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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奋斗成就未来  用方法规划成功 

��2007届初三毕业班工作总结 

◆  丁之境 

 

在学校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正确领导

下， 2007届初三级全体师生，科学备考，

拼搏进取，在中考中取得优异成绩，高分

人数、优秀率名列广州市前茅，为我校毕

业班工作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一、辉煌业绩 

（一）总分高分群 

1．广州市中考前十名，我校占五名。

初三(2)班陆丹彤同学以总分 766分荣获

2007年广州市中考第一名。 

2．广州市中考前100名（742分以上），

我校占18名，位居广州市第一名。 

3．总分740分以上共23人，总分700

分以上共210人，位居广州市第一名。 

4．7科全部到达优秀有97人，优秀率

为15.47%，位居越秀区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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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科总分338人达到优秀，优秀率

53.91%，位居越秀区第二名。 

   （二）总分高分班 

     初三（1）班：718分； 初三（3）班：

710分； 初三（4）班：698分 ； 初三（2）

班：695分。 

   （三）单科高分群 

    语文（满分150分）：140分以上有8

人（越秀区共23人），3人获得145分（广

州市第二名，越秀区第一名）。共计192

人达到优秀，优秀率为30.62%，位居越秀

区第一名。 

数学（满分 150分）：140分以上有

87人（越秀区共 481人），2人获得 148

分（越秀区第三名）。 

英语（满分150分）：140分以上有

151人（越秀区共715人），2人获得149

分（广州市第一名）。 

物理（满分100分）：95分以上有240

人，17人（越秀区共81人）获得100分（广

州市第一名）。 

    政治（满分100分）：90分以上有105

人（越秀区共704人），1人获得99分（广

州市第一名）。 

    化学（满分100分）：90分以上有232

人（越秀区共1722人），6人获得99分（越

秀区第二名）。 

    体育获40分满分有150人（越秀区共

2399人）。 

   本届初三毕业班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

先离不开学校领导的重视和关怀。郑校长、

左书记参加了初三师生动员大会、中段总

结大会、百日宣誓大会等大型会议，李夏

萍副校长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初三毕业班领

导小组工作会议，对初三毕业班工作做出

指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予初三师生

很大的支持。 

回顾一年来师生共同奋战的历程，我

们主要做了以下这些工作。 

二、主要做法 

（一）加强德育工作，激发学生学习

热情。  

初三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德

育是根本、是关键，与教学相辅相成。

文明的素养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健

康的心理创造了积极的学习氛围。为了

保证初三的教学质量，努力争取把一大

批心理健康、人格健全、行为规范、成

绩优良的毕业生送入高一级学校，年级

组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德育工作： 

1．建立年级德育系列 

理想、信念教育系列；遵守规则，诚实

守信、具有责任心教育系列；爱校教育系

列；不怕挫折和吃苦精神教育系列；心态

调整、心理健康教育系列 

2．重视班风建设。要求班主任严格管

理班级，围绕班风做工作，认识到课堂表

现、两操表现、午休纪律、卫生状况就是

班风优劣的体现，要狠杀一切影响教学和

管理秩序的违纪行为，弘扬正气，形成良

好班风。 

3．重视学风建设。要求班主任建立并

完善本班各个层次学生的成绩档案，对每

一位学生的情况要了如指掌。每次大型考

试后，班主任汇总学生情况，供班级分析

会和教师谈心使用，准确把握学生学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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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的变化和思想行为的动态。班主任和任

