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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英语，在众多学生心目
中，都认为复习就是记忆。但在
新形势下，单凭记忆单词和语法
是很难得高分的，尤其是2016
届以来，中考越来越注重知识的
灵活应用。在记忆的基础上，掌
握专题解题策略，将成为必胜的
秘籍。5月19日19时30分，由
珠报融媒与香洲学习型智慧校
园共同主办的《中考夜话》将邀
请珠海八中英语高级教师王崇
浩老师、郭娅老师和邱智平老师
与广大学子和家长在线互动交
流。

王崇浩，初中英语高级教
师，研究生学历，从教30余年，
有丰富的中考备考经验，对中考
英语写作课题进行过深入的研
究。

郭娅，初中英语高级教师，
华南师大教育硕士，珠海市名班
主任，英语科组长，从事初中英
语一线教学20多年，连续多年
担任初三毕业班班主任，有丰富
的中考备考经验和中考阅卷经
历，多次主持初三高效复习课堂
以及相关课题研究，多次开展初
三备考讲座并获得好评。

邱智平，初中英语高级教
师，研究生学历，从教20年，具
有初、高中英语大循环的教学经
历，有多年中考、高考经验。参
加过中、高考英语评卷，熟知评
分标准，主持过中考英语写作规
范化研究的课题以及思维导图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应用的讲座，
对中、高考有较深的研究，深谙
中考英语奥秘。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王
崇浩老师对中考英语写作课题
曾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写好英
语作文可以从以下几步来操作，
第一步是认真审题 ，确定要点；
第二步是善用模板，了解架构；

第三步是围绕要点，组成句子；
第四步是润色句子，完成语篇；
第五步是仔细检查，认真誊写；
第六步是书写工整，卷面整洁。

郭娅老师对中考英语阅读
有独到的见解，曾指导学生在中
考中获取英语科满分。她向记
者介绍，中考的阅读理解大体分
为事实细节型，词义猜测型，主
旨大意型，推理判断型。不同的
题型有不同的解题方法。对于
事实细节型题目，只要尊重作者
观点，在文章中找到相关的词
句，通常就能顺利解答。这种题
型通常占阅读题的大部分。除
此之外，出题者越来越注重学生
把握全文中心思想的能力和根
据上下文暗示以及全文主旨推
理判断的能力，这一部分的题目
通常都是学生的丢分点。如果
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这
些能力都会得到显著提高。

邱智平老师指导的学生中
考屡创佳绩。本期节目，他会着
重介绍完型填空和短文填空两
大题型的解题策略。据邱老师
介绍，这两种题型都是英语知识
的综合应用，虽然在表现形式上
有些差异，但解题策略有相似之
处，或许短文填空难度更大。邱
老师认为这两大题型考察的都是
对文章的语意理解，缺失的语义完
全靠考生自己弥补，无可供选择的
目标词，而且还要考虑词语的语法
变化。邱老师还说，做题一定要具
备联系上下文语境的意识和理解
上下文逻辑的能力，注意词形变化
思考的角度，只有这样才会豁然
开朗，顺利解决问题。

5月19日晚19时 30分的
互动直播，三位老师将与大家共
同瞄准考点，精准备考。欢迎家
长朋友和广大学生在线观看。

（小贺）

名/师/在/线

中考英语综合题型解题策略百名中小学生现场采风
赞叹世纪工程非常震撼

大家好，我向大家介绍一
下我自己。我的名字叫刘昊
佳，今年十岁了。读香洲区第
十六小学三年级。我的脸蛋圆
圆的，弯弯的眉毛下面有一双
明亮的大眼睛，高高的鼻梁下
面有一张贪吃的小嘴巴。

我的性格比较开朗活泼，
爱好也比较广泛。我喜欢踢
足球、骑自行车、下象棋、练书
法……而这些兴趣爱好里最
令我沉迷与自豪的是练书法。

我练习书法已经快三年
了 ，刚 开 始 写 的 字 并 不 好
看。但是，我很幸运，遇到一
位和蔼可亲的书法老师耐心
地教我写字，而且不断地鼓励
我，给我信心，使我对书法越
来越感兴趣。现在，我一有时
间就拿起笔来默写古诗和练
字，有时一练就是两个小时。
就这样，日积月累，持之以恒，
现在我的字在同龄人中算是
优秀的了，多次得到老师和家

