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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级新生暑假作业 

语 文 

1、读《红楼梦》《乡土中国》； 

2、用 16 开米字格练字本抄录《红楼梦》诗词； 

3、背诵并用 16 开米字格练字本抄写《毛泽东诗词》。 

附 1：《红楼梦》诗词 

《红楼梦》十二正钗判词 

林黛玉/薛宝钗：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贾元春：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贾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史湘云：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展眼吊斜辉，湘江水逝楚云飞。 

妙玉：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王熙凤：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贾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装。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 

贾迎春：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 

巧姐：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 

李纨：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 

秦可卿：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自题一绝》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护官符》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出自《红楼梦》第四回。是说巴结这四家官僚贵族就能保住官；得罪了他们不仅要丢官，连脑袋也保不

住） 

《红楼梦》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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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好了歌》解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甚么脂

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

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

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西江月》二首（说宝玉）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红楼梦曲》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

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红楼梦十二曲——聪明累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

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急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

叹人世终难定! 

红楼梦十二曲——枉凝眉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

一个枉子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

春流到夏。 

红楼梦十二曲——终身误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

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收尾·飞鸟各投林》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

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合聚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

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过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3 

《红豆词》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

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啊……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葬花吟》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手把花锄出绣闺，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为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附 2：《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采桑子·重阳》《菩萨蛮·大

柏地》《清平乐·会昌》《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

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蝶恋

花·答李淑一》《七律二首·送瘟神》《七律·到韶山》《七绝·题仙人洞》《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

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贺新郎·读史》《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六言诗·给

彭德怀同志》《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七绝·观潮》。 

附 3： 

为你的成绩增光添彩! 

                 ——高中语文学习经验 

唐山一中 2021 届翔云三班 韩泽群（高考语文 129 分） 

班主任：王一平  语文老师：吴国梁 

语文作为三大主科之首，在高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 125+语文，会是你向理想大学冲刺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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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法宝。那么，如何高效地学习语文，做到提分“稳”“准”“狠”呢?话不多言，咱们直接上“干货”吧!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语文学习的第一境界，即是“立”。 

一、所谓“立”，就是树立一个正确的语文学习观。有些同学，可能认为语文分数在高考“拉不开差距”

从而放弃语文的学习。这种想法，看似"正确”，在实际中却相当“危险”。100+的语文和 120+的语文是有天

壤之别的。并且，数学等学科的成绩会随试券难易、答题状态、手感等有明显的成绩起伏波动。而语文却

基本不会--你的“功力”是多少，你的分数就是多少。语文不仅是高分考生“厮杀”的“主战场”，更是成绩较差

学生的“保命底牌”。因此，正确面对语文学习，便是同学们迈入理想大学的“第一步”。 

二、所谓“立”，亦是要找到正确的语文学习方法，养成良好习惯。从学习方法上，我们要把握好“学”

与“思”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盲目地刷题，一味地追求速度与数量，除了能让人产生

一种“我怎么这么努力啊”的自我满足感外，对真正语文水平的提升，其实并没有什么作用。刷十篇阅读，

不如精做一篇。只有深入思考，真正理解，才能做到高效率的提升。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语文学习的第二境界，便是“守”。 

一、所谓“守”，就是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对于语文这个学科而言，从来没有所谓“速成”的”捷径”。

有些同学可能会感慨:“我已经努力学习语文两三个礼拜了，可为什么成绩一点起色没有呢?”这种现象其实

很正常。语文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临时抱佛脚的“突击”，一时的“打鸡血”，并不会对你的语

文素养的提升有真正的帮助。胡适说过:“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耐心地坚持下去，三个月后，你自会收获

成功的果实。 

二、所谓“守”，亦应把握好“坚持自我”与“听从老师”的关系。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些同学可能

感觉:“语文老师讲的都是什么东西，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有些同学也可能感觉:“语文老师讲的都太基础

了，我怎么一点收获都没有”。这时候，我们就要在“认识你自己”的基础上，适当地对自己“加餐”或”减负”。

老师在讲授知识时，面向的是全班的同学。对全班同学整体的“最优解”对于个人而言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

