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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学习不做“潜水员”

“线上教学确实缺少了点‘氛
围’，语文学习和复习尤其需要师

生互动探讨。学生宅在家‘单打独
斗’，没有了比照，‘你追我赶’的

劲头少了。”全国优秀教师、晋元
高级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张少伯

说，但是，这些“短板”并非无法克

服。
“学生尽量紧跟学校老师复习

节奏，制定适合自己个体差异的、
合理的复习计划，并确保进度。在

线上不要‘潜水’，既要保持与任课
老师的密切沟通交流，勤问多思，

增强学习主动性，也要多与同学交
流，借鉴他们在特殊时期的学习情

况与方法，让自己的学习有引领，
有参照，能比较。”

模拟训练在精不在多
在家复习迎考、没有老师敦促，

还是要保证每天一定量的针对性训

练。张少伯建议，可以借力模拟试卷
加强训练，尤其是文言文阅读理解。

“在训练时，要学会整理，寻找规律，
比如，要熟悉阅读理解题有哪些常

见题型，不同题型该怎样作答。”

“查找缺漏不足，训练还得精
选。除此之外，不必追逐难题、新题，

翻过无数遍的课本可能就是你最好
的复习资料。复习整理和融会贯通，

把散在各篇课文中的语文知识构建
成知识体系。”建青实验学校副校

长、高三语文教师万技伟指出，学生
复习常存在一个误区，拿起各区的

一模卷、二模卷就一套接一套做题，
根本没想过为什么要做这个试卷，

试卷做完解决了什么问题。“因此，

做训练之前，首先要结合考试说明，
细化复习要点，明确每个考点的相

关知识积累、能力要求、思考路径、
常见题型、答题规范等。再结合自己

以往学习和考试实际，找准自己的
缺漏或短板之处，精选练习进行针

对性训练，而不是盲目做题。”

万技伟还建议，作文的训练亦
是如此。“群体讲评后，不妨找老师

一对一‘面批’，如此才能具体知道
改进的地方。有些地方老师可能会

给出修改建议，有些地方可能还需
要自己进一步思考。”

每天保持纯阅读时间
“高三语文学习不能局限于课

本、教辅、试卷，每天至少要保证半

小时纯阅读时间，不是考卷上的阅

读练习，不是娱乐消遣性阅读，是

要读一些能引发感触或者思考的
作品。”万技伟说，高三语文备考不

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语文能力的形
成和提升都离不开语言实践，语言

的发展与思维的发展相辅相成。
万技伟建议，网络、自媒体发

达，资讯丰富，学生不妨每天刷刷

新闻、看看时评。“浅层次地说可以
积累作文素材，并试着审视这些新

闻、时评、公众号的表达，想一想概
念是否清晰、推断是否合理、阐述

是否符合逻辑，以训练自己的批判
性思维能力；深层次地看，学生能

在关注时事中初步形成对个人与
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

系的思考和认识，增强为民族振兴
而努力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本报记者 马丹

语文：宅在家中更要闻“窗外事”

高三语文复习有哪
些误区？最后的在线学习
阶段如何度过？多位语文
老师表示，高三学生不久
就要告别在线学习重回
课堂，但是即便如此也不
要太松懈。“语文学科需
要保持阅读与思考，宅在
家中也不要忘了关注社
会时事。”

    春节期间， 因为疫情

宅家， 忍不住看了一些与
传染病相关的电影， 印象

最深刻的有两部， 其一就
是黑人影星威尔·史密斯

主演的《我是传奇》。

说实话， 这部创下

2007 年圣诞档期票房神

话、连豆瓣评分都在 8.1分
的好莱坞科幻片， 我最初

印象只有一个字———扯。

且不说疫苗使人变成 “僵

尸”的主线有多荒诞，只说
电影开头， 喧闹的纽约变

成荒草丛生的非洲草原，

羚羊、角鹿、美洲狮横行……这得有

多强大的脑洞，才能幻想出这种无厘
头场景？

可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许多原
本“头铁”的国家纷纷采纳要求国民

居家隔离的“中国方案”。曾经摩肩接
踵的城市， 人类活动的痕迹慢慢减

少，曾被我嗤之以鼻的《我是传奇》的

开头，居然真的出现了：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街头，一头美

洲豹从山上跑进城里溜达，甚至跳上
一户住家的墙头；以色列海法市的交

通干道上， 一群野猪一边晒着日光
浴，一边悠闲啃食草坪；美国旧金山，

一头闲庭信步的野狼，偶尔驻足翻找
食物； 而在英国海滨城市兰迪德诺，

连最害怕人类的山羊，也在半夜成群
结队进城，啃食人类别墅树篱上的嫩

芽……平时藏匿野外的动物，忘记了
对人类的恐惧与警惕，来到人类世界

里撒欢。

疫情发展至今， 一直有人觉得，

正是野生动物将许多未知的病毒传
染给人类，他们甚至将野生动物进入

人类活动区域的情况视为洪水猛兽。

可若看过另一部讲述致命疫情的电

影《传染病》，应该对片尾结局记忆深
刻：正是由于人类逐步侵蚀野生动物

“领地”，过度砍伐森林，造成了携带
病毒的蝙蝠无处安生、不得不进入人

类活动的区域，才导致病毒传播。

历史的演化，常常让我们产生已

经站到大自然食物链顶端的错觉，而

忘记了我们不过是其中一环：人类在
影响其他环节的同时，更加依靠其他环

节的供养。切尔诺贝利废墟上如今的勃
勃生机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没有了人

类，自然界能够从灾难中自愈；可若

是没有了自然，人类将何处安身？

或许，从这场疫情开始，我们真

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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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上海

