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视课本知识
掌握答题技巧

赵晓玉!今年
!"

岁!现为周口经济

开发区赵寨小学学生"

赵晓玉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晓

玉及其姐姐弟弟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着

父母的疼爱!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

而!天有不测风云" 在晓玉刚满
#

岁时!

她的妈妈因意外不幸去世! 姐弟三人饱

尝失去至亲的痛苦"从此!爸爸外出打工

挣钱!晓玉和姐姐则留在家中一边读书!

一边照顾年幼的弟弟"面对不幸的遭遇!

晓玉选择了坚强和乐观! 旁人眼中的苦

难!在她看来只是生活对她的考验"她一

边努力学习! 一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撑

起了这个家!小小年龄就成了家里的#顶

梁柱$% 为了不让爸爸担心!

#

岁的晓玉

已经学会了刷碗&洗衣服&做饭" 因为只

有她学会了独立!才能为姐姐分担!才能

更好地照顾弟弟! 才能让在外辛苦工作

的爸爸放心"

如今!姐姐上了初中!晓玉身上的担

子更重了"因为姐姐要住校!一周只回家

两天! 其余的五天只有晓玉一个人照顾

弟弟"屋漏偏逢连阴雨"晓玉的爸爸工作

时不小心摔伤了腿回到家中!从此!晓玉

不仅要照顾弟弟!还要侍奉爸爸"即使这

样!晓玉依旧笑着!她总是哼着歌给爸爸

洗衣服!每天回到家!她都会跟爸爸讲一

些学校里发生的趣事逗爸爸开心" 在晓

玉的悉心照顾下! 她的爸爸渐渐好了起

来"

这就是赵晓玉!她坚强乐观&勇于担

当!无愧于'美德少年$的称号"

周口第六届!美德少年"先进事迹

赵晓玉!坚强乐观 勇于担当
!

记者 李一

'所有考点都能在课本上找到

相对应的知识点"$周口二高高三物

理备课组组长袁磊说!事实上!高考

题目源于课本!又不同于课本!这是

高考题的命题特点"现阶段!回归课

本! 复习基础知识! 并进行归纳总

结!十分重要"同时!要回顾错题!把

平时练习或考试中经常做错的题目

进行归纳整理!然后逐一重做!加深

印象!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此外!

在最后这段时间!要规范答题时间&

答题方法和书写格式! 调整好应试

心态"

周口一高物理老师刘铁林说!

在最后冲刺的时候要抓住重点!提

高复习效率" 考生应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万有引力&静电场&曲线运动&

摩擦力与弹力的分析& 电磁感应等

高频考点的复习上! 确保物理高考

的基础分数"同时!要有针对性地进

行考前复习!防止剑走偏锋&做无用

功"另外!试卷中'中等难度$题目所

占比重逐年增加!所以!考生在备考

过程中可大胆放弃各种复习资料中

出现的'难&偏&怪$题目"最后!考生

可对物理
!!

个必考实验以及选考

模块进行集中练习"这部分难度小!

但由于平时集中练习机会较少!所

以得分率较低! 故应把握最后的黄

金复习时期! 多做练习! 增强熟练

度"

!!!!!!

周口二高高级教师&生物备课

组组长任洪安建议!最后冲刺复习

时不能一味只是做题!要抽出一定

的时间翻阅课本!多背人教版教材

中黑体字印刷的结论性语言!注意

里面的关键词和关键句" 同时!要

把教材中所有的实验看一遍!注意

实验原理 &步骤 &特殊现象和观察

目标" 练习时!要规范语言!比照规

范答案做题!多用课本术语" 此外!

还必须做一些往年的高考真题!熟

悉高考试卷 ! 排除紧张感和恐惧

感" 做高考真题后!把自己书写的

答案和标准答案进行对比!找出不

足之处 ! 改正习惯性的书写性错

误"

周口一高生物老师李磊介绍!

