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基本是以复习为主。 我认为
复习要抓住三点。

第一点，有计划。 没有计划的复
习一定是低效的，所以，在高三复习
的过程中， 同学们一定要有自己的
一份复习计划。 我高三的时候写了
一个实际可行的计划， 精确到每天
几点到几点干些什么， 并且自己去
坚持。 每天有计划，每周有计划，每
月有计划。 在计划切实可行的情况
下， 在复习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成就
感，同时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计划，不
然一次没有实现， 紧接着就有第二
次了。

高考对于学校而言同样是
一件大事， 每年学校都会根据
学生整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复习
策略与计划， 对于大多数学生
而言，跟着学校的步伐、节奏前
进即可。 但个体与学生群体是
有差异的， 因此学生应该根据
自身情况制定与学校策略相适
应的复习计划。

第二点， 有目标。 有计划
就应该有目标，没有目标就没
有方向。高三学习任务繁重、杂乱，给
自己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目标，根据
自身的学习成绩与爱好个性选择一

所大学。
第三点，会

取舍。 人的精力
是有限的，要懂
得放弃，应把精
力放在能够提升
成绩的地方。 不
要有强迫症，题
目不做完誓不
罢休，或许一时
满足了自己，但

事实上却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不要钻
牛角尖，题目太难应及时放弃或请教
他人。

在不同的阶
段，我们前行的理
由或许有所不同，
但无论何时，请一
定记得勤奋 、努
力、拼搏，因为“无
奋斗，不青春”。

高考冲刺中
“刷题”至关重要，
但要提高刷题效率。 每个人的时间都
是一样的， 所以要提高刷题效率，首
先要明白自己的薄弱项在哪里，然后

有针对性地去做题，老做自
己会做的题很难有提高。不
要有畏难心理， 不付出行
动，不懂的知识点就永远无
法解决。

除此之外，还要注重基
础知识。 高考中虽有难题，
但还是以基础题居多，比起
死磕难题，打好基础更加重

要。 柿子要挑软的捏，基础题的分比
难题好得。

越是临近高考，压力越大，也更容

易出现情绪的起伏，但越是这个时候
越要稳住心态：不过于在意模拟考试
成绩，模拟考试的意义在于找到自己
没有复习到位的地方，而不是让你妄
自菲薄；不要把负面情绪留到第二天，
我们可以伤心沮丧，但它不应当成为
我们不学习的借口；家长不要过于焦
虑，就我个人来说，不希望回到家里每
个人都是紧张焦虑的状态。 当我没考
好回到家里，我希望听到的是鼓励与
安慰， 而不是质问我：“为什么考差
了？ ”

有计划、有目标、会取舍

高中物理非常系统， 在高考复习
时我总结了四招取胜：

第一，归纳总结。物理复习要养成
总结的好习惯。越总结，你做题的速度
越快。比如力学，综合老师上课讲过的
知识点以及写过的题目， 你可以分出
常见的类型， 按照主要模型归纳出不
同情况下的处理方法， 遇到比较新颖
的模型进行及时补充。 这样下次写综
合难度较大的题目时就不会手忙脚
乱。

第二，紧跟老师复习节奏。上课过
程中，一些自认为
已经掌握的题目
里，老师会讲一些
新的解题思路，这
些思路往往更加
明了简洁，一般而
言，新的解题思路
对解答难度大的
题目有帮助。

第三，提高效
率。 高中物理难题
往往计算式复杂，
因此， 总结错题
时，着重标明每一个步骤之间的联系，适当地
省去繁琐的中间计算，这样以后复习时不会看
得眼花缭乱，效率更高。

第四，抓主要部分。 有一些同学会花大量
时间去纠结一些“偏僻冷门”的知识点，虽说确
实是刻苦钻研， 但是由于高考复习时间有限，
挤掉的时间会从正常复习里扣除，这就会得不
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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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刺

� 高考备考阶段，犹如马拉松比赛跑到了最后一公里。 对高三学生来说，这是漫漫人生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放飞理想和希望的起点。
十年寒窗，背水一战，这注定是一场让人永远难忘的经历。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群曾经浴血奋战的大学生也将他们压箱底的“学霸”备
考经验、心得捧出。