长的认可。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我在每年的学校书法比赛
中，都得到了一等奖，这让我
在练字中感到开心和自豪，
并且更加坚定了我要继续练
字的决心。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
人。有优点自然也有缺点，我
的缺点是做事比较慢，有些拖
拉，还有点小调皮。考试也比
较马虎，粗心大意……但是，我
已经决定要尽快改掉这些缺

点。我们刚刚学过的课文《和
时间赛跑》，从中我知道了珍惜
时间的益处，现在的我会利用
课间时间写作业、读书，这让我
逐渐体会到和时间赛跑的喜
悦！

这就是我，一个活泼开朗、
自信乐观还有点小缺点的小男
孩，你们喜欢这样的我吗？

珠海市香洲区第十六小学
三（3）班 刘昊佳
指导老师 高敏

这就是我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姑
娘迈着轻快的脚步来到了我们
的校园。

在校园的后边，有一个植物
园，那里的春天真是美不胜收。
小草悄悄地探出头来，穿着嫩绿
色的外衣。微风吹来，好像在
说:“小草们、小花们、大树们，春
天来到了！”小草们交头接耳，好
像在说:“啊？春天来了！春天
来了！”“是啊！是啊！春天来

了！春姑娘给我们带来了春
天。”嫩绿色的小草又多又密，积
在一起像一张嫩绿的、柔软的大
床，绿得像一块无瑕的翡翠，柔
软得像棉花糖般的云。

美丽的花朵真好看！有红
的、黄的、粉的等等……真是五
彩斑斓啊！如果你再仔细地凑
上前去，就能闻到淡淡的清
香。而且形态各异，有刚刚冒
出来的花骨朵，有已经开出了

美丽的、娇嫩的花朵，还有的没
有开出，只有一丁点儿小苞
……花朵们争奇斗艳，它们好
像在说:“我最美丽！你看我，
我那粉红的、娇嫩的花瓣，美
吧？”“你看我呀！我虽然还没
全开放，但我相信！开放以后，
一定会美不胜收！”“你？我觉
得一般般吧！我虽然还没开，
比那些开放的逊色一点，但我
知道，长大以后，是最美的！”

大树像高大的巨人，像绿
色的大雨伞，像巨大的蘑菇。
望着高大的、嫩绿的大树，突然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们像卫
兵一样，守护着我们的校园，多
年来陪着我们经历风风雨雨，
不管刮风下雨，它都在坚守着
我们的校园。这就是我们的植
物园，绿树成荫，美不胜收！

甄贤小学 四（1）班 苏简
指导老师 欧阳斌

春天的植物园

年前，珠海一位大学生晚上
在骑车回宿舍的途中，被校内的
大巴撞倒，进了ICU抢救，现在
仍瘫痪在病床上。这宗事故，带
给我们很多教训，让人唏嘘不已
……

大巴在校内撞倒学生
2017年12月6日，西区某

大学珠海校区的校车司机李某
像往常一样驾驶大巴接送师
生。在校内由南往北行驶至产
学园楼前的交叉路口时，有一名
男学生骑着自行车快速窜出。只
听咣当一声闷响，车头就撞上自
行车。事故发生后，李某赶紧下
车查看情况，紧接着报警。受伤
男同学先被送到市人民医院抢
救，后因伤势过重又转至广州某
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陈某右
边身体失去知觉，语言功能出现
障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康复治
疗。

事故有隐情，双方都有错
李某的小孩在广州读书，正

处于叛逆期，比较难管教。事发
前，学校老师给李某打电话告知
小孩的近况，希望家长配合管
教。李某当时心里一直想着这
件事，驾车时虽然眼睛看着前
方，大脑却走神了，直到临近路
口，才发现有自行车窜出。

