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 2019 年高考已不足百日，为了

帮助家长更好地协助孩子备考， 由本报

主办、贵州普学教育科技公司承办的“高

考公益讲堂活动” ，将在本周六（3 月 16

日）下午 14时在报业大厦 17楼举行。

本期讲座主题为《考生如何根据模

拟成绩定位目标大学》， 内容包括 2018

年贵州省高考志愿填报现状分析、 如何

将模拟成绩对标高考成绩、 如何根据模

拟成绩定位目标大学等。

活动报名热线：0851—82276392。

招募名额：50人，报满即止。 活动也欢迎

高一、高二家长报名参与。

讲座地址：贵阳市中山东路报业大厦

17楼会议室。

据悉，从 2019年 3 月至 5 月，“高考

公益讲堂活动” 每月举办两场，6 月将举

办五场。 每期讲座将邀请高校招办负责

人、学科教授、志愿填报研究专家、知名

企业人事部门负责人等， 内容涵盖职业

规划、 志愿填报政策讲解以及高校学科

分类等，敬请家长关注。 同时欢迎有意助

力 2019 年度高考的爱心人士、 学校、活

动冠名企业共同参与。

活动合作咨询：13885199302 （龚老

师）。 本报记者

近日， 贵阳二十八中组织了“2019

年我们这样学雷锋”的系列活动。

3 月 4 日上午， 贵阳市二十八中开

展了主题为“新时代，我们这样学雷锋”

校会。 3 月 5 月上午 10 点，学校共青团

员和少先队员代表来到月亮岩垃圾站，

向环卫工人送上大米。 在“做一个环保

雷锋” 活动中，同学们从月亮岩垃圾站

出发，沿路捡拾垃圾，将垃圾进行分类处

理。 一路上，“小雷锋” 们还对不少行人

的违规交通行为进行了制止和劝导。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打造智慧教育平台

助推教育均衡发展

日前,白云区推行“大数据 +大教育”模

式，通过研发“全国名师课堂”“校餐云”

