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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冲刺阶段的复习攻略
编者按：

随着高考的日益临近，高三学生进入了紧张的备考冲刺阶段。为了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争取最大的进步，《东台日报》

特邀了我校部分学科骨干教师撰稿，以《登攀理想的高峰———2016年高考指导专刊》为题，给高三学子量身打造了冲刺阶段的

复习攻略，本报现予转载，敬请同学们关注。

高考议论文写作中，审题时“切题”，
说理时“独到、深刻”是拿高分的前提和保
证。这就要求考生摁住材料的要害，挖掘
其内涵，扩展其外延，展开层层递进的分
析说理。

一、摁住关键词
材料的关键词常常是材料中反复出

现的、暗示作文话题、背景或体现立意倾
向的词语，写作中应紧紧“摁”住它，作多
方面、深入的解读和界定，出重拳，持续
“打击”。

题例：根据以下材料，选取角度，自拟
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文章；文体
不限，诗歌除外。

有人说，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只有青
春是不朽的。

也有人说，青年人不相信有朝一日会
老去，这种感觉其实是天真的，我们自欺
欺人地抱有一种像自然一样长存不朽的
信念。

佳作（节选）1：《青春永不朽》
片段一：三毛的青春是不朽的。……

就是这个如此刚烈和顽强的女子，写出了
许多精彩作品，感动和影响着一个个年轻
人，激励着一颗颗追逐梦想的赤子之心。
所以，我说三毛的青春永驻。

片段二：林徽因的青春是不朽的。
……她用自己的青春，浇灌了这两位才子
的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成就了如此“人
才工程”，所以林徽因的青春常在。

片段三： 奈良美智的青春也是不朽
的。……他把自己对青春的感悟倾注到作

品中，那些大眼娃娃的眼神中无不透露着
叛逆和搞怪。他用青春成就了极具个性的
辉煌与成功，当曰不朽。

三毛、林徽因和奈良美智的青春何以
“不朽”？作者分别从“以精彩作品感动和
影响年轻人”“用自己的青春，浇灌两位才
子的成长”“作品中透露着青春的叛逆和
搞怪，张扬着个性”予以解读，说理充分而
深入。

二、摁住主旨句
材料的主旨句即以议论的形式表达

的中心句或主题句，它是考生作文立意的
依据，写作中应紧紧“摁”住它，或立论，或
反驳。

题例：根据以下材料，选取角度，自拟
题目，自选立意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文
章；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们学着只争朝夕。人生苦短，道路

漫长，我们走向并珍爱每一处风光，我们
不停地走着，不停地走着的我们也成了一
处风光。

佳作（节选）2：《且行且惜 成就远
方》

片断一：余秀华曾被网友讽为“脑瘫
诗人”，而她并不生气，她知道自己残疾的
是身体而不是内心。她依然不忘初心，用
自己敏锐的灵感发现生活的可爱，用细腻
的笔触记下她生活的每一处风光，“以我
手写我心”，用朴实的文字行走在人们的
心间，成就了她野百合的春天。

片断二：柴静斥巨资拍制的纪录片

《穹顶之下》在拍摄过程中曾遭到了多方
的阻挠，她放弃了吗？不，没有，她选择了
坚持。凭着母爱，凭着记者的责任和担当，
凭着对大众的人文关怀，她坚持行走在环
保和公益之路上，也正是这份恒心，为她
赢得了掌声。

片断三：终点是每个人的目标，有人
选择风雨兼程，有人却中途放弃。那些到
达终点的人，必然保持着长跑的姿态。与
谁都不争，带着审美的心情看着一路的风
景，记着自己的心，走完自己的路。此时，
他必然也已是他人的风光。

文章从“怎样‘不停地行走’”的角度，
结合具体材料表达出要拥有“初心”“恒
心”和“审美的心”三个逐层递进的观点，
见解独到。

三、摁住“假想敌”
考场议论文写作，有一个通病———

“温吞水”，文章没有激情，没有“怒火”，树
立一个“假想敌”会让文章激情洋溢。

题例：根据以下材料，选取角度，自拟
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文章；文体
不限，除诗歌外。