不过，李某开车走神并不是
事故的唯一原因。大三学生陈
某当时所骑的单车居然没有后
制动系统，也就是“死飞”。这种
竞技车辆在面临危险状况时，根
本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令人
更震惊的是，监控视频还显示，
事发时陈某是单手骑车，左手把
着车头、右手插入口袋，在大客
车距离自己很近时才发现危
险。显然，那时候采取措施已经
来不及了。根据《交通法》规定，

“死飞”不符合非机动车安全技
术标准，是不能上路的。

事故责任认定
交警部门认定，当路口没有

信号灯控制时，车辆在进入路口
前应停车瞭望，礼让右方道路的
来车先行，刚好“死飞”在大巴车
的右方，而且大巴司机还有疏忽
大意的情况，应承担此次事故的
主要责任；何某驾驶的“死飞”没
有制动系统，属于驾驶不符合安
全技术标准的交通工具上路，要
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任性是要付出代价的。希
望各位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家小
孩，而学生也要提高交通安全意
识，摒弃耍酷、飙车等违法行
为。

（杨小江）

骑“死飞”酿苦果

课堂密码：792871 直播二维码

5月13日，通过《港珠澳大
桥·小记者现场采风作文比赛》
海选到复赛层层选拔出的100
名中小学生幸运地登上了港珠
澳大桥这座宏伟的世纪工程进
行采风。小记者们在登桥之
前，已由谭智军、张勋、伍健三
位博士在报业大厦进行过一堂
关于写作、摄影、采访技巧培训
课程。他们以信心十足、兴高
采烈地参加了这次活动。

“大桥是不是120年后
就不用了？”

在观看大桥宣传片影像
时，小记者们认真地听工程师
讲解这项宏伟的世纪工程。讲
解结束后，小记者踊跃提问。
他们提出的问题更是让讲解员
感到惊讶：“现在的中小学生思
维真的很活跃很超前。听课前
也认真查了资料，做了功课。”
有位学生问：“港珠澳大桥的使
用寿命是120年。到时候大桥
是不是要重新建造？是不是要
把旧的挪走？如果是的话，要
怎么挪？”对此，现场讲解员做
出了认真的解答：“港珠澳大桥
的使用寿命是120年，但并不
是说120年后就不能用了。大
桥的很多零件坏了是可以更
换。有些零件使用寿命差不多
十年左右。我们到时就会进行
更换。我们也有一个保养的队
伍，每天检查哪个部位坏了，就
及时维护保养。”

“现代科技令人叹为观止！”

紧接着，便是活动的重磅阶
段——登桥。大桥下的海面在
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大巴在
平坦宽阔的桥上一马平川。几
辆大巴先开上格力人工岛岛隧
工程进行参观，此后再继续往香
港方向行驶，到最远处距离香港
便仅有约10分钟的车程。

学生和老师们登桥后都非
常兴奋，不停地拍照留念。翠
微小学一名学生说：“这座桥又
大又宽又漂亮，真正登上去感
觉真的非常震撼。更让我高兴
的是，这座世界闻名的工程建
在珠海，感到非常自豪。”

香洲区二十一小的王嘉颖
老师也告诉记者，大巴开上桥
时，她幻觉自己是在海面上，而
不是在路面上。“古人有八仙过
海的传说。而现代科技却可以
让传说成为现实，真是不可思

议。”现代科技令人叹为观止。
香洲区第九中学的杨晶晶老

师也告诉记者，作为一个珠海市民
能够登上这座世纪工程，感觉非常
自豪。更何况，这座桥就在我们的
身边。“这座桥的科技非常先进，工
程量也非常大。施工到现在能有
这么好的呈现，非常了不起。”此外
她还认为，登桥活动结合采风的主
题，对于学生们的成长是非常宝贵
的经历。作为小新闻人的他们今
天注意力非常集中，收获也非常
大。“以小新闻人的身份亲身登上
港珠澳大桥，可以增长学生的市民
意识，让他们了解到珠海有这么伟
大的工程，以及港珠澳大桥的开
工、建设过程。从科普方面对于孩
子也有非常大的收获。”（曾怡灿）

同学们争相拍摄“奇观”。

集体观看宣传片影像。 宣传栏震撼的画面。

近距离拍摄宣传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