等系统，打造智慧教育，形成学校各个环

节智能信息终端，构建教学、教研、学生

学习等一体化、 智能化的大数据教育云

平台,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截至目前， 白云区 22 所学校建起

“全面名师课堂” ，2.81 万学生受益；白

云一高、白云二小建起“智课系统” ，110

名学生受益；10 所学校启用 “云教研系

统” ，1.61 万名学生和 20 多名教研员受

益； 白云一小、 二小引入 “安全国栏系

统” ，3720名学生直接受益。

白云区通过建立 “白云智慧教育

云” ， 在全省率先形成了 “八项示范应

用” 。“教有名师”版块，实现了全区学生

享有全国最顶尖的名师上课， 解决了优

质资源不足的问题。 本报记者 李雯文

近日， 女童保护基金贵阳新闻旅业

团队走进贵阳市省府路小学， 志愿者讲

师贺金云为该校的 150 名学生带来一堂

“爱护我们的身体” 儿童防性侵课程，并

发放儿童防性侵手册 150本。

活动中，贺老师首先科普了“女童保

护组织” ，向同学们介绍了现实中的性侵

害行为。 明确了性侵害概念后，贺老师提

醒同学们不随便跟陌生人走、 不和陌生

人视频聊天、不随便接受陌生人的物品、

不随便搭乘陌生人的车、 出门征得家长

同意并结伴而行等， 最大程度防范性侵

害、 保护自己的身体。 贺老师告诉孩子

们，性侵害不仅来至陌生人，对熟人可能

带来的性侵害也要防范。 最后，贺老师就

性侵害正在发生时应该如何应对， 通过

场景模拟形式， 向孩子们传授了具体应

对方法。 本报记者 孙维娜

2019 年贵阳市一模地理试题

延续了近年来高考试题的基本立

意和脉络，紧扣《考试大纲》，以提

升学科核心素养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 考查学科关键能力和思维品

质，起到了阶段性检测和能力考查

的目的。

一、试题特征

1、 突出考查地理学科的本质

和价值，较为全面的考查了《考试

大纲》 涵盖的主要内容。 包括地

形、地球运动、水、大气、交通、城

市、农业、工业、商贸、旅游及环境

保护等主干知识。 文字分析、景观

图、示意图、等值线图、经纬网图、

气候资料图、区域图等多种形式。

2、紧扣时代旋律，树立文化自

信。 第 3、4题以“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苏州檀香扇” 为切入点，考查

相关地理知识， 与 2017年全国Ⅲ

卷 “剪纸艺术” 、2018 年 “油纸

伞”试题立意一脉相承。 传递了人

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之美，彰显文化

自信，凸显立德树人价值导向。

3、情景设计联系实际，贴近学

生认知水平，考查地理实践力。 如

1、2 题涉及到的 “高速铁路” 和

“普速铁路”是学生常见的交通运

输方式。 5、6题以梵净山黔金丝猴

为为切入点进行考查，对熟悉黔灵

山公园的植被和灵长类动物生活

习性的贵阳考生来说，试题就是身

边的生活。

4、 考查学生区域认知和综合

思维能力。 如 36题以西非的利比

里亚为区域背景，通过地形、降水、

河流、木材加工等考查学生描述和

阐释地理事物、地理基本原理与规

律的能力。 37 题（3）问考查了学

生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的能力。

二、复习建议

1、以“大纲为据、真题为先” 。

强化地理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复

习，完善知识结构，不留盲点。

2、以点带面、触类旁通，有针

对性的进行选择题专项训练。自然

地理侧重于理清地理规律和地理

原理，培养学生调动和运用地理知

识、基本技能的能力。 人口城市特

别关注基本概念，以及数量和比重

之间的关系。工业和农业部分关键

在于培养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

息的能力，通过有关地理事物定性

和定量信息的分析，以提高选择题

的准确率。

3、 综合题的训练要将模块化

试题和开放性试题区别对待。模块

化试题，要理清答题要点，注重分

析思维过程。 近年来的高考试题

中，开放性试题比例增加，通过对

材料进行分析、加工、整合成试题

答案。

在最后 80 多天的冲刺时间

里，要注重归纳总结、精讲精练，厘

清每一道题的解题思路，精准每一

道题涵盖的地理知识和地理原理，

从一道题到一类题，进行题型转换

与原题改编，让冲刺阶段的地理复

习省时省力、行之有效。

本报记者 谢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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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9 贵阳市高三一模各科考试均已结束，通过此次考试，高三学子不仅了解了自己的

复习备考情况，同时对二轮复习也提供了指导和方向。

针对“本次考试难度大不大” 、“试题类型有什么变化” 、“考察方向有没有调整” 等众多学子

和家长关心的问题，本报记者邀请了贵阳一中、贵阳乐湾国际实验学校、贵州师大附中三所学校的

名师陆续对各科试卷予以详尽的分析和解读，并给各位考生提供今后的复习建议。

扫描二维码

关注黔学堂

政治：突出学科素养 体现时代特色

王晓祥 贵州师大附中特级教师

考查的知识点均在 《考试大

纲》范围，没有偏难怪题，试题排

列与 2018年全国卷一致。 难度低

于 2017年、2018年的一模试题。

一、试题特点

1、 突出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试题突出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

