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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袁侨中继去年叶倩儿夺得语文科市状元之后袁又夺得了语文
科全市的第一尧二名遥连续两年夺得这个学科的高考市状元袁对于侨中来说袁
真犹如神话般美妙袁然而这并非神话遥我觉得至少下列的点滴还是值得后来
者借鉴的遥

一尧语文科组非常团结协作袁和而不同遥 教学上袁大家共同研究教学策
略尧教学内容袁在保留个人的独特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取长补短袁促进语文教
学的科学性尧有效性遥

至于我自己袁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袁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袁在教学中袁总
是百分百的投入袁全心全意做好每一件小事遥 连续多年的高三教学经历袁使
我更熟悉高三的教学和了解高三的学生袁特别对语文尖子生的培养袁有着针
对性辅导的做法经验遥在我的指导下袁学生进步很快袁语文能力也不断提高袁
具备夺取了状元的实力遥

二尧语文教学与其他学科相比袁往往难度更大遥 因为作为我们的母语袁
学生他们自己能够获取很多信息袁这也就对老师的要求更高袁也就促使我们
平时加强学习袁提升自身能力袁不断总结教学经验袁完善语文知识体系和提
高语文应用能力袁深入研究语文高考体系袁对考点驾轻就熟袁以更好地指导
学生遥 与此同时袁我们要善于分析学生袁找出学生的优缺点袁从实际情况入
手袁帮助学生完善优点袁弥补缺点袁对学生严要求高标准袁同一个练习袁如果
学生完成得不好袁就指导学生反复改进袁直到满意遥 这样才能促使学生不断
进步遥

三尧语文教学面很广袁也很深袁如果把握不好袁就会使课堂变得很沉闷袁
学生会失去兴趣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袁首先袁要做到教学求活遥只有灵活地开
展教学袁才能有效并有趣地把知识教授给学生袁这就要求教师自身语文水平
要高遥 其次袁态度很重要遥 对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袁对学生亲切友好的态度袁
都能深深地感染学生袁让学生学得认真袁学得有兴致遥 最后袁愉快地教与学遥
教师总是愉快地授课袁教得开心袁学生才会学得开心遥 并注重课堂内容的丰
富化尧多样化袁以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遥

这并非神话
曹蔚雯

今年高考袁我校的理科综合科夺得了 7个省
状元遥这在侨中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袁无疑为侨中高
考添上了浓墨重彩袁也为今年建校 55周年和复校
30周年庆典献上了一份厚礼遥

这个成绩的取得是综合科全体同仁团结协

作袁共同努力的回报袁同时也是全体班主任全力支
持的结果遥回顾这一年我们共同走过的艰难历程袁
以下几点可供借鉴院

一尧上好每一节课遥基础学科内容多袁课时少袁
只有准备充分发挥每堂的效益袁 向 45分钟要质
量袁才能真正做到有效教学遥
二尧做好每一次测试遥 a尧编题院每一次测试的

每一道题都必须精心编写袁要有命题意图遥既要考
虑知识点的覆盖面袁又要考虑多角度尧全方位地对
重点知识进行检测曰既要有传统的典型题目袁又要
有新颖原创试题曰既要有质的保证袁还要有量的充

实遥 善于将最基础的知识与知识的运用情景相结
合进行命题遥 b尧考试院综合科老师每次都要到各班
落实好考试袁管理好考场遥 c尧综合科老师在考试
后袁 做好数据分析并把数据分析情况向班主任通
报袁在班主任的协助下,与在考试中发挥失常的学
生谈话交流袁共同找出原因袁激励学生学习基础学
科的信心遥

三尧提高讲评课的效率遥 讲评都必须精心准
备袁要关注每一次测试后备课组长给出的数据遥针
对数据中体现出来的问题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办

法遥
四尧积极探索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遥 一般的

基础学科的课堂教学模式是院 测试 渊或练习冤讲
评寅新考点介绍寅考点串讲寅相关典型思考题练
习及讲解寅知识框架小结寅课外练习布置遥 有计
划性地进行每一步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遥
五尧落实好培优扶差工作遥 我们科组的老师在