美国空军战斗机失误频繁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驾驶舱是按照飞行员身体特征
的平均值设计的。可飞行员不是按平均值
出生的，当他们必须在少于半秒钟内做出
判断和行动时，平均值系统和操作员之间
的矛盾就容易导致一系列事故。后来，美
国空军强迫制造商改变设计，让座舱能随
飞行员的个体特征做局部调整，让系统适
应个人，事故率降低，作战水平也得到了

提升。
佳作（节选）3：《但令无剪伐》
当你怀揣着好奇与热情踏上旅途，打

算欣赏不一样的风景时，却常常失落于眼
前所见，走南走北，听着不同的方言，却看
着似乎一个模子出来的景象。城市建设，
差的正是不同，是个性的特征。
千篇一律的审美下，建设出的是千篇

一律的城市。于是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如东
方明珠、埃菲尔铁塔这样具有标志性特色
的建筑，再也没有领略明清皇城那样精细
的规划布局。
自北京拆除老城墙后，有多少独具其

美的城市正在或已经渐渐失去了原本的
特色？当年梁思成先生想要竭力存留下老
城墙，也正是希望存留下独特的历史记
忆、文化特色吧。九泉之下，若先生见到城
市平均化，同时也平凡化甚至平庸化的现
状，不知该作何感慨！

本文是一篇考场一类卷作文，最大的
亮点就是树立了一个“假想敌”———城市
建设从平均值出发，“大开大阖”“大破大
立”，搞统一化、“一刀切”的理念和做法。
析其后果：使城市少了“标志性特色”“独
特的地理、历史、文化魅力”“与众不同的
美”，变得“平凡”甚至“平庸”，说理过程
中，或譬喻，或引用；或设问，或感叹，充盈
着情感和语言的力量。
摁住材料的要害，切入自己的思想、

感情，打出组合拳，考场议论文写作就可
以抵达一种“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
较高境界。

摁住要害，打出组合拳
———高考议论文写作中“说理”的艺术

周鹤风

当“T”型台上的漂亮模特迈着款款猫
步时，我们说这是规范与灵动的完美展
示；当红地毯上的体操运动员跳跃翻腾，
做着一个个惊险而又精彩的动作时，我们
说这是规范与灵动的完美展示；同样，当
我们欣赏到一篇高考高分作文时，它应该
也是规范与灵动的完美展示。下面主要以
2015年江苏高考作文阅卷细则及样卷为
例阐述。

一、高考作文对规范的要求：
2015年高考江苏作文阅卷细则 3之

第于点：“议论文重点判断是否对“智慧”
的特质进行分析和论证，是否言之成理或
自圆其说。凡是能紧扣“智慧”特质展开理
性的分析和论证，由一般经验而灵动地上
升或升华到美妙，结构严密，表述清楚的，
应视为见解独到和深刻，判为一类卷；虽
无深刻独到之见解，但能在“智慧”的常
识、常理范围内有分析，有议论层次，说理
有一定思考，写作功底较好，可判为二类
卷。” 这里的“结构严密，表述清楚、能在
“智慧”的常识、常理范围内有分析，有议
论层次”，正是对文章规范的要求。

1.要紧扣材料的含义作文。材料作文
就是材料作文，它不同于话题作文，不脱
离材料的含义作文就是最大的规范。2015
年的高考作文，是一道关于悟性、灵感、灵
性、才华的蕴含哲理意味的命题。

材料的第一句“智慧是一种经验，一
种能力，一种境界……”，点出了与“智慧”
相关的三个方面：“经验”，多指经历或体
验；“能力”，是经验的展示；“境界”，则是
人的精神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状况。最
后的省略号提示考生：还应做多方面的、
深层次的思考。

材料的第二句“如同大自然一样，智

慧也有其自身的景象”，是一种比方，提示
考生：“智慧”的面貌如同大自然景象一
样，种类繁复，形态各异。

智慧，是心理对事物的巧妙的态度，
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境界。联系到特定的
情境，“智慧”应该有限定的道德前提，传
递的是一种正能量。“智慧”的出发点是
“善”，与“奸诈”“狡猾”等相对立。“智慧”
的归宿点是“妙”，包含了四两拨千斤的
“巧”，令人神往的圆满（圆通、圆融），与众
不同的鲜明个性，妙不可言的美。两者的
连结点是“活”，体现的是一种灵气，一种
悟性，一种敏锐，一种创新。

