大娘"您别急"我

联系一下抄表人员"帮您看看是什么情

况$ *李晶晶安慰她说$ 经现场勘查"张

伟发现"张大娘家中有一条线路老化非

常严重 "出现破损 "破口处接触到铁钉

导致发生漏电现象$ 得知原因后"老两

口懊恼不已$

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张伟

为张大娘办理了 )费控业务 *"通过 )预

付费*的方式"帮其控制用电量"超出阀

值后"电表会通过电网系统自动发出预

警短信"直至停电"避免因漏电%被偷窃

电能和超预期用电情况的发生$

)张伟 蒋朝斌#

线路老化漏电 电费陡增十倍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

岁"花一样

的年龄$ 然而"对于家住川汇区赵寨村

的赵璐璐来说" 一切梦想都破灭了"去

年
"#

月底" 他被确诊患有非霍奇金淋

巴瘤和噬血细胞综合征$

就读郑州某大学的赵璐璐"从小勤

奋好学且非常有礼貌$

(#"!

年
$

月底"

因军训受伤回到家中的赵璐璐在干农

活时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 在周

口治疗一段时间后 " 由于没有明显好

转"赵璐璐到郑州 %北京等地的多家医

院诊治$ 最后"赵璐璐被确诊患上了非

霍奇金淋巴瘤和噬血细胞综合征$

非霍奇金淋巴瘤是恶性淋巴瘤的

一大类型"在我国发病率极低$ 自患病

以来"赵璐璐的父亲赵明伟到处借钱给

孩子看病$ 赵明伟说"现在赵璐璐已经

化疗
!

次 " 每次化疗费至少需要
1

万

元"家里早已花光了所有积蓄 "并且负

债累累$ 而医生告知"赵璐璐需要继续

化疗 "待病情稳定后 "才能检查是否可

以进行骨髓移植"后期治疗费用目前无

法估算$

昨日"赵明伟向记者讲述了赵璐璐

化疗后的最新状况$ 目前"赵璐璐的身

体状况相比发病之初有了很大改善"医

生告诫还需要持续治疗"否则将前功尽

弃$ )前期巨大的医疗费已把我们这个

农村家庭压得喘不过气"但是我们不愿

意半途而废"希望社会上的好心人能够

救救我可怜的孩子$ *赵明伟说"得知赵

璐璐的不幸遭遇后"赵璐璐的高中同学

在网上发起了募捐"很多爱心人士纷纷

献出爱心 " 并鼓励赵璐璐早日战胜病

魔$

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您愿意伸出

援手 "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 "可以与赵

明伟直接联系"电话/

"1#)"#&(%)%

$

农家大学生患上淋巴瘤
高昂治疗费愁坏家人

!

李一

关爱环卫工人

迎接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