抓基础较弱的同学的辅导工作的同时袁还经常在一
起研究如何让尖子学生野吃饱吃好冶袁在不增加课时
的情况下袁满足他们的学习需要袁这样才有可能拿
到高分或满分遥
六尧认真做好集体备课工作遥 每科有一位专门

的基础学科老师编好每节课教案和每次测试题供

大家讨论修改袁最后定稿大家共享遥
综合科的胜利是团队的胜利袁如果没有一个

具有团队精神的综合科队伍袁 要取得好的成绩是
不可能的遥

团队的胜利
尹利华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袁 状元是可遇而不可
求遥 似乎完全是偶然袁可能一不小心撞上个状元遥
其实袁 从这两年高考侨中都夺得了理科数学状元
的事实来看袁并不是凭运气就可以拿状元的遥我认
为我们侨中数学老师这个团队在以下两方面是做

得比较成功的遥
一尧充分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冶遥 在学生进入高中的第
一堂课起袁就要注意学生兴趣的培养遥在扎扎实实
抓好学生的基本功训练的同时非常注重学生的思

维能力的培养袁让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都有收获袁
享受成功的喜悦遥要让学生的兴趣永久的保持袁还
要从学生的数学心理尧 解题技巧等方面进行针对
性的辅导袁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思维习惯遥
二尧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野亲其师信其道冶遥要想学生学好一门学科袁良
好的师生关系十分重要遥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袁
科任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至关重要遥 如果学
生信服你尧佩服你袁那么你就会在学生的心目中享
有很高的威望遥 怎样才能让学生信服你并且佩服
你呢钥首先袁自己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及认真的工
作态度遥 俗话说得好袁要给学生一碗水袁老师就要
有一桶水浴如果学生遇到问题需要老师的帮助袁你
不是答不出袁就是胡乱蒙学生袁学生还会信服你尊
敬你吗钥 随之而来的便是学生因为讨厌这个老师
而讨厌这个学科遥其次袁教师的一言一行是学生的
楷模袁教师的水平尧工作态度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有

极大的影响遥数学是一门极其严谨的学科袁它需要
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遥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在课堂
上用严谨的语言尧严谨的方法来启发学生袁用认真
的态度对待学生的每一个问题袁 在课外用认真和
蔼的态度对待学生的辅导和作业批改袁那么袁我们
的言行无疑会给学生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遥 有了

扎实的专业知识尧 严谨教学方法尧 认真的工作态
度袁再加上对学生的关心爱护袁学生觉得你可亲可
敬袁在此基础上便建立起了良好的师生关系遥

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是

有效教学的重要前提遥

数学状元并非偶然
李慧敏

姻 状元学生谈
荫卢绮婷
我能取得好的成绩袁也许要归功于对学

习浓厚的兴趣与饱满的激情遥 莎士比亚说院
野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袁 方才可以得
益遥 冶对学习的兴趣一直是我在求学道路上
不竭的原动力袁推我不断求知袁超越遥而那份
激情袁更是陪伴袁激励着我走过了紧张而又
充实的高三生活遥 许多同学抱怨学习苦袁学
习累袁然而当我们用心感受袁便会发现知识
的奥秘与美丽袁便会对知识充满着渴望并且
虔诚地追求袁 学习也自然不会是一件难事
了遥 另外袁学习更需专注遥 只要专注于某一
项事业袁就一定会作出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成
就来遥 也只要静下心来袁把精力心思投入到
学习中 袁 就一定会得到意料之外的成
绩浴
六年侨中情袁 感谢侨中领导老师的悉心

培育和教导袁侨中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袁给予
了我充分吸取知识展示才华的舞台袁 提供了
一个自由尧自主的学习环境袁而侨中野自强不
息袁敢争第一冶的精神将是我终身受益的遥 侨
中经历了 55年的风雨历程袁将无数莘莘学子
送上成功之路袁展望未来袁您正阔步走上闪亮
的舞台袁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美好的明天遥