课教师一起加强学习方法指导，引导和指

导学生实现由懂到会，由会到通的转变。 

4．班会课实施集体备课制度。本学期

班会课围绕年级工作重点开展，开学初集

体讨论定下主题，然后班主任以小组为单

位分工集体备课。既集众人之长，又减轻

班主任工作负担。 

德育工作的加强，带来了年级班级管

理的高效率，这也是中考工作取得成功的

重要因素。  

   （二）赏识教师，尊重教师，发挥教师

的主体作用。  

     初三每一项教学任务的完成，每一项

措施的实施，每一次教学质量的检测，每

一次培优辅困的落实，每一堂课质量的保

证，每一本作业的批阅，每一次的辅导答

疑，必须依靠初三教师去完成，肯定、关

心、爱护、帮助、激励，赏识初三教师应

成为主管领导和级组长的追求。正因为我

们特别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注意调动

教师的工作热情，特别尊重教师的主体地

位，初三教师表现出高尚、勤奋、创造、

奉献的精神。 

例如学校根据实际提出了抓两类临界

生的要求，围绕学校的精神，老师们非常

主动地、创造性地采取了各种措施，中午、

放学后放弃休息，为学生答疑辅导；自习

时，许多班主任、任课老师主动下班级辅

导等。记得三校联考成绩出来后，物理、

化学等许多学科的老师还放弃傍晚的休息

时间，为学生辅优补差��所有这些都是

老师们自觉的行为，他们从不考虑个人的

报酬，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目标：让学生考

取理想的高中。这种敬业奉献精神营造了

整个初三年级浓厚的学习氛围，激励了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 

同时在初三教学中的团队精神的作

用，更是非常重要。我们初三年级，老、

中、青三代教师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代沟问

题，凡事大家都有商有量，互相帮助，其

乐融融，因而出现了“新尊老，老带新”

可喜局面。 

刻苦钻研精神也是初三教学中必不可

少的一种精神。刻苦钻研精神的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考方向和趋势的研

究，为了更进一步把握中考的动向，我们

深入研究了近三年来的中考卷，宏观上了

解中考卷的走向，从微观上研究中考卷的

每道题目的考查目的、内容和难易程度等

等；二是加强了课程标准和教材研究，认

真领会课改的理念、搭建各级课题实验的

平台，提升教师的科研水平和素养。例如

语文备课组的“初中语文发展性评价实践

探索”、“语文教材单元整合初探”；英语备

课组实施三年的“初中生阅读习惯培养实

验研究”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课题研

究不仅提升了老师们的科研能力，并在思

考中获得了专业的成长，达到了“不为中

考，赢得中考”的境界。  

老师主体精神的激发带来了初三工作

的活力，为全面提升中考质量奠定了核心

基础。 

（三）创新优秀学生培育模式，促进

优秀学生的健康成长。  

    1.年级设立培优班，由朱宝新、王冬

青老师负责培优班的日常管理，定期或不

定期地对尖子生进行面授辅导，指点迷津。

中考前夕安排各科骨干教师对优秀生进行

专题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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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求各任课老师对尖子生进行立体

全面培养提高，凡尖子生的作业要精批细

改，必要时面批，及时指出存在问题，帮

助其分析原因，总结提高，每次测试结束

后，对其试卷可认真分析，查漏补缺。 

3.由姚训琪主任负责实验班工作，围

绕“学科竞赛”和“中考”进一步挖掘实

验班的潜能，最大程度发挥实验班的龙头

作用。 

4.各班建立优秀生合作学习小组，利

用小组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相互支持，

来进行学习活动，并利用小组本位的评价

及组间比赛的心理气氛，来增进学习成

效。合作学习小组带动了优秀学生的更快

成长，造就了一批最为优秀的初三学生。 

（四）创新学困生的培育模式，促进

学困生的快速成长。  

毕业班领导小组成员付爱民、陈勇胜老

师负责这部分同学的工作，开学初分别召

开这部分同学的学生会议和家长会，引导

学生和家长认清形势，制定奋斗目标。在

会上付爱民老师用真切的话语、用无私的

师爱、用满腔的热情、用高度的责任打动

了这部分同学和家长的的心，其中的大部

分同学决心振奋精神，充满信心，努力拼

搏，无怨无悔。临近中考计划组建“弱科

强化提高班”，有针对性的进行弱科强化

提高，巩固了基础知识。在老师的关爱下，

这些同学在班级的表现、习惯发生了很大

改变，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明显进

步。 

   （五）科学、系统规划初三教学和备考  

    1．抓备课组建设。各学科必须做到“统

一要求、统一备课、统一进度、统一考查”。

备课组发扬团队精神，加强集体备课、听

课、评课，做到优势互补，教学资源共享，

发挥集体智慧，打好团体战。 

2．抓课堂教学。强化质量意识，积极

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提高课堂效率，向40

分钟要质量，课堂上做到精讲多练，课后

认真做好培优补差工作。 

3．认真组织测试，强化综合训练，抓

住各学科的薄弱环节，及时补救。 

4．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增强备考的针

对性。（1）积极参加市区各项教研活动，

开展不同形式的备考信息交流活动；（2）

充分利用校际交往优势，走访权威、兄弟

学校，最大限度的获取有用信息以指导备

考工作。 

   中考的复习应在创新中前进，在素质教

育与升学教育中寻找平衡点，应从简单的

题海战术中走出来，我们应在教育的智慧

中、在教学的智慧中、在管理智慧中创造

新的成果，学生在6月收获的不仅是成绩、

还体验成长、感悟成功。2007届初三毕业

班的工作在学校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优

秀的成绩。但也有遗憾和不足。我们祝愿

2008届的全体师生在新的一年再创辉煌。 

   荣誉属于所有参与、支持初三毕业班工

作的人！

 