同学们应当在跟上“大部队”的前提下查缺补漏，重点突破，从而脱颖而出。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语文学习的第三境界，便是“得”。 

当同学们积累了足够的语文知识，提升了语文素养之后，学会怎么“得分”便是重中之重。有些同学可

能有疑惑:“我明明也读了不少书，自己也颇有文采，怎么语文分数确不高呢?”这种现象，便应该从“得”处

下手。 

一、要得高分，首先书写要工整。语文这一学科，评分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在高考评卷中，老师们处

于一种高压、烦躁的状态，如果你字迹潦草，老师很可能不会耐心地给你寻找“得分点”。同时，书写的差

异，也会使作文的得分有完全不同的档次。因此，改正潦草的书写方式，在高考中至少会让你的语文多得

5-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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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得高分，答题逻辑要规范。在答主观题时，一定要做到“分条列答”。在高考中，老师是“按点给

分”的。如果没有分条列答，答题缺乏逻辑，很可能让老师难以找到得分点，从而难以得高分。 

三、要得高分，还要答题有方法。在平时，我们应做到对近几年的高考题的设题思路，答题方法烂熟

于心。在平时的训练中，同类的问题要进行归纳、总结，掌握方法，在考试中我们才能做到“心里有数”，

从而提升答题速度和准确率。而答题方法的形成，关键还是要自己“不断领悟”。比如，答诗歌题时，要十

分小心诗歌中“情感的变化”。同时，切忌对某一个诗人形成“刻板印象”。高考的出题一向都是“反套路”的，

刻板的印象在考试中难免会“翻车”。 

最后，我要做一个提醒:高考的出题，一定是会不断变化的。比如，在 2021 年“八省联考”中，金克木

的《国文教员》中出现了"文本一”、“文本二”，于是高三下学期几乎所有的模拟题都在跟风模仿，“文本二

"几乎成了标配。当时我就和同学说:“你如果想判断模拟题是不是好题，先看文学类文本，没有文本二的，

就是好题!”结果在高考中“文本二”果然没有再出现。今后，你们一定会遇到大量的 2021 年高考“跟风题”。

希望同学们不要“把题做死了”，各种各样的题型都要有所准备。这样，才能在高考中做到“游刃有余”。 

同学们，若能耐得多年寒窗寂寥，自会万事喜兴如潮。为了理想的大学，加油努力吧! 

过关斩将——关于作文备考的二三事 

               唐山市翔云中学高三年级   韩泽群（2021 年高考语文 129 分） 

得作文者得语文，得语文者得高考。60 分的语文作文，作为高考中分值最大的题目，向来是我们高考

备考的重中之重。那么，如何让你的作文充满亮点，告别低分呢？让我们一起“过关斩将”吧！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做阅读赏析题时我们都会这样答：这篇文章结构上……内容上……表达了……的主旨，

抒发了……的思想感情。那么，评卷老师在“赏析”我们的作文时，会不会也这样评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因此，要想作文得高分，就必须通过“结构”、“内容”、“思想感情”这三大难关！ 

第一关——结构 

作文的结构，就是支撑起整篇文章的“筋骨”。根据不同的情境来合理地“排兵布阵”是“打胜仗”的基础。

如果你的文章缺乏合理结构的支撑，即使内容再有吸引力，在阅卷老师的眼里也会是“一盘散沙”。然而，

对于我们的作文备考而言，一味地去学习那些名家的“形散神不散”、“环环相扣”、“浑然天成”并不是高效

的做法。其实国家对高中生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掌握一些“套路”：并列式、对比式、

层进式……这些“套路”，我们都要熟练掌握。这样才能在考试中，无论遇到什么题目，都能做到“游刃有余”。

以 2021 年新高考一卷作文为例，这篇作文就非常适合采用“层进式”：从体育的意义，到其蕴含的“强与弱”