荫 曹浩坤
能够获得理科基础满分袁我的确有点惊

讶遥 平时的每周综合训练中袁我没有一次能
考到 140分以上袁 不过理科基础考的是基
础袁只要重视袁不放弃每一个细节袁每个人都
能够拿满分遥 我个人认为袁要学好理基袁必须
面面俱到袁不能钻牛角尖袁而且要有自己的
想法遥 我平时有收集错题的习惯袁每道我做
错的题目袁我都会剪下来贴到本子上袁每道
题的下方我都会写上解题的思路袁并且以一
道题为基础发散开来袁想一想同一个知识点
还会有哪些出题方向等等遥 另外袁我会每天

定一个时间段来复习理基袁 有时是收集错
题袁有时是看错题本袁有时就看看课本遥 其
实袁不管题目怎样袁一定是来自课本和生活袁
因此要多看课本袁多留意社会时事遥 对于自
己薄弱的知识点袁一定要弄清楚袁并且要多
复习袁光看题目是不行的袁脑子里要有一个
知识的框架袁把各科的知识分门别类袁可以
用树状图的形式画出袁 这样会一目了然袁复
习起来思路会比较清晰遥 另外袁考试的时候袁
不一定每一道题你一看就会袁 但却可以做
对遥 这就要懂得分析出题人想考什么遥 另外
要会一些方法袁如排除法等袁倘若真的遇上
完全没有头绪的题目袁 那也没有办法了袁只
有凭感觉写上袁 但绝对不可以空下题目不
做袁如果 ABCD任选一个袁还有百分之二十
五的可能做对袁但不做的话袁就只能是零遥 考
试的时候还要注意时间的分配袁千万不要死
咬着一道题不放袁这样只会对完成后面的题
目会造成很大的困难遥 最后就是一句话院会
学习必须还要会考试遥

荫关杰浩
我的数学学习袁 可以用 2 个字概括院

野大冶和野小冶要要要从大的方面入手袁从小的方
面纠正遥 书上每一章节都有一个大的方向袁
例如解析几何尧三角函数等等袁这些都是大
的方面袁这些大方面袁其实可以根据个人的
需要进行概括袁将高中数学的知识弄成几个
方面袁 然后把整个高中数学的点移进这些
野大冶里袁从而对每一点知识都有一个整体的
把握遥 小袁则是从做题中归纳袁特别是小问题
中归纳出大的方向遥 我们大多有这种经历院
无论犯多少次袁改多少次袁同样的错误总会
发生遥 我的解决方法是不断推敲同一题袁看
它的考点到底是什么袁这便是小遥 当然袁这需
要对数学的概念很清晰遥 数学概念是很严谨
的袁要把一个概念完全弄懂并不简单袁这需
要细心与耐心遥 至于错题集袁最重要的是分

类袁并在大类里找到题目中的相同之处与不
同之处袁这样能更好地理解题目袁找到更好
的解题方法遥
随着高三的结束袁 我不得不离开这个我

学习和生活了 6年的学校要要要华侨中学遥 说
实话袁我很喜欢这里的老师袁他们是我学习旅
途中最好的向导袁 我无法忘记在这里度过的
6年的美好时光袁 我衷心祝愿我的老师生活
快乐袁笑脸伴一生袁我真诚祝福我的母校能越
办越出色袁我期盼着母校的又一次腾飞浴

荫黄永滔
就我个人而言袁从高一到高三袁我没有

一科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袁但我意识到理科
基础这一科是可以学好的袁 前提便是一个
野勤冶字遥 我总结出野三勤冶院勤记袁勤思考袁勤
练遥 对做过的错题尧好题袁整理成册袁多加记
忆曰野勤记冶曰对自己不会做的题先钻研袁实
在不会时找老师提示一下后继续思考袁直至
想通弄懂为止曰野勤思考冶曰每天保持练习理
科基础的题目袁熟练时一天一套曰野勤练冶遥
野梅花香自苦寒来袁宝剑锋从磨砺出冶袁就因
为这野三勤冶袁我理科基础的成绩由班平均分
以下提升到平均分以上袁 并一直在进步袁我
终于夺得了理科基础省状元遥

除了自身的勤以外袁少不了的是老师的
勤遥 老师们在教学楼上加了一次又一次袁换
了一次又一次的激励和提示性的标语袁不仅
提高了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袁还起到激励斗
志的重要作用袁看上去让人为之一振遥 在每
次模拟考试后的总结大会袁老师们把因获得
暂时成功而沾沾自喜的学生叫醒袁为因暂时
的失败而失去信心的学生加油打气遥 我们的
老师不辞辛劳的工作袁牺牲自己休息时间辅
导学生袁陪他们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刻遥 老
师们的勤奋尧同学们的拼博袁铸就了今天的
辉煌遥