高考生物试题一般分选择题和非

选择题两种 !掌握答题技巧 !可以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他建议!考

生做选择题时 !可用直选法 &淘汰

排除法&推理法等" 直选法是利用

掌握的生物基本概念!直接选出正

确选项(淘汰排除法是根据题干所

给的条件和提出的问题!将不合理

的答案逐一排除!从而获得正确答

案 (推理法是利用已给条件 !运用

生物学原理和概念进行逻辑推理!

从而获得正确答案% 在做非选择题

时!李磊建议!书写要工整规范!不

写错别字 !切忌字体潦草 (回答概

念时 !宜小不宜大 &宜具体不宜笼

统(表达要准确!切忌口语化!用生

物专用术语答题(尽量用题干和教

材中的原话组织答案!尽量不用自

己语言作答!避免出现'词不达意$

或'答非所问$现象%

高考冲刺

回归课本
抓住重点

物理

!

记者 李一

生物

!

记者 李一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

月
!

日!

商水县张庄乡中山希望小学校园里

气氛热烈&爱意浓浓% 民革周口市委

会第一&第二支部以及爱心商家为该

校留守儿童送来了新书包%

当日下午!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

十余名党员把新书包拿下车后!孩子

们一个个欢呼雀跃% 领到新书包后!

孩子们很兴奋! 迫不及待地试背书

包% #这书包真好! 我真怕把它弄脏

了% $一年级的小宇捧着手中的书包

如视珍宝%

据介绍! 中山希望小学一共有

%!"

名学生!其中
!#&

名是留守儿童%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唤起社会各

界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和关注% $民革

周口市委会一负责人说!今后将继续

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让更多的孩

子感受到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爱%

据了解!近年来!民革周口市委会

一直关心留守儿童和困难学生的成

长!开展了#伸出博爱之手+++民革基

层组织牵手困难群众$活动!为贫困生

发放助学金( 为中山希望小学捐赠电

脑&图书&学习用品等%此外!民革周口

市委会还在'同心$基地开展各类活动

!'

余次!捐赠图书
$'''

多册&电脑
!"

台&电子琴
!

架&乒乓球案
"

个&篮球

架
!

个!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

若干!累计投入资金
$'

多万元%

民革周口市委会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高考临近!一

批学子又将奔赴考场% 为了给考生营

造良好的考试氛围! 确保考生准时到

达考场! 日前! 周口义工委员会发起

'爱心送考 $活动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

私家车& 出租车等各类爱心车辆及爱

心司机%截至昨日下午!已有
!%'

名车

主加入'爱心送考$队伍%

'如果你是充满爱心的出租车车

主!或者你想驾驶私家车为参加高考的

学生提供帮助!或者你的企业想为守候

在考场外焦急等待的家长提供饮用水&

太阳伞&纸巾等物品,,那就报名加入

我们吧% 我们将组成一支庞大的-爱心

送考.队伍!全面展示我市公益活动的

影响力% $倡议发出后!不仅引发了爱心

市民的踊跃报名!而且得到了考生及家

长的'点赞$%

据介绍 !今年高考期间 !所有 '爱

心送考$车辆将统一贴上相关标志!考

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免费乘坐% 为保障

'爱心送考$活动有序&安全开展!主办

方对参加'爱心送考$活动的车主们提

出了必须有驾照且驾驶经验丰富 !无

重大交通事故记录(车辆手续合法!车

况良好(富有爱心并热衷公益事业(高

考期间!在驾车行驶过程中!遇到需要

帮助的考生及家长!应及时停车!给予

帮助 (高考期间 !要文明用语 !严禁打

听考生考试情况!严禁使用车上音响(

不能开快车! 不要给考生造成心理压

力等条件% 同时还可以通过'结对子$

的方式 !实行定点 &定人接送 !有需要

的考生可提前拨打电话
!"(')$##&%%

&

!"(%""#''##

报名% 另外!高考期间!我

市义工还将在考点区域! 协助交警进

行文明劝导! 并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志

愿服务%

'为合理调配爱心车辆!我们的报

名时间到本周日结束! 想要奉献爱心

的车主们请抓紧时间报名% $周口义工

委员会爱心车队队长张合领告诉记

者! 我市出租车雷锋车队的爱心司机

将全程参与此次活动%

我市义工发起"爱心送考#活动
百余名车主免费接送考生

!