的精神，最后可以延伸到“家国情怀”，层层递进，由浅入深，脉络清晰，一定会令阅卷老师拍案叫绝。 

第二关——内容 

作文的内容，就是填充整篇文章的“血肉”。缺乏内容的文章是空洞的，内容没有吸引力的文章是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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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都是我们在写作文时的“大忌”。在平时，一方面我们要加强素材的积累，从而在写作文时能做到“有

理有据”；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语段的精炼”，把枯燥的新闻等材料，转换为文学性的语言。这样，让你的

作文充满“亮点”，高分自然也会“如约而至”。 

但是，在考场上我们要尤为注意：你的素材是为你的文章服务的。不要“为了使用素材而使用素材”。

作文素材只有放在合适的位置才称的上是“素材”。否则乱用素材，就会是“傻大姐戴花，什么花都往头上插。” 

第三关——思想感情 

作文的思想感情，就是整篇文章的“灵魂”所在。缺乏灵魂的作文，宛如一具行尸走肉。无论哪个老师

都会强调：“写文章时，一定要融入‘真情实感’！”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有“真情实感”呢？我的方法便是“带

入情境”。试想一下，如果是你，在那种情境下，会怎么想，怎么做。在写作文时，少一些“我们”，多一些

“我”；少一些呼告，多一些议论；少一些空话套话，多一些真情流露。这样，才能让你的作文避免出现“大

而空”的窘境，从而得到高分。 

隐藏关卡——书写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书写，便是作文的“东风”。写一笔好字，能让你的作文直接在老师的心中提

升一个档次！同学们千万不要有“平时随便写写，高考在认真写不就行了”的想法。身为高考的“过来人”，

我深切体会到：在高考的高压、紧张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同学甚至书写难以达到平时水平！“临时抱佛脚”

根本不靠谱，“功夫用平时”方是备考真谛！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同学们，愿你们在备战高考中一路“过关斩将”，希君生羽翼，

一化北冥鱼！ 

数 学 

预习内容： 

1、独立思考初中阶段感兴趣的数学难题，回顾初中老师扩展的数学知识。 

2、自主学习初高中衔接内容（自行在官网下载参考资料），如分解因式、二次函数、一元二次方程、平

面几何等，力求在数学知识、方法、思想方面做好初高中衔接，做一做相关练习题，打好基础。 

3、认真阅读高一数学课本，从整体上把握教材内容，完成课后练习，争取带着疑问入校。 

正式上交的作业有两个： 

1、高中数学必修一课本，前两章课后习题（自己附 16 开白纸） 

2、初高中衔接内容课堂练习（自己附 16 开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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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语 

Welcome to Tangshan No. 1 High School! We have some suggestions for you freshmen as follows: 

1、复习背诵初中所有 1500—1600 个单词和短语；开学后将进行单词过关检测。 

2、梳理音标、音节、词性、句子成分、句子结构、时态（尤其是进行时和完成时）、语态等语音语法知

识，做好初高中衔接；预习高中语法定语从句。 

3、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学习①诵读 15 篇（lesson21---lesson35）；背诵并默写 lesson21-lesson25 篇，开学后

