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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模式下 省重点名师赠锦囊

政治：
将零散知识点形成知识体系
新高考视域下
思想政治学科优势
首先，有利于将来考研
和考公务员。就目前来看，
无论是考研还是考公务员，
政治都是必考科目，而且考
查内容也与高中思想政治
课程有重叠部分，因此，学
习思想政治学科对于未来
有考研或考公务员打算的
学生来说是有较大优势的；
其次，有利于未来大学专业
选 择 。 据 数 据 统 计 ：选 择
物、化、政这三门学科的学
生可选择的专业超过 96%
左 右 ，选 择 物、生、政 或 是
物、地、政这三门学科的学
生可选择的专业也都超过
92%左右，选择史、化、政这

三门学科的学生可选择的
专 业 超 过 65% 左 右 等 等 。
以上几种组合里都涵盖思
想政治学科，可见其学科的
优势所在；最后，有利于提
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思维
能力包括：理解力、分析力、
综合力、比较力、概括力、抽
象力、推理力、论证力、判断
力等能力。高中思想政治
学科包括经济、政治、文化、
哲学四大模块，这也就决定
了思想政治学科不仅是学
理论、学思想的学科也是学
思维、学方法，可以不断提
升学生思维能力的特色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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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 七月十六 处暑
哈一中政治教师杨琳
指导名师：

见习记者 陈薇伊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近日，哈市教育局发布最新开学通知，
哈尔滨高中新生
23 日报到。2021 级高一新同学们应该如何开启新高一的学
习征程？新高一学生目前应该如何做好各个学科的学习准
备，
生活报记者特别对哈一中新高一学年的九大学科名师进
行采访，
给即将进入新高一的学生一份初高中衔接锦囊。

记 录 时 代 风 云

新高考视域下
思想政治学科学习

硕士研究生，2019 年获得学术会议《当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三等奖；2019 年参加《学
理论》课题立项；2020 年在《青年时代》公开发
表《浅析布洛赫希望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关系》论文。

又对接 3 组家庭 5 个孩子

A 02

哈市各大夜市有序复工 记者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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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发倡议

倡导电子无纸化办公
天。节约粮食，广大师生员工养成文
明节约的饮食习惯，在食堂就餐时，适
量取用，提倡
“光盘行动”。倡导
“垃圾
分类,从我做起”。广大师生员工带头
学习掌握垃圾分类政策知识，提倡对
办公垃圾进行分类，将有害垃圾、可回
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分门别类，做绿
色、低碳、环保生活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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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走不出去了，
在山里哭了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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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为推动
公共机构节能，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22 日，省教育厅向全省教育系统
发出节能倡议。
倡议节约办公用品，倡导电子办
公和无纸化办公。文件起草、修改和
传阅尽量在电子媒介上进行。尽量减
少电话的通话时间，不用办公电话聊

进山采标本 女研究生大兴安岭迷山遇险：

龙头新闻客户端

社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政编码 150010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记者获悉，海伦团市委于
19 日举行 2021 年海伦市“青春圆梦·金秋助学”助学
金捐赠暨发放仪式。现场向受助学生代表发放了爱心
企业捐赠的 20 万元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爱心款。
同学们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殷切厚望，珍惜求
学的机会，昂扬进取、学有所成，常怀感恩之心，以优异
的成绩和实际行动回报家乡、回报父母，报效祖国、报
效人民！

早高峰预计提前至 7 时左右
二环沿线、文昌桥、中山路等通行压力增大

哈尔滨天气预报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者
家庭距离比较分散，记者和志愿者们穿
李丹文/摄）14 日上午，由生活报青年
梭在附近的大街小巷，步行了 3 个小
志愿者团队组织发起的“爱心助学”活
时，才全部走访完毕。其中小红（化名）
动进行新家庭的走访。据悉，生活报青
家和小博（化名）月月（化名）姐妹家住
年志愿者团队助学活动已持续 14 年， 的楼层都比较高，看着志愿者们的满头
共捐助 600 多名自强学生。今年的爱
大汗，田桂玲忍不住劝大家休息会儿。
心助学活动已举行了 9 站，共帮扶了近 “没关系，
孩子们都等着呢。”
王义祥说。
100 名自强学生。经过学校推荐，又将
在经过一上午的走访，仅有 3 个家
有一批新的学生加入到爱心助学的行
庭的 5 个孩子符合帮扶要求，他们分别
列。
是盲人哥哥小谷（化名）和懂事的弟弟
14 日上午，生活报记者跟随志愿者
小瑞（化名），还有乐观开朗的小博、月
团队两名助学管理员刘长宏和石桂茹， 月姐妹，最后是刚刚失去母亲的小红。
还有副队长王义祥和队长田桂玲，来到
近日，将对这 3 组家庭的 5 个孩子进行
南岗区的 4 个家庭进行走访。由于 4 个
爱心助学的帮扶对接。

助学金捐赠暨发放仪式
海伦团市委举行

生活报青年志愿者团队
爱心助学走访进行时

哈市高中今日新生报到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学科
核心素养，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坚定
“四个自信”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针对新高一的学生来说，课上集中注意力听
课是非常必要的，老师课上设置的问题普遍具有
一定的启发性，对于学生自主思考或是集中讨论
得出结论具有重大意义，
而且不同于初中阶段，
高
中思想政治学科要求学生要有更高的自主思考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上课时不仅
要听课集中，更要积极主动思考问题。除此之外
老师课上设置的问题还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一个
议题当中可能包含几个分议题，每个分议题又是
按照顺序进行探究的，稍微溜号或者走神很可能
就会产生学习盲点或者知识的断裂。而且，随着
高考改革，思想政治课程教材也进行了全面的修
订，现行的普通高中《思想政治》全套教材共 7 册，
其中必修教材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与
社会》
《政治与法治》
《哲学与文化》4 册，选择性必
修教材分为《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
《法律与生活》
《逻辑与思维》3 册，较老教材来说学习内容有所
增加，
容量变大，
这也就要求学生要做好课后的复
习和巩固，
把零散的知识点进行整合，
形成知识体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