市检察院第三分院今天召开新闻
发布会，正式发布《打击走私犯罪

检察工作报告（2019）》。白皮书显
示，2019年案件数量创历年新高，

重大案件比例攀升，多起案件涉食
品安全引人关注，走私毒品亦出现

新藏毒手法。

走私案件创历年新高
2019年，市检三分院充分发

挥集中管辖走私犯罪案件的职能

优势，加强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上海海关缉私局、上海海

警局等相关职能机关的协作配
合，严打走私犯罪，开展反走私领

域综合治理，为护航上海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建设、助力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建设提供法治

保障。

2019年，市检三分院受理走

私犯罪审查批准逮捕案件 137件
351人，在去年增长 80%、134%的

基础上，继续增长 35.6%、57.4%；
审查起诉案件 205件 552人，同比

分别增长 47.5%、53.8%，案件数量
创历年新高，重大有影响案件比例

上升。据分析，由于存在巨大利润

空间，海警局、地方公安等打击力
度不断加大，近年走私犯罪案件仍

将维持高位运行。

多起案件涉食品安全
非设关地（没有设立海关的地

点）走私犯罪案件持续上升，多起

案件涉食品安全需引起关注。成品
油和白糖仍是非设关地走私的主

要对象，其中走私白糖案件增幅达
285.71%，冷冻肉制品、海砂和煤

炭成为新的走私对象。由于涉案货

物数量巨大，走私白糖、冷冻肉制

品均未经过正规检验检疫，非法卸
货后扩散范围广，存在食品安全隐

患。
调研发现，犯罪分子均采用驾

船至外海接驳后绕关入境的方式
开展走私活动，后续通过靠泊码头

卸载走私货物后由长途卡车装运

至全国各地，或者通过内河船与走
私船在内水接驳后水路运至各地。

船上、岸上的犯罪分子相互勾结，
或者由幕后人员安排或搞定码头

相关单位，使得走私货船成功靠岸
卸货。

据了解，此类案件涉案人数众
多，组织分工明确。境外购买、海上

运输、联系码头、进行分销，每个环
节均由具体人员负责，但各个环节

均单线联系，且团伙成员反侦查意
识强，善于隐藏，多以假名、化名相

称，不断更换联系方式，与境外发

货人多用国外聊天软件联系，雇佣
外籍人员实施海上运输，运输船舶

AIS系统不打开等，查明涉案人员
真实身份困难较大，给全链条打击

走私带来一定难度。

走私毒品手法多样化
走私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呈现

大幅增长趋势，新类型案件不断涌

现。2019年受理走私毒品审查批
捕案件 7件 7人，呈现大幅增长趋

势。案件较往年发生一定变化，犯
罪嫌疑人多为外国人，且自身不吸

食毒品，常在上海中转换乘航班时

被海关抓获，作案手法更趋多样
化。例如外籍犯罪分子安某某将可

卡因以液体、粉末掺杂混入棉服内
胆，这种藏匿手法伪装性极强，在

国内属首次发现。

市检三分院发布 2019年度打击走私犯罪白皮书显示———

重案比例攀升 藏毒手法多样

    本报讯 （通

讯员 齐传彬 记
者 袁玮）穿梭在

大街小巷的出租
车司机想上厕所

却找不到停车位
怎么办？日前，虹

口新增 30个出租

车专用公厕停车
点，有效缓解的哥

“如厕难”问题。

上海开展交
通大整治以来，中

心城区很多路段
都漆划了禁止停

车的黄色标线，机
动车不能随意停

靠，路面通行情况

虽然得到有效改
善，但也引发了出

租车司机停车难、
如厕难等实际问

题。为缓解这些难
题，公安交警部门
会同交通委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出

租车行业协会等，对全市所有公厕
点位全面排摸，在符合条件的公厕

门前或周边 200米范围内，兼顾道
路畅通和交通安全有序等因素，统

一增设了 500个出租车专用公厕
停车点，其中虹口 30个。

虹
口
新
增
三
十
个
出
租
车
专
用
公
厕
停
车
点

有
效
缓
解
的
哥﹃

如
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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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家嘴北滨江绿地贯通及景

观提升改造工程（三期）已经全面
启动，目前正进行旧防汛墙的拆除

工作。该工程涉及区域是东岸滨江
公共空间的核心地区，也是整个黄

浦江东岸开发贯通项目中“最闪

耀”的区域。

该工程起于浦东南路，终于陆

家嘴西路，岸线全长 1519米。工程
将对一线堤防未达标岸段进行改
造，对亲水平台进行修复和改建。

届时新防汛墙建成后，将改变原先

每逢潮汛就淹没亲水平台的现象。

为确保安全度汛，今年第一阶
段工期目标为 5 月 31 日前完成

135米新建防汛墙，6月 30日前完

成对应段亲水平台施工。

杨建正 摄影报道

陆家嘴北滨江绿地贯通改造工程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