总之，“智慧”是独特的，是自由精神、
独立意志的产物，它有别于一般的智力，
是由能力、经验、推理、记忆等升华而成的
“智”“情”“意”等精神素养的综合体。

阅卷过程中，强调要抓住三个字：善，
活，妙。这是“智慧”的特质。

所以写作仅仅停留在“经验”“能力”
“境界”“景象”上，就是偏离了题意。必须
关注与之相关的“智慧”。因为，“智慧”是
这则材料的第一关键词。

而在阅卷过程中出现的不少低分作
文，则都是根本无视材料，自已另起炉灶。
所以议论文要活用材料，记叙文要巧用材
料。

2.文体要清晰，写什么要象什么。凡
文体不清的，阅卷细则特别说明于中规
定：写成诗歌的，一律提交专家组处理。记
叙文或议论文文体模糊不明，视为五类
卷；五类卷是 28耀41分；文体不伦不类，且
语言素养较差者，视为六类卷。六类卷低
到 27分以下。

3.语言表达不能幼稚化、网络化、不
准确。

4.书写不能马虎，少写、不写错别字。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规范扎实的

基本功训练，考生就不能写出切题并符合
文体要求的文章，获得基本得分，更不要
说灵动起来，谋取高分。

二、灵动是作文出彩，获取高分的法
宝。

1. 灵动就是在写作中表现出创造性
的思维。

如 2015年高考满分作文《维也纳的
智慧》，无论是整体构思，还是遣词造句，
文章拿捏有方，大气磅礴。尤其说道“维也
纳就如同一个圆”，不仅仅将智慧的最高
境界比化作一个圆，更为可贵处在于能
大胆地想象，独到地比喻，灵动地行
文，直至将立意升华为“智慧”地“微
笑”。

2.灵动就是要善于化静为动增活力。
比如“好雨知时节”、“两岸青山相对

出”、“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些古代的佳句
“以静写动”，才那么脍炙人口，流传不衰。
写作中灵活的作“化静为动”的描写，让静
物活起来，富有生气、充满活力，文章自然
就会活力四射，大放异彩。

3.灵动就是要来点幽默生情趣。
如 2015年高考优秀作文《庄子的智

慧》：“你是官吏？”脚边爬来了一只老龟。
“不，不是，和你一样不是。”我俯下身子。
“好得很，清爽得很，庄子曾以我为喻，拒
绝相位。其实，这泥土并不脏，曳尾于其中
真的是世间最快活的事儿。有人曾问我带
着这么重的壳行走累吗？殊不知，我早就
把壳视为自己的血与肉，又怎的会觉得累
呢？就像有人问庄子读那么多书累吗？在
自然中行走累吗？书与自然早已是他的血
与骨，何谈受累呢？”龟转过身，爬向淤泥

深处。我直起腰来，原来这淤泥中也蕴藏
着庄子的智慧呢……
这段文字，考生就巧妙转述庄子用比

喻拒绝为官的话，语言形象生动而又诙谐
幽默，使文章平添了几分生气和情调。

4.灵动就是要活用修辞显魅力。
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以 2015年高分作

文《智慧三境》的片段：
智慧三境，智慧逐渐增加，但人却变

得谦虚，山自认为可通天，海自认为围绕
了一切，但只有天知道，智慧无穷。就如同
大圆与小圆，大圆面积比小圆大，但其接
触的未知也比小圆多。
因此，智慧虽可分为三境，但仍是无

穷无尽的，就如同天外便是那星辰大海。
所以，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尽自己所能，向
着下一境，向着那无尽的天空，星辰大海
进发。
这两段话把智慧比作大圆小圆、星辰

大海，生动地表达了智慧的不同境界。
5.灵动就是写作中力求有个性、有创

意地表达。
比如 2008 年高考俄作文《品味时

尚》，你写一群中年妇女天天晚上在公园
或广场跳广场舞，这从目前来讲是时尚
的，但却缺少个性。但你写一个八十岁出
头的老太太对街舞着了迷，走路都在哼着
曲子，踩着舞步，这就是个性；别人都在写
时尚的赞歌，但你却在文章里警示世人追
求时尚不能走火入魔，这就是个性，不人
云亦云。

规范与灵动是辩证的统一。一篇好的
作文，二者缺一不可。只有规范没有灵动，
作文就会变得没有生气；但如果只要灵动
而不讲规范，灵动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