社会民生组版编辑!窦 赢 电话!

!"#$!%$

!"!"

年
"

月
#

日 &*'()*+,,-./0*1234'

李之龙!

!#&)

年生! 湖北沔阳杜

窑人!

!&%!

年
!%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年夏!李之龙在淮阳省立第四中

学以教员身份开展党的活动!播撒革

命火种!揭开了周口党的历史上灿烂

辉煌的第一页!他本人也作为周口党

史第一人!永载周口党史史册%

播撒豫东革命火种

!&%%

年夏!在开封活动的中共党

员李之龙 !因身份暴露 !被迫到淮阳

省立第四中学任英文教员 % 在教学

中!李之龙利用一切机会 !向学生宣

传和灌输进步思想% 李之龙在淮阳期

间! 除在当地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外!

还联系和指导开封及郑州铁路工人

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展活动!筹建

团组织! 并于
!&%%

年
!'

月给当时的

团中央负责人俞秀松写信 ! 汇报淮

阳&开封 &郑州等地党的活动开展情

况 ! 并提出要在河南建立地方团组

织!请俞秀松寄送团的章程%

由于校方扣压教师工资!勾结地

方劣绅& 压制学生革命活动的行为!

一些进步师生产生了不满情绪% 李之

龙便组织淮阳省立第四中学的师生!

和封建学校的旧官僚展开了针锋相

对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李之龙共产

党员的身份也因此暴露了 !

!&%%

年

底!他离开了淮阳%

成为黄埔生中第一个将军

!&%+

年
+

月!李之龙考入黄埔军

校第一期!编在学生第二队%

)

月!国

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成立!他又

以学生代表的身份担任第一届执委%

执委
(

人中!除蒋介石和陈复外!李之

龙等
"

人均为共产党员%后来!李之龙

参加第一次东征!任学生军教导团营

党代表% 因表现出色!李之龙调任国

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兼海军参

谋厅厅长!授少将军衔%

!&%$

年
!

月!

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离职回

国!李之龙升任代理局长 !并被授予

中将军衔!后又兼任中山舰舰长%

"中山舰事件#中遭陷害被捕

!&%$

年
"

月
!#

日! 黄埔军校交

通股长欧阳钟亲赴海军局! 称奉命需

要海军局派两艘得力军舰开赴黄埔听

候调遣% 随后!李之龙调宝璧&中山两

舰赴黄埔听命% 翌日晨!宝璧&中山两

舰先后启航前往% 当中山舰抵达黄埔

后!邓演达称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蒋

介石则指示将中山舰调回广州%这时!

属于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开始放

出谣言!称'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

要造反$和'共产派谋倒蒋&翻国民政

府!建立工农政府$等 %

"

月
%'

日凌

晨!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并任命欧阳

格 !欧阳钟的叔父" 时任海军学校校

长#为海军舰队临时总指挥!并逮捕了

李之龙!解除中山舰武装!并派兵包围

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以& 苏联顾问和共

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共产党机关%

英勇就义

!&%)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

变!国共分裂%李之龙在中央人民俱乐

部主办的 /人民日报 0上发表 /'三二

!$反革命政变真相0一文!揭露'中山

舰事件$真相!公开痛斥蒋介石%

宁汉合流后! 李之龙在武汉秘密

组织新海军社!从事兵运工作%随后潜

往上海!企图策动中山&宝璧&自由等

军舰起义% 不久!他又潜往广州!以港

商身份从事海军兵运工作% 后因身份

暴露!被迫东渡日本%

!&%#

年
%

月
$

日! 李之龙从日本

乘坐邮轮经香港秘密回到广州! 准备

继续在海军中进行策反工作%一下船!

其行踪就被特务发现! 并于回广当晚

被捕% 次日!蒋介石得知李之龙被捕!