（责任编辑：施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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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实验中学2007届高三级工作总结 
◆  杨少敏、候士群 

 

本学年在学校领导的直接关怀和指

导下，高三级的全体老师在核心组的领导

下，本着敬业爱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从本届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开展科

学有效的高考备考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较好地完成了 O七届高考任务。高分

人数、重点率、本科率以及各科平均分，

均名列广州市前茅。张玮莹同学五科总分

（政治）671分，列广州市第一名。赖艳丽

同学语文单科成绩 135分，列广州市第一

名。王妍同学数学（文科）单科成绩 143

分，列广州市第一名。陈永乐同学化学单

科成绩133分，列广州市第一名。黄维冠、

李文豪、王语博、陈哲闻四位同学在 2007

年高考中，荣获理科基础单科成绩全省第

一，黄维冠同学荣获物理单科成绩全省第

二。同时，高三（4）班的同学全部考上重

点。 

回顾一年来，我们重点抓好了以下几

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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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境教育，昂首走进高三 

1.开展以“激扬八月，威风八面”为

主题的学生与家长动员大会。 

2.开展以“在路上”为主题的班会

课，对学生的日常纪律和学习常规提出明

确的要求，特别是作业的规范要求，指导

学生如何合理分配学习时间，如何正确对

待高三学习的高强度、高难度，如何准确

定位和对待挫折。 

3.发动全体老师齐抓共管学生的课堂

精神面貌和课外作业质量，以严治学，以

理服人，以爱感人。帮助学生养成听课笔

不离手，手脑并用，做作业独立思考，专

心专注的良好习惯。 

二、重视宣传，“润物无声”的高考

文化 

1.专人分管宣传，确实做好、做强宣

传工作。形式生动多样，内容富有启迪，

风格清新自然，效果暖人心坎。充分利用

年级“文化大厅”作为德育宣传的主阵

地，别树一格把1-20个班的奋斗目标“雕

刻”在柱子上，时刻激励着经过的老师和

同学们。 

2.丰富“班贴”内容，努力使“班

贴”成为师生、生生温馨交流的渠道；丰

富“级贴”内容，努力使“级贴”成为表

扬先进、鼓励进步、营造和谐年级的窗口。 

3.定期开展“感动高三”活动，表彰

优秀学生，鼓励学生主动关心集体、关心

他人、拼搏学习、高效备考。 

4.开展每月主题教育宣传活动，张贴

标语，如8月 “激扬八月，威风八面”；

9月“苦，并快乐着”；10月： “肩负家

国责任，心系社会未来”；11月： “考

好的坏处，考坏的好处”；12 月 “岁末

寒意来，慵懒由心生，我有明灯伴，花香

扑鼻来”；1月  “新年新生，感悟人

生”；2月 “我难人难我不畏难，我易人

易我不大意”等 

5.定期陈列“学长来信”，充分发挥榜样的

力量。 

三、班主任团队建设：强强联合，优势

互补，形成合力 

1.班会课的组织管理制度化，管理出高

效。 

(1)一个原则：做到最好，感动学生（积

极、生动、有效） 

两个统一：统一目标，统一基调 

三个主体：年级、班主任、学生 

    四个交流：经验交流、个案交流、技

巧交流、效果交流 

(2)把脉、诊断、治疗、复查一条龙（班

会课的组织程序模式化）: 

  了解问题，分析原因，思考对策，检查

落实 

(3)一个要求：实际效果良好 

2.强化班主任队伍的交流，开好周五的

班主任会，进行典型教育个案的交流。树

立浓厚的互帮互学风气，分享成功的做法。 

3.班级管理理念： “有爱就有教育” 