高考作文的规范与灵动
崔荣凡

高考将至，复习到了紧要关头，我们
的开口要逐渐缩小，在语法方面要着重复
习从句、非谓语动词、虚拟语气等语法项
目，并注意这些语法现象在能力题中的体
现。在最近的能力练习中我们发现虚拟语
气出现的频率很高，因而掌握好虚拟语气
会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下面仅浅谈虚拟语
气的一些用法。

一、虚拟语气在条件从句中的用法
条件句有两类，一类是真实条件

句，一类是虚拟条件句。如果假设的情
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就是真实条件句。
在这种真实条件句中的谓语用陈述语
气如果假设的情况是过去或现在都不
存在的，或将来不大可能发生的，则是
虚拟条件句。

在含有虚拟条件句的复合句中，主句
和从句的谓语都要用虚拟语气。现将虚拟
条件从句和主句的动词形式列表如下:

注:主句中的 should 只用于 I、we，但
在美国英语中，should常被 would代替；从
句中的 should 可用于各种人称。

l. 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和结
果。

2. 表示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和结
果。

3.表示与将来事实可能相反的假设和
结果。

4.有时条件从句中的动作和主句中的
动作发生的时间不一致（表示错综时间的
虚拟语气），这时动词的形式要根据它所
表示的时间加以调整。

5. 虚拟条件句可以转换成下列形式:
（l）省略连词 if。在书面语中，如果虚拟条
件从句中有 were，had或 should，可以把 if
省略，把这几个词放到主语之前，构成主
谓倒装。（2）用介词短语代替条件状语从
句。假设的情况有时可以通过上下文或其
他方式表现出来。

6.省去条件从句或主句：表示虚拟语
气的主句或从句有时可以省略，但其含义
仍可以推知。（1）省去条件从句。（2）省去
主句（常用以表示愿望）。

二、虚拟语气的其他用法
l. 虚拟语气在主语从句中的用法：

在 "It is important (strange，natural，
necessary)that…" 这类句型里，that所引导
的主语从句中的谓语动词常用“should十

动词原形”结构，表示某事是"重要"、"奇
怪"、"自然"、"必要"等意义。

2.虚拟语气在宾语从句中用法：（1）在
动词 wish后的宾语从句中，表示与现在或
过去的事实相反，或对将来的主观愿望，
从句通常省略连词 that。1)表示对现在情
况的虚拟: 从句动词用过去式或过去进行
式(be动词一般用 were)。2）表示对过去情
况的虚拟 : 从句动词常用"had 十过去分
词"。3)表示对将来的主观愿望:谓语动词
形式为 "would 十动词原形 "。（2）在
suggest，demand，order，propose，insist，
command，request，desire 等动词后的宾语
从句中，谓语动词用“should +动词原形”，
表示建议、要求、命令等。

3. 虚拟语气在状语从句中的用法（1）
在带有 even if/ even though 引导的让步状
语从句的主从复合句中，主句和从句都用
虚拟语气，动词形式与含有非真实条件句
的虚拟语气相同。（2）由 as if或 as though

引导的状语从句表示比较或方式时。从句
谓语形式为动词的过去式 (be用 were)或
“had十过去分词”注:如果表示的事情可能
会发生，那么方式状语从句中的谓语动词
可用陈述语气。（3）在 in order that或 so
that引导的目的状语从句中，谓语动词多
用“could 或 might（有时也用 should）+动
词原形”。

4.虚拟语气在定语从句中的用法：在"
It is time (that)…"句型中，定语从句的谓语
动词常用虚拟语气表示将来，动词形式一
般用过去式，意思是"该干某事的时候了"。

5.虚拟语气在简单句中的用法：（1）情
态动词的过去式用于现在时态时，表示说
话人的谦虚、客气、有礼貌，或委婉的语
气，常见于日常会话中。（2）在一些习惯表
达中。（3）用“may +动词原形”表示"祝
愿"、"但愿”，此时 may须置于句首（多用
于正式文体中）。

高考中的虚拟语气
丁祥林

一、过好审题关
不少同学对审题重视不够，匆匆一看

急于下笔，解题出错自然多。只有耐心仔
细地审题，准确地把握题目中的关键词与
量(如“至少”，“a跃0”，自变量的取值范围等
等)，从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才能迅速
找准解题方向。在高考的实际问题处理
中，应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与纯数学问
题相比，数学应用题的文字叙述更加个性
化，更贴近生活，但其中的实际情景设置、
语言表达形式、信息存储方式、数量关系
都不同于常规训练中的例题。这对习惯于
解常规题的学生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面
对一大堆“非数学”形式的语言描述，学生
反而会感觉手足无措，头脑中一片茫然，
从而放弃。建议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步：分清主次，去粗存精。
一道紧扣时代脉搏的应用题所包含