每个班进行背诵默写检查；②抄写 15 篇中的任意 5 篇：一律用 16 开、上翻本、8mm 的横格本抄写，注意

字母的高度、字母的宽度、间距、占格位置等），开学后收齐检查。 

4、预习新高一英语课本 Welcome Unit-Unit5 单词及课文；抄写其中的重点单词、短语并每单元任选一段

课文翻译。 

5、感受高考题型：完成 2021 年高考英语试卷（河北省用新高考Ⅰ卷），开学检查。 

6、学唱 1 首英文歌曲；观看 2 部英文电影电视或 1 本英文小说、杂志，并写出内容简介或感悟（1 篇），

开学上交； 

7、准备英文的自我介绍（write a profile）；多练口语听力，以便尽快适应高中英语授课模式。 

物 理 

预习内容： 

1、预习高中物理必修一课本，并完成课后习题。通过学习，对课本上的概念与公式有一个初步认识，

对课本上的一些小实验，自己能动手做的可以试着做一下，从中体会物理的奥妙。高一第一学期主要完成

前四章的学习，这是物理入门的一个关键时期。 

2、按照课本和自己保留的初三物理复习资料，认真的把电路问题再重点复习一遍，特别指出的是电路

问题中的串、并联电路的特点和电路的简化问题、电功、电功率等，必须把初三做过的此部分习题弄通弄

精。因为这一部分内容高中不再重新讲，但经常用到，是高考必考内容。 

3、把初中课本上的力学问题重点复习一下，力学是整个高中物理的重点内容，如果力学学得好，则为

整个高中物理打下良好基础。 

正式上交的作业有两个： 

1、高中物理必修一课本，前三章课后习题 

2、对自己家中的一件电器进行原理分析，查找资料撰写一篇介绍此电器的科普文章。例如：电冰箱、空

调、微波炉……（上交 word 文件或 PDF 文件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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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预习内容： 

高中化学必修 1 课本，对高中知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找到初高中知识的衔接点，明确高中知识的提升

点。做好初、高中知识的衔接：1.常见元素的名称、符号、相对原子质量。2.常见元素的化合价。3.常见物

质的化学式。4.酸、碱、盐的溶解性。5.常见物质的颜色、俗名。6.熟记前 20 号元素的原子序数及符号，

熟练书写原子结构示意图。7.熟练书写初中课本所有化学方程式。 

正式上交的作业有三个： 

1、常见元素的主要化合价 

2、前 20 号元素的名称、符号、原子结构示意图 

3、初中课本所有的化学方程式 

生 物 

熟悉初中课本中的有关知识，以利于与高中知识衔接，主要①细胞的结构 ②显微镜的使用 ③光合作用 

④细胞呼吸。 

借阅生物第一册课本，预习 1-4 章，完成课后习题。 

条件允许，观察豌豆和玉米种子萌发的过程，种植一盆豌豆和玉米，重点观察花的着生部位，花的结构，

试着通过查阅资料开展一下玉米和豌豆的杂交实验 

查阅资料了解新冠病毒的结构，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有哪些，它们的异同，为什么有的需要注射 2

针，有的只需要注射一针，为什么现在全球新冠病毒变异株如此之多，可以试着把你查阅到的资料汇总成

一篇小论文，开学我们将对优秀作品展览 

查阅近 5 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和生理学奖涉及的领域，科学家和其相关贡献 

历 史 

正式开学上交的作业两个： 

1、依据初中历史教材，制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2、读一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写一篇读后感。题目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暑假还需要做的两件事： 

1、通读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了解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 

2、参观唐山历史博物馆，了解课本之外的家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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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1、复习初中世界和中国区域地理，整理中国四大自然区和世界主要地区的地理特征，包括各区域的地

形、气候、河湖、植被、土壤等自然地理特征以及农业、工业、交通、旅游等社会经济特征，形成复习资

料整理到笔记本上。 

2、绘制地图： 

（1）中国政区地图（中国各行政区轮廓，名称简称、标注省会名称及位置）； 

（2）中国主要山脉、河流分布图（用线条描绘中国主要山脉、长江、黄河、珠江）。 

3、买一个小地球仪，每天记忆初中地理课本中介绍的一个重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包括经度、纬度、半

球位置、在大洲中的位置）。 

4、 每天注意收看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了解天气符号（如：晴天、阴天、多云、小雨、大雨、雷雨、

风向以及风力大小等），并特别注意重要天气系统的发展变化（如台风）。 

5、选择性观看中央 10 台科教频道关于自然地理方面的节目。 

6、记录暑假旅游走过的地点，了解祖国的名山大川，风土民情等，写一篇游记。 

政 治 

1、教材预习：借阅高中政治教材必修一，了解高中与初中内容的不同，多深入思考，培养思维能力。  

2、媒体关注：借助大众传媒关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现象，联系生活培养辩证思维，法治意识等。

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国际民生大事，谈谈自己得看法。关注人民网、央视网、光明网、学习强国等平台，

每周写一篇时政评论，开学交 6 篇时政评论。 

3、时政热点：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全文）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