治意识、 公共参与的政治学科核

心素养要求。第 13、19、20、22、23、

39 题突出培育政治认同这一核心

素养， 第 15、16、21、40 题突出培

育科学精神这一核心素养， 第一

39 题突出法治意识的培养，第 17

题突出培育公共参与这一核心素

养。

2、围绕主干、基础为重：试题

围绕学科主干，突出基础考查。 如

价格变动的影响、宏观调控、提高

开放型经济水平、基层群众自治、

文化自信、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辩

证否定、价值观、企业的经营、党

的建设、意识的能动作用、文化的

作用等。

3、体现时代特色，紧密结合

时政：无论是选择题或是主观题，

在选材上突出了时政热点， 考查

学生对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

政治事件、经济趋势、科技成就的

关注与了解。 例如脱贫攻坚、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 建国 70

周年、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嫦

娥四号对月球的探测、 港珠澳大

桥的开通、对民营经济的支持等。

4、考查四种能力：高考所要

求的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描

述和阐释事物的能力、 调动和运

用知识的能力、 论证和探究问题

的能力，在试题中均有呈现。

二、复习建议

1、夯实基础：近几年的高考

政治试题， 不论其背景材料是什

么， 最终解答的知识均来自于教

材。 不必费神去研究命题者会如

何设问、从何角度设问，不如以退

为进，根据《考纲》及教材，紧紧

抓好基础知识的复习， 形成知识

网络，以不变应万变。

2、关注热点：政治试题有强

烈的时代烙印， 以当年的重大时

事或以一些传统的热点问题为背

景材料，运用所学理论进行分析。

因此在复习中要关注时政热点，

2019 年可关注建国 70 周年、五四

运动 100 周年、 国家对民营经济

的支持、进博会、港珠澳大桥的开

通等， 将这些热点与教材知识结

合，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3、规范答题：主观题时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走出答得越多

越好的误区。 建议同学仔细揣摩

近三年的高考试题及答案， 熟悉

设问方式及答题要求，规范解答。

历史：把握时代脉络 重在能力考查

李其胜 贵州师大附中历史特级教师

贵阳市 2019年高三第一次适

应性考试，历史学科紧扣 2019 年

考试大纲， 在考查学生历史学科

素养的同时， 兼顾考查学生多方

面的能力， 为迎战高考有较大帮

助。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12 道客观题多角度、多层

次围绕 “历史学科的五大核心素

养”进行了考查。

例如 28题“红四军党代会”

题、29 题刘少奇“天津讲话” 题、

31题等，重点考查“唯物史观” 和

“家国情怀 ” ；25、28、30 题考查

“时空观念” ；24 题 “孔子形象”

题、30 题“梭伦制定法律” 题、34

题读表题等侧重考查 “史料实

证” ，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学科素

养。

二、紧扣时政和社会热点，注

重历史对现实的关照，以史为鉴。

客观题的 35题， 以央视科普

节目《机智过人》的“人机大战”

为材料、主观题的 41题，以改革开

放以来，特别是当前的中美贸易战

热点、45 题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

结构变化、46 题以台湾问题为切

入点、47 题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为考点展开，强调学生对中

外关系的知识迁移能力要求，打破

中学历史教材的传统束缚，充分体

现了时代主题，关注现实社会与现

实生活，把握时代发展脉络，考查

学生观察与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三、从历史学科特点出发，考

查主干知识，注重考查学生对比分

析问题的能力。

如 41 题，以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危机为主线，政府的关税

政策及对华贸易，以及改革开放以

来的中美贸易的特点，考查学生的

分析和比较能力。

但题目中有些材料篇幅过多，

第 45题问题设置偏难， 对学生提

取材料有效信息的能力要求过高。

对后一阶段高三同学复习的

建议：研究新课标、考试大纲和考

试说明；夯实基础，整合教材，形成

正确的历史时空观；注重综合归纳

能力的培养，进一步强化专题复习

及专题意识；要能将知识由点扩展

到线到面，又能把知识从宏观的面

压缩到微观的点；在开放性题目的

训练方面，要拓展思维，用辩证的、

开放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和解答问

题；依据教材而不拘泥于教材；要

思考和领会试题及材料中体现的

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意识、责

任担当和家国情怀等，才能真正提

升自己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地理：突出学科本质 贴近生活实际

罗家杨 贵州师大附中地理教师

志愿者进课堂

教孩子们保护自己

白云区推行“大数据 +大教育” 模式：

开展学雷锋活动

省府路小学———

贵阳二十八中———

高考公益讲座

本周六开讲

讲解志愿填报和自主招生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