的情景、数量关系等就像一篇内容丰富的
短文，文字多是实际应用题的一大特点，
而很多学生一看到大量的文字叙述便望

而却步。其实应用题的很多文字是介绍背
景的，与解题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要想解
这类实际应用题，首先要克服心理障碍，
然后进行粗略地阅读，使自己了解题目的
情节梗概，并有目的地对题目做出分析、
理清框架，分清主次。具体而言，当学生面
对实际应用题时，应积极思考下几方面的
问题：
（1）题目所涉及的情景是什么？
（2）已知条件有哪些？实际问题是什

么？
（3）题目情景中哪些是次要信息？哪

些是重要信息？
（4）阅读的同时养成“圈点勾画”和

“作批注”的习惯。学生自己选用特定的符
号删减掉那些次要条件，保留并突出重要
条件，如在句子下用“ ”标出重点句，用
“…”标出关键词，用“？”标明不明白处或异
议处……“圈点勾画”能提高对题目的理
解、记忆，充分发挥学生的思维潜能，能极
大地激发学生解题兴趣。对重点的字、词、

句学生也可作批注，记下闪过脑际的想法、
见解、疑惑等。通过作批注，学生手脑并
用，有利于培养学生一边阅读、一边思索
的好习惯，从而将阅读进一步引向深入。

第二步：重点攻击，扫除障碍。
在完成第一步的基础上，就应像分析

短文一样达到对重点字、词、句的理解，即
重点攻击、扫除题中障碍，对重点、有疑问
的术语进行细细推敲，慢吞细嚼，阅读时
不只是停留在文字的理解上，还要懂得挖
掘其内涵和外延，而对陌生术语要克服畏
惧心理，应纵观全文看是否有注释或诠
释，考题通常会即时定义术语的内涵和外
延，对解题中关键的术语进行解释，学生
就得有针对性地掌握其定义对象的本质
属性和使用范围，达到重点攻破，而有些
题中的一些陌生术语没有注释，只起一个
“障眼法”的作用，出题者的本意是扰乱学
生视线，因此，学生也没有必要耿耿于怀，
绞尽脑汁想理解其意，其实这些没有注释
的术语往往不影响解题，所以，学生想进

一步深入应用题的时侯不要妄图“全线爆
破”，而应选择“重点攻破”。

第三步：理清图象、表格信息。
如遇到函数图象时，首先，学生要明

确横轴、纵轴各表示什么数学量？单位是
什么？其次，根据图象形状，结合数学知
识?, 分析图象所展示的数学特性和规律：
定义域、值域、单调性、对称性、特殊点（交
点、边界点、最值点）等，并注意把函数与
方程、不等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最后，学
生要对同种类型的图象信息题进行收集、
整理，要善于比较、总结，发现其异同，找
出其规律，做到融会贯通，从而提高综合
分析能力。

二、过好运算关
在目前题量大、时间紧的情况下，

“准”字则尤为重要。只有“准”才能得分，
只有“准”你才可不必考虑再花时间检查，
而“快”是平时训练的结果，不是考场上所
能解决的问题，一味求快，只会落得错误
百出。适当地慢一点、准一点、稳一点，可

多得一点分。尤其注意这几点 1.注意力集
中。2.不要太依赖计算器,自己笔算或心
算。3.对自己计算出来的答案要有信心。4.
练习量(题量)一定要足够,这条很重要。5.
具体的细节：（1）打草稿时要工整,一行一
行写,不要杂乱无章。（2）笔算或心算时要
仔细,争取一次做对,避免低级的小差错铸
成大错。（3）老师教的学习方法要重视,认
真对待每次作业、考试。

三、过好表述关
要将你的解题策略转化为得分点，主

要靠准确完整的数学语言表述，这一点往
往被一些考生所忽视，因此卷面上出现
“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的情况，考生自己
的估分与实际得分差之甚远。如立体几何
论证中的“跳步”，使很多人丢失 1辕3 以上
得分，代数论证中“以图代证”，尽管解题
思路正确甚至很巧妙，但是由于不善于把
“图形语言”准确地转译为“文字语言”，得
分少得可怜；只有重视解题过程的语言表
述，“会做”的题才能“得分”。