(1)走近学生，和“你”在一起 

(2)制度简单，执行严肃 

(3)生动的事实代替空洞的说教 

(4)让老师了解学生，让学生配合老师，

让学生影响学生，让家长跟踪学生（十个

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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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格对事，宽厚待人，不伤感情，不

损自尊，不折志气 

4.发挥集体备课的力量，帮助年轻班

主任减轻负担，年级协助做好班级管理工

作和学生思想工作。 

5.加强以班主任为核心，由班级任课

老师组成的德育工作小组的工作，在继续

鼓励每位老师各自开展学生思想工作的同

时，特别加强“团体作战”方式。每位老

师统一落实对学生的常规要求，通力合作，

做好临界生工作，使班级实现本班重点率、

本科率的最大化。 

6.丰富和优化班会课的组织形式和教

育内容，提升班会课在凝聚学生集体荣誉

和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养以及丰富学生学

习经验技巧方法等方面的强大功能。  

7.丰富班级文化 

关注无声的力量，体现人文关怀，营

造积极阳光的精神环境， 正义的舆论、和

谐的人际、严肃的纪律、舒适的空间。 

在每个不同阶段张贴标语、“温馨提

示”、文摘、老师寄语等多种多样形式以

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感染效果。 

8.定期、分批开展形式多样的小型学

生座谈会和小型家长会。 

9.不放松班级常规管理和内务管理，

继续抓好年级学生会做好“每周流动红旗

评比”，以优良的班风、作风保障良好秩序

和环境。 

10.为实现本科率的高目标，抓紧抓好

分类推进工作。物理班、化学班、政治班

重视中下生工作，生物班、历史班、地理

班做好整体提高工作。 

11.“助手工程”：没有天生的好干

部，没有天生的好科代，没有天生的尖子

生，年级统一培训班干部、课代表，打造

一支有更强战斗力的助手队伍。 

四、搭建平台，增进老师、学生、家长的情

感交流 

1.教师节布置“感恩柱”，新年布置“祝福

柱”。 

2.“一封信活动”：成人宣誓，孩子给家长

一封信，家长给孩子一封信。 

3.“十个信封活动”：老师给每个家长寄十

封信。 

4.家长会立体交流：师、生、家长一起

开，三方发言，三联动。  

五、以生为本，加强教学工作的策略性、规

范性、计划性、创新性 

1.树立一盘棋的大局观，共同打一场

“团体战”。班主任做好协调工作。 

2.落实一个合作：集体备课，亲密合作，

每位老师协助备课长做好整理资料、组题、

组卷等工作；备课长对本学科教学质量负

责；备课长负责抓好本学科作业的规范管

理。 

3.组织两个交流：备课组之间的交流，

校与校之间的交流。 

4.提倡三个精神：研究精神、学习精神、

创新精神。 

5.让德育成为教学的增长点 

    高考是学生思想的发育史。成功高考

需要三种品质：坚强的意志品质，热情的

性格品质，阳光的心理品质。成绩折磨人，

也磨炼人。让学生体会“考好的坏处，考

坏的好处”。努力的回报有时来的真是晚。



█▉▊▋▌▍▎  承前启后                                         CHENG QIAN QI HOU 

 32 

让学生在大考中成长，塑造过硬的考试心

理。 

6.从学生实际出发确定复习目标。坚定

不移抓重点、抓基础，重要考点反复训练，

大面积提升中下生水平。先基础，后能力，

由易到难，树立学习的信心，满足学生的成

就感，反对盲目上量，反对“休克疗法”，

避免挫伤信心，打击积极性。基础的落实是

需要重现过程的，必须遵循认知的规律。

“主干内容多次循环，能力训练分步到位，

双基知识反复夯实”。通过反思和讲评形成

能力。 

7.1000位学生水平落差巨大，教学策略的安

排要体现人与人的不同（因材施教），以及班与

班的不同（区别实验班与平行班，区别平行班内

不同层次的班）。主动了解倾听学生的声音。年

级统一规定作业必须分层或把部分题目搞成选

做题。平时测验理科科目应该至少有一道选做

题。 

8.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改变严重依赖教辅书

布置作业的传统做法，适当增加教师根据一定的

目标来精组习题的精品作业、个性作业。选好资

料，不惟资料。反对拿来就用，提倡精选重组。

反对一本教辅书从头用到底，把教学质量完全托

付于一本书。年级购买“中学试卷网”点数，保

障老师们下载无忧。 

9.合理调配复习、训练、讲评的时间。要实

现有效训练，三个关键环节是：练前抓选题，练