荫 李巧诗
综合科袁看似简单袁但不是想象中的那

么容易遥 它知识面好广袁而且好贴近生活袁没
有扎实的基础和平时的积累袁要想拿满分是
绝对不可能的遥 另外袁盲目的做题是不可取
的袁那些深陷题海的人把做题看作是唯一的
办法袁这是不会学习的表现遥 我们应该学会
去思考袁去发现问题袁并总结出其规律遥 我们
都很流行做错题集袁但我觉得对于综合科这
不适用遥 综合科的笔记归纳应该把练习册尧
试卷上的你自己觉得重要的知识点进行归
纳袁以点带面袁以点连线袁这样才能做到举一
反三袁事半功倍遥 这比把错题抄下来再从头
至尾看一遍或做一遍效果要好得多遥

对于学习袁最重要的是心态遥 在高三的
一年里袁 我们会进行大大小小的各种模拟
考袁当然分数会有高有低遥 低了袁不要轻易放
弃袁要相信自己袁给自己信心袁不要受别人的
影响袁自己觉得正确就继续走下去遥 高了袁不
要骄傲袁 这往往是分数会一高一低的原因遥
能够真正做到野胜不骄袁败不馁冶袁坚持到最
后袁你一定会笑得最好浴

荫梁雅雯
这次高考中袁 我很幸运拿到理基的满

分袁成为状元遥 为此袁我真的很感谢教我理基
的老师们袁没有他们袁就没有今天的我遥
其实袁我觉得今年高考的理基并不难袁想

要拿高分袁非常容易遥 但是想要拿满分袁那就
要细心袁再细心袁再再细心遥 粗心往往成为失
败的理由袁 但这个理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啊浴 我们一定要跟它说野BYE BYE冶遥 特别是
看题目袁不要靠感觉袁要认真读懂题目袁这才
有可能避免不应该有的错误袁 细节决定成
败遥

理基有那么多科目袁 想复习也头疼袁这
是不可否认的遥 我的方法就是院认真对待理
基袁认真上好每一科的课袁当天要有所收获袁

每天的功课在当天至少要看一遍袁因为我们
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时间回头看的遥 我认为
每个同学都要认真对待理基袁那是一个帮你
拿高分数的科目袁不要让它成为拖你后腿的
科目啊浴 高三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时期袁
谁放松袁谁就会后退遥 要合理安排好学习时
间袁要及时为自己做好准备袁只要库中有粮袁
那心就不慌了遥

荫 冼嘉岐
想学习好就一定要有一定的思想高度袁

想问题能够比别人想得更远袁更细袁更快袁更
准是一个人想脱颖而出的基本法则遥 思想成
熟了袁学习方法就能够不断改善袁当学习方
法越来越完善时袁成绩就能节节攀升遥 学习
是终身的事情袁想学习好袁就必须对学习有
如饥似渴的态度袁 还要有百折不回的韧劲袁
更要有舍我其谁的勇气遥

高中学习更应注重复习袁因为高考的知
识点有限袁想稳稳地拿高分就必须重复运用
已经学会的知识并且适度拓展袁更重要的是
这一过程必须每天坚持袁要记住成功的背后
浸润着无数泪水与汗水袁 挺住就是一切袁坚
持就是胜利遥 但只死死记住了课内的知识还
不够袁从课内知识出发不断汲取课外知识才
能让一个人的头脑变得更灵活袁一个勤于学
习尧善于思考的人一定能取得好成绩遥 所谓
野学而不思则罔冶袁学习一定要思考袁要多问
老师袁但不要轻易问老师袁一定要自己思考
问题到比较深入的程度才向老师求助来击

破疑点遥 高中学习像是一场马拉松比赛袁只
有身体好才能够长久地保持旺盛的精力袁所
以我建议大家要每天坚持长跑袁这不仅让人
身体好袁还能让人意志更坚定遥

姻 状元教师谈

培养了 7位理科基础省状元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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