过三关 讲规范 夺高分
房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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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是

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是在一轮
复习基础上进行的,起着承上启下
的作用。它是知识形成系统化、条
理化，促进知识灵活运用，发展学
生思维水平、提高综合能力发展
的关键时期，因而二轮复习效果
的好坏对高考的成败有着重要的
作用。二轮复习的主要任务是：夯
实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及基
本能力，在解题能力、解题技巧上
有所提升。此外，还要弥补第一轮
复习中的遗漏和不足(所谓查漏补
缺)，加深对一些概念的理解。所有
这些既需要学生课外通过一定量
的模拟试题的训练来实现，也需
要教师在课堂上的有效点拨。

反复思考以往二轮复习后发
现，学生成绩变化不大的主要原
因是时间的错位使用和浅层次上
反复做、评试卷。时间的错位使用

导致没有效果；浅层次上的反复
讲评，没有形成量变到质变上的
突破。如何才能搞好二轮复习,笔
者有如下几点想法:
（一）强化概念,加深理解
二轮复习是要针对一轮复习

中的遗漏和不足进行查漏补缺，
我们在进行题目练习时要加深对
一些概念的理解，弥补一些不足
之处。

例如:设集合

这题主要是考查集合的定义
和运算,但大部分学生对集合 N中
的符号“| |”代表的是绝对值还是
模分不清。类似的还有零点,不动点

等, 所以在二轮复习中对这种容易
混淆的知识点要强化,加以区分。
（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复习过程中，我们会接触到

无数的题目，如果盲目的做题则
只会是低水平的重复，效果很差。
无论是老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做
题, 还是学生课后自己整理解题。
都要思考能否从解决一道题目而
会解一类题目。只有将类似的题
目进行对比理解 , 这样会有较
深的印象 ,从而提高效率。例如 :
函数的零点问题的集中呈现让
学生明白关于函数零点问题的
特点 :（1）这类问题的函数有具
体函数 ,分段函数 ,抽象函数等 ;
（2）这类问题中的关键词有“存
在零点”“有几个零点”等；（3）
这类问题的两种形式:由已知条件
判断零点的个数，由零点的个数

确定参数的范围。
（三）归纳总结，反思提升
二轮复习老师与学生就是不

断的重复进行“做—讲—做”的过
程。但如何做出水平，做出能力呢?
归纳总结就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方
法和习惯。

这类问题的常规解题方法: (1)线
性规划;(2)待定系数。我们在评讲
时引导学生进行“做—讲—做”的
过程对其进行归纳。并通过对高
考题:

的练习让学生得到反思提升。

（四）研究真题，接轨高考
为了尽早熟悉高考，在第二

轮复习期间，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去研究近几年 (特别是近三年)的
高考卷真题，了解高考题的命题
特点、考查难度等，做到心中有
数，特别是考纲范围等，以免平时
的训练过难或过易援实际上，在高
考中有大约 80豫的题目跟我们平
时的训练题差不多。

分别交于 M,N,求 MN的最小值。
本题是在横坐标相同时求纵

坐标之差的最值。

高考题.设定义在区间（ ）

上的函数 y越6cos x 的图象与 y越
5tan x的图象交于点 P，过点 P作
x轴的垂线，垂足为 P1，直线 PP1

与函数 y越sin x的图象交于点 P2，
则线段 P1P2的长为 ________援

本题与原题相比,难度大,但若
结合图象就会发现,实质也是在横
坐标相同时求纵坐标之差。在评讲
时应指出它们相同的地方。
（五）讲究策略,完善技巧
实力是获取高分的基础，策

略方法技巧是获取高分的关键。
对于两个实力相当的同学，在考
试中某些解题策略技巧使用的好
坏，往往会导致两人最后的成绩
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在二轮复习
中还要不断灌输常用的数学技巧
和解题策略 .例如方法有 :待定系
数法、反证法、分析法与综合法、
类比法、构造(配凑)法等。解题策
略有“五先五后”、因人因卷制宜
等。总之要让学生充分发挥出自
己的水平。

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五点建议
王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