立即发电报给主持广州'清党$运动的

李济深!命令其把李之龙解往南京!并

于
%

月
#

日!以'策动海军叛乱$罪名

判处李之龙死刑%最终!李之龙于广州

黄花岗英勇就义!时年
"!

岁%临刑前!

李之龙给妻子的遗书上写道1'我的革

命工作现在结束了!请不要悲伤!希望

你把孩子抚养成人! 继承我未完成的

革命事业% $

!资料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周口党史第一人$$$李之龙

!

昨日上午
&

时"记者在市区大庆路南段看到"一些电动车依然行驶在快车

道上"而且还存在车辆乱停乱放现象"道路交通状况较差% 记者 沈湛 摄

曝光台

本报讯 近日! 郸城县妇联和团

县委联合开展'共建美丽家园!共享

幸福生活$志愿服务活动%

当天!

)'

多名志愿者分工合作!

对县城新华路主干道两侧的生活垃

圾和废弃物进行清理!对车辆乱停乱

放&行人闯红灯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导%同时向全县妇女同胞和青少年们

发出'共建美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

倡议!要求他们用实际行动参与到省

级文明县城创建中来%

据了解!郸城县妇联要求各乡镇

)办事处&产业集聚区*妇联&县直单

位妇委会积极行动起来!充分发挥妇

联组织优势!倡导广大妇女同胞争做

志愿者&争当文明先锋!积极参与文

明县城创建!为建设美丽郸城贡献力

量% !朱素华$

郸城开展"共建美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志愿服务活动

!

日前"周口师范学院设计学院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举办了一场欢送晚会"希望他们踏入社会后能好好地工作和生

活% 晚会主题积极向上&寓教于乐"受到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记者 李兵 摄

周口市委 $%!"年第二批巡察各组联系举报方式一览表

组别 组长及副组长 举报反映方式 信访接待窗口

第一巡察组
组 长1翟水库

副组长1何建康

接收举报电话1

!))'"#)'!!'

接收短信手机1

!))'"#)('!!

邮政信箱1川汇区育新街中段

%+

号!市委第一巡察组收

电子邮箱1

,-./0123,4!$"5367

市发改委1 七一路原市政府南楼发改委

$!'

房间

)接收举报电话1

#%#'"'&

*

市畜牧局1 八一路与永宁路交叉口西
%''

米市畜牧局办公楼
!'!

房间

)接收举报电话1

#(&'%%&

*

第二巡察组
组 长1张锦银

副组长1夏立文

接收举报电话1

!))'"#)$)!!

接收短信手机1

!))'"#)'!!%

邮政信箱1川汇区育新街中段

%+

号!市委第二巡察组收

电子邮箱1

,-0823,4!$"5367

市水利局1七一路与八一路交叉口市水利

局办公楼七楼信访接待室

市林业局1黄河路西段
"$&

号市林业局办

公楼
"!"

房间

第三巡察组
组 长1黎心杰

副组长1赵 勇

接收举报电话1

!))'"#)'!!"

接收短信手机1

!))'"#)&#))

邮政信箱1川汇区育新街中段

%+

号!市委第三巡察组收

电子邮箱1

,-./0.23,4!$"5367

市人社局1局机关工农路办公区二楼信访

科市委第三巡察组接待处

市农科院1市农科院办公楼二楼行政会议

室市委第三巡察组接待处

第四巡察组 组 长1范仲杰

接收举报电话1

!))'"#)))!(

接收短信手机1

!))'"#)'!!+

邮政信箱1 川汇区育新街中段

%+

号!市委第四巡察组收

电子邮箱1

!))'"#)'!!+4!#&539

市农业局1局机关办公楼三楼信访接待室

市农机局1局机关办公楼三楼信访接待室

第五巡察组
组 长1张义坤

副组长1褚洪林

接收举报电话1

!))'"#)&"%%

接收短信手机1

!))'"#)("%%

邮政信箱1川汇区育新街中段

%+

号!市委第五巡察组收

电子信箱1

./0/23,("%%4!$"5367

市财政局1局机关办公大楼二楼
%')

室

市委农办1市人大政协办公楼九楼
&'"+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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