高三是一张周
而复始的时间表

华中科技大学中
文系 曹明雅丽： 高三

是一张周而复始的时间表： 早上 6：40
起床，7：00到达教室早读； 下午 2：00-
6：20小自习，7： 00回教室晚自习，11：
30 结束晚自习， 回到寝室悄悄开小夜
灯继续看看书到 12：30。 但它教会了我
很多，比如对平凡的珍惜、对规律生活
的适应。

刷题也要脚踏实地
中国科学院大学生物科学专业 吴

欣：我比较擅长刷题，所以谈谈刷题的
注意事项。 第一是要限时。 在刷题之前
限定时间，在刷题时有意识地把握好节
奏；第二是要有选择地刷题。 我们要选
择的是题目的质量，不能随便拿来一个
题目就做。 一道劣质的题目，不仅仅会
浪费宝贵时间，而且可能会影响我们正
确的解题思路。 如何判断题目的好坏
呢？看答案的解析。一般来说，解析制作
得越详细越丰富，就说明资料书的编者
越用心。质量最好的自然就是历年的高

考题了；第三是要有目的地刷题。 刷题
的目的是提高分数，而不是寻求快感。
所以刷题必须要有针对性， 在刷题之
前先要想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是要保
持手感提高速度，还是要巩固知识弥补
短板呢？

高考是一场心灵的历练
浙江大学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旷骏远：高三于我而言是一场心灵的历
练。良好的心理状态与精神面貌是保证
较高学习效率的前提。第三轮复习是接
踵而来的模拟考试，这是为了我们提前
适应高考状态、熟练高考题，然而这也是
我压力最大的一个阶段。 三天一轮回，
两天考一天讲， 完全按照高考模式进
行，一共持续两个月左右。 我在第一个
月做题上手、渐入佳境，但在第二个月
就开始感到疲惫与麻木，觉得难以坚持
下去，加上数次考坏，便产生了消极想
法，慢慢丧失了学习动力。 好在找同学
谈心、对老师、父母倾诉，这让我缓解了
不少压力。

面对高考的压力， 首先得有一份淡
然的心态，不强求成功，不畏惧失败，“战

略上轻视，战术上重视”；其次，身心俱疲
时，适度放松并寻找合适的情感宣泄口。

数学其实并不难
北京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罗睿谦： 数学是拉开高考差距的学科。
都说数学难， 但当你深入去了解高考
时，你会发现高考数学其实并不难———
因为高考数学的题型、难度和答题方法
都很单一。 一般来说，高考数学的题型
是固定的，题型位置的确定其实也确定
了它的难度———前面的大题不会太
难，难的只会是最后两道题。 当难度和
题型确定之后， 我们也就知道了各个
知识点该学到怎么样的程度。而答题方
法的单一就是高考真正简单的地方了，
你可以将这几年的高考题进行研究，你
会发现考来考去，其实本质方法都是差
不多的。 所以，复习数学你要做的其实
就只有两点：1.认真刷题。2.认真分析错
题。

二轮复习让我翻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与事业管

理专业 刘紫妍 ： 高三的二轮复习是

一次翻盘的机会，也是一个颠覆自己
的过程。 在颠覆自己之前，需要对自
己做一个透彻的分析。 简单来说就
是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科目，并
且寻找最快速的提分方法。 当以上
工作完成以后， 则可以进入最关键
的颠覆阶段：准备一个本子，可大可
小，厚一点的比较好，用来记录自己
一天的“收获”。 你可以称它为“收获
本”。 而在这之后的每天，你需要做的
就是在上面填充你每天的新收获，而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绝对填
满，绝不重复”。

高三“不败”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专业 刘彦志： 有两件事情我在高
三做得挺好： 一是读积极向上的文章。

“花儿开过了。 我们承认也好， 忽略也
好，只要花开，就会不败！ ”每当我感觉
累了、迷茫了，就会读一读职烨写的《花
开不败》，它会让我满血复活；二是认真
对待了每一次考试，我始终认为什么时
候学习都不晚，更何况现在离高考还有
两个多月的时间。

经 验 集 锦

� 尹麒迪 ，2019 年毕
业于洞口县第一中学，高
考分数 656 分，现就读于
北京大学医学部。

� 肖颖琦 ，2019 年毕
业于涟源市第一中学 ，
高考总分 670 分， 现就
读于清华大学能源与电
气类专业。

� 曾伟伟，2017 年毕
业于耒阳市第二中学 ，
高考分数 621 分， 现就
读于中南大学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学霸”回望奋斗之路
未来可期，惟勤可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