中抓细节，练后抓反思。要努力做到有目的地选

题，有搭配地组题，有细节地练题，有过程地讲

题。要明确，训练重在过程，练后反思可出能力，

狠抓细节能出成绩。不允许擅自用自习课上正课

或考试。 

10.把好效益关，优化教学设计，优化

课堂教学。提高复习课效率，是使复习备考

实现从“勤奋型”向“效益型”的转变的一

个重要关键，而提高复习课效率，关键则在

内容的针对性和学生的参与性。复习课不能

只关心“这堂课我讲了多少”，而不关心

“这堂课学生能提高多少”；不能只关心

“这道题我布置学生做了没有”，而不关心

“这道题学生能从中悟出多少”。对于复习

课，没有什么比学生有所收获更重要的了。 

11.全程关注学生心理。对学生在日复

一日的艰苦学习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的各种

心理问题，诸如焦虑、疲惫、厌战、轻敌、

自满、自卑、自我、不思进取等问题，要及

时发现，及时疏导，及时激励。只关心复习

内容不关心学生心理的备考不能成为好的

备考。 

12.每位老师有责任管好课堂秩序，杜

绝上课睡觉、讲话、做作业等不良行为；抓

好作业质量，杜绝不交作业的恶劣现象。 

13.随时了解、掌握学生情况。通过评

改作业，及时了解学生存在的问题，及时有

针对性地予以解决。通过面谈，了解学生真

实想法，及时做出正确的引导。 

14.做学生的领路人，经常指导学生学

法、策略、制定计划、应考经验。把学生中

好的做法，经验介绍给全体同学。各大考前

给学生书面的复习与应考建议。 

六、尖子生工作：责任到科，跟踪管理 

1.“培优班”五定：定计划、定目标、

定人选、定时间、定地点。 

2.尖子培养的管理策略：扬强扶弱，目

标管理，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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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好“两关注一面谈”：关注课堂表

现，有没有认真听课、记笔记；关注作

业质量，准确率如何；面谈作业中出现的问

题，问题背后的本质。培优方式多样化，当

面指导更重要。坚持“立体培优”，在把好

培优课质量关的同时不能放松平时的跟踪

指导。要求对尖子作精细指导，推行“诊断

式”辅导，针对尖子学生的拖后腿学科，要

求科任教师对学生的每次考试的试卷进行

一对一的评讲，针对其知识缺陷，进行一对

一的辅导。对于学校确定的尖子生要给予更

多的自主时间去探索。让优秀学生广泛阅

读，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知识面。 

4.培优队伍要“瘦身”，集中力量抓尖

子。 

七、临界生工作：狠抓早抓，“两率双高” 

1.“提高班”五定：定计划、定目标、定

人选、定时间、定地点 

2.“三个中等、三个临界”的策略。  

“三个中等”：抓好中等生、做好中

等题、拿足中等分；  

“三个临界”：“早、准、实”地抓

好临界学生，抓好他们的临界科目，临界

考点。 

3.课堂是迅速提升中下生学习水平的

最重要的渠道。为了实现“两率双高”，平

行班上学期教学应该采取面向全体，立足

基础，适当向中下生倾斜的策略。 

4.主干知识、重要考点、重点题型多

反复。 

5.增加讲评时间，多讲评，对中下生

问题的解决大有好处。 

6.多下班辅导，答疑。 

 

 

 

 

                                                         （责任编辑：施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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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成就未来 

◆  2007届高三（4）班班主任    程宝云 

   

    生化成就未来！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

又想起了我那群可爱的学生！  

一、对班级管理有一个两年的长

期规划 

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对学生和班

级有一个长期规划，对要建设一个什么样

的集体有所预期，使自己的班级德育工作

在今后的两年中有序地开展,那么在教育

过程中就会有一定的连续性。而且能给自

己更多的时间，从容地解决班级的问题，

不会由于太心急而不必要地激化矛盾，正

所谓欲速而不达。所以这是做好班主任工

作比较重要的一点。  

 

二、100％与1％的关系：关注每 

一个学生 

让每个学生都能上重点大学，进自己

向往的院校，将来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这

一直是我的美好愿望。可这个愿望要怎么

才能达成呢？对于学校和老师来说，少一

个学生上重点，那么可能就是统计数字上

少了百分之几，可是对学生和他的家庭来

说就是百分之百啊！所以高二我接手 4班

的时候我就想管好我的每一个学生，利用

一切可能了解学生的成长历程，尽量做到

准确深刻地理解每一个孩子、尊重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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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当时高二刚分科，部分学生还忙着

转科，我们这个混合班就尤其热闹，但不

论是转出，还是转进，还是出国的，我们

都会组织一个小小的仪式，告诉他大家理

解他，支持他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给他

鼓劲、加油！转来的我们欢迎，转出的我

们祝福。这样不仅没有因为转科影响班级，

反而大家凝聚力更强，懂得去理解，去尊

重，去相互关爱！让每个学生感受到我在

关注他，我在乎他！在这样的轻松和谐的

班级氛围中，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都会增

强。教过 4班的老师都知道，这些孩子聪

慧、平和，乐观、开朗，都很可爱！因为

我的班人比较少，让我能有机会一一关注。 

三、利用社会力量形成教育合力 

1．发挥社会榜样的作用 

2．家长的大力协助：18岁的班会，冬

至节的水果，流感前的慰问��  

3．同龄人的教育：校内校外看高三 

实验班的学生自我意识强，有些话通

过父母、家人，或者是身边的同龄人说出

来，或者换个说法，婉转一些，效果都会

不同。 

四、最大心得 

班主任工作压力很大，特别是高三班

主任，所以要学会试着给自己减压，减压

不是说早读我不再来，管理可以就此松散，

我想减压是去改变心态，正所谓“天使之

所以飞得很高是因为他把自己看得很轻”，

心态上的轻，可在行动上他仍然要扇动翅

膀啊！而事实证明人在放松的状态下尤其

具有创造力，就是我一直追求的那种“举

重若轻”。 

五、冷静反思 

1．湘晖怎么了？ 

她是一颗不可多得的好苗子，各学科

发展均衡，一直是年级的尖子。在“一模”

时候考出681，年级第一的好成绩，高考中

她的成绩没能脱颖而出，是一个巨大的遗

憾！假期里我就在反思，如何更好地对她

进行教育才更有效。 

2．职业设计是在高考前一个月吗？ 

高考前一个月，学生开始填报志愿，

部分学生完全没有明确的想法，整天陷在

选什么学校和专业里，严重影响了复习，

非常窘迫。如何选择合适时机且更符合人

性发展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六、最自豪的事：最大范围地团

结科任教师，依靠他们 

因为我的课时有限，班主任工作只能

见缝插针的做，而我们班的科任教师是长

期坚守在讲台的，我的副班主任（数学）

翁老师，语文申老师，英语黄老师，化学

杨老师，还有基础科的老师们，他们从时

间和空间上长期占领讲台，所以全班同学

都上重点全是他们的功劳！  

感谢学校领导对我的信任，在我到省

实一年以后就把这个班交给我，让我有机

会做一些我一直想做的事，成就我的一些

梦想！谢谢！最后，套用李子良校长高考

前勉励我们的一句话，那就是：“在省实这

片教育的沃土，一切皆有可能！”

（责任编辑：施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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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 

��2007届高三毕业班基础学科工作总结 

◆  林小莹 

在2007年高考中，我校文理基础学科

取得了文科基础全市第四名，理科基础全

市第三名，四位同学勇夺全省理基状元桂

冠的好成绩（见下表）。回想过去的一年，

基础学科能在重重困难中“突围”进步，

是因为在强大的省实领导和教职员工支持

下，高三文理基础科的老师本着团结、认

真、踏实、奉献的精神科学备考，努力拼

搏，实现了“低进高出”。

理科基础 高 考   文科基础 高 考  

中 学 平均分 标准差  中 学 平均分 标准差 

华师附中 137.13 8.92  华师附中 137.37 9.55 

执信中学 133.62 8.48  执信中学 132.93 8.44 

省实中学 132.75 11.01  广雅中学 131.44 10.55 

广雅中学 131.76 9.09  省实中学 130.36 10.92 

增城中学 131.08 10.49  增城中学 130.28 10.68 

仲元中学 130.4 11.32  广州六中 127.91 9.6 

广州六中 128.73 9.52  仲元中学 127.17 13.12 

铁一中学 127.97 12.34  铁一中学 127.07 10.58 

广州二中 126.86 11.91  广州七中 126.5 8.79 

秀全中学 126.83 13.41  广州二中 125.14 10.97 

  

一、良好的备考环境为走向成功

创设条件 

1．领导对基础学科的重视 

近年来我校领导对基础学科的重视程

度日益增加，年级领导和班主任老师非常

支持基础学科的教学和辅导工作，还派出

丘小红、吕黎洁、陈岸春、李鑫等高考经

验丰富的老师加盟高三基础科的教学，同

时让科组长、备课组长参与基础学科的备

考，为2007届高三基础学科的教学把关。 

2. 尽力保证基础学科的课时 

针对我校07届高三学生较弱的物理、

地理、政治学科基础情况，从11月开始适

当增加了部分学科的课时，同时学校还保

证了基础学科每周三的测试讲评课，使得

文理基础学科能按时保质完成各学科的基

础知识复习。  

3. 严格到位的测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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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改变07届部分学生懒散的学习状

态，我们加强了对每周测试的管理，每次

开考后，实行基础学科老师下班检查学生

人数，按时段轮流巡视考试，对少部分迟

到早退的学生进行引导教育，让学生逐渐

认识到测试对成绩提高的重要性，最终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科学的备考方法是成绩全面

提升的法宝 

1．转变观念，确立符合新课程改革的

高考备考策略 

由于2007届学生是广东开展新课程改

革探索的第一届毕业生，教学理念、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和高考和方案均和以往不

同，且命题以《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文科、理科基础考试说明(广

东卷)》为依据，而不是某一版教材。这些

改革以及考试说明迟迟未能出台等给文理

基础学科备考带来了很多困难。老师们面

临着从大综合到文理基础学科备考策略如

何转变，怎样根据不同版本教材内容的差

异确定备考内容、范围和深度？如何把握

难度选择恰当的复习资料以及由于扩招我

校生源质量不高，在学业水平考试中AB率

不高，排名很低，再加上学生对基础科最

不重视等，学生基础知识薄弱且水平参差

不齐等问题。 

 

06市高二年级X科学业水平测试AB比例                 高三大考广州市排名情况 

科目 AB率 市名次 

政治 65.77 7 

地理 60.02 15 

历史 66.22 12 

物理 63.51 12 

化学 66.67 10 

生物 64.19 12 

经过老师们多次学习讨论研究，基础

科确立的“重点落实 �应知应会�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在时间和精力投入最少

的状况下争取最大的产出”这一正确的备

考指导思想，实现了基础科成绩稳步提升

的目标。 

2.依据新课程标准，制定合适的复习

和测试计划 

在“一标多本”的背景下，我们认识

到现行各科教材不是备考复习依据和高考

命题依据，新课程标准才是指导备考复习

的“纲”。老师们认真学习新课标，理解新

课程理念，认真研究新课程高中教材与旧

教材和过渡教材的差异；新课程不同版本

教材的差异；07年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与

往年大综合考试说明与考试大纲的差异，

真正把握考试的范围与内容。积极向老高

三年级综合科老师和兄弟学校老师学习，

深入分析、参考近年来各地的综合科高考

试题，理出近年来综合科高考命题的思路，

同时根据高考的时刻表和我校选考学生的

水平、心理状态等，制定具体的、合适的

 理基名次 文基名次 

市统测(一) 8 9 

三校联考 3 3 

市一模 4 9 

市二模 5 9 

高考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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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复习和测试计划，改变了基础科复习

计划不明确的状况。 

3.优化课堂教学，落实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 

（1）充分承认和尊重学生在复习备考

中的主体地位 

新课程倡导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究学

习、合作学习方式，所以指导学生通过自

主学习活动复习整理基础知识，建立完善

的知识结构体系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学习

张经纬老师《高考喜优谈》一文，提出要

从关心“这堂课我讲了多少”转变为关心

“这堂课学生能提高多少”，从关心“这

道题我布置学生做了没有”转变为关心

“这道题学生能从中悟出多少”，使复习

备考实现从勤奋型向效益型的转变。 

（2）突出“应知应会”，反复夯实双基

知识 

基础测试命题强调“基础考核”、突

出考查“应知应会”的最基础的内容。因

此我们采取“主干内容多次循环，能力训

练分步到位，双基知识反复夯实”的做法： 

①指导学生在第一轮复习时同步看课

本，复习整理基础知识，“听好每一节课，

记好每一个知识点”，用最简单的话记住要

点，积累知识，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 

②要求学生坚持做到“做好每一次测

练，改好每一道错题”，要“以一当十”，

训练一题，达到训练十题的效果。将针对

学科重点、主干内容，针对薄弱环节和现

实问题所命的练习题要认真理解掌握，特

别是在测后讲评改错中不要只拘泥于某一

道题的解答，而是应拓展开来，从知识结

构和解题技巧进行再一次的梳理分析，力

争在落实基础知识之上求得能力的提高。 

③关注周围事物，关注生活和生产中

与各学科相关的现象，关注高考改革和命

题思想的导向，及时调整备考策略，培养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迁移运用知识的

能力。 

④努力掌握各科解题的方法，文科知

识要花一定的时间理解并记忆，理科知识

则要做一定量的练习来巩固提高。及时解

决疑难问题，同时要认真探究解答单选题

的有效方法，例如: 

▲如何分析选择题的题干 

▲如何运用直选法或排除法选准答案 

▲如何排除干扰进行巧解 

▲如何从做错的题中吸取教训 

4．精选精编文、理基础的练习题，

进行有效训练 

在每周珍贵的两次训练和一次讲评

中，我们立足效益进行有效训练。做到“练

前抓选题，练中抓细节，练后抓反思”。命

题要求：(1)突出两个基本点------知识与

技能。(2)侧重于主干知识，面性覆盖《说

明》中的每一个知识点。(3)控制好题目的

难度，大部分建议难度设置在 0.7以上。

(4)题目编写关注热点、联系实际，培养迁

移渗透、解决问题的能力。 

努力做到有目的地选题，有搭配地组

题，有细节地练题，有过程地讲题。不求

面面俱到，但求题题精华。同时要明确：

训练重在过程，练后反思可出能力，狠抓

细节能出成绩。通过反思和讲评形成能力。 

5．全程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点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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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分层推进 

对学生在日复一日的艰苦学习中不可

避免会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我们联合班

主任及时疏导。制定了“抓两头,促中间,

层层推进”的分层推进方法。在面向全体

的方面，每周安排学生做114道老师自己

命的选择题，并及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点

拨讲评，努力提高选择题的通过率。在培

养尖子方面，我们分别与各班尖子生谈话，

跟踪每次测验成绩，分科指导学习方法，

提供相应的提高练习，定期鼓励、疏导、

点拨。对于学习困难学生，我们也没有放

弃，老师们常常是“耐心、耐心再耐心” 。

除了引导他们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外，

还常常在个别指导中鼓励他们树立信心、

培养毅力、克服惰性、突破困境。由于各

科老师都能认真落实这项工作，因此基础

科能在这次高考中全面提升了成绩，理科

基础还培养了四名全省状元。 

6．重视与兄弟学校的交流和相关信息

的收集 

重视与兄弟学校的交流和信息收集。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听听有关

专家或同行对07高考文理基础学科备考的

意见，取长补短，不断修正、调整我们的

备考策略。采取与华附、广雅、深圳中学

等学校联合考试等方法检测我们阶段复习

的效果，提高备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和谐快乐的团队精神是我们

拼搏的动力 

    2007届高三基础学科，是一个团结拼

搏、和谐发展的快乐集体。在学科的教学

上，他们风采各异，用非凡的个人魅力征

服了 900多个学子。课堂中，物理科的曾

斌、吕黎洁、李娟、钟早铭老师深入浅出，

耐心细致；化学科的杨少敏、程俊、刘芙

蓉老师循循善诱，挥洒自如；生物科的丘

小红、程宝云、黎慧老师才思敏捷，条理

清晰；政治科的李鑫、郭艳瑞老师文采飞

扬，富含哲理；历史科的张雪萍、陈岸春

老师博学多才，字字真言；地理科的黄建

伟校长、廖洁、林小莹老师生动幽默，句

句精华。尽管老师们都很辛苦，但他们从

来没有抱怨。 他们坚信世上无难事，只要

有心人。正是他们团结合作、努力拼搏，

再加上有全校师生作为基础科的强大后

盾，终于取得了2007年省实高考基础科的

好成绩！                      

                        

                                                          

 

 

                     林小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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