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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万考生今起在京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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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公共课答题策略
本报记者 孟 红

渊上接第 1 版冤
初试具体时间为 23 日尧24 日
每天 8 时 30 分至 11 时 30 分尧14
时至 17 时袁 超过 3 小时的考试科
目在 25 日进行遥 考生要提前 10 分
钟入场袁 迟到 15 分钟后不能进入
考场参加当科考试遥 入场时袁考生
要持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尧规
定考试用品袁主动接受监考员按规
定进行的身份证核验尧安全检查和
随身物品检查袁自觉服从考务人员
的管理遥 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
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遥
入场后袁 考生要对号入座袁将
准考证尧有效居民身份证放在桌子
左上角以便核验遥 领到答题卡尧答
题纸尧试卷后袁考生要在指定位置
和规定时间内准确尧清楚地填涂姓
名尧编号等信息袁按要求粘贴条形
码遥 野一题多卷冶的科目需要贴试卷
类型码遥 考生要从试卷上取下椭圆
形的试卷类型码袁粘贴在答题卡指

定位置遥 统考科目使用答题卡作
答遥 考生要在每张答题卡指定位置
粘贴长方形的考生信息条形码袁并
认真填写姓名尧准考证号遥 遇试卷尧
答题卡尧答题纸等分发错误及字迹
不清尧漏印尧重印尧缺页等情况袁考
生可举手询问遥
考生要在开考信号发出后开
始答题袁 不能早于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交卷出场遥 考生要在规定区域
答题袁写在草稿纸或者规定区域以
外的答案无效遥 考生不要在答卷尧
答题卡上做标记袁答题过程中要用
同一类型和颜色字迹的笔袁不要用
规定以外的笔和纸作答遥
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袁 考生
要立即停笔遥 全国统一命题科目
的试卷和答题卡要放 在 桌上 袁由
监考员逐一收取遥 对于自命题科
目袁考生要将试卷尧答题卡尧答题
纸渊或者答卷冤装入原试卷袋内并
密封遥 监考员逐个核查无误后袁考

生方可离开考场遥 考生不能将试
卷尧答卷尧答题卡或者草稿纸带出
考场遥
不遵守考场纪律袁 不服从考
务工作人员管理袁有违纪尧作弊等
行为的考生袁将按照叶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曳处理袁并记入国
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遥 组织作弊尧
提供作弊器材尧 非法出售或提供
试题答案尧 代考替考等行为触犯
叶刑法曳袁 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
刑遥
北京教育考试院研招办有关
负责人温馨提醒考生袁目前天气寒
冷袁在室外要穿御寒衣物袁同时注
意天气变化袁防止考试期间出现感
冒尧发烧等情况遥 考试期间饮食以
健康均衡为原则袁尽量吃新鲜清淡
的饭菜袁远离易导致上火和内分泌
失调的油炸尧麻辣类食品遥 交通方
面袁考生要考虑堵车因素袁预留充
足时间到达考点遥

昨天袁在北京师范大学考点袁研考生对照准考证袁查看考场分布表袁并阅读考场规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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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师大拟招 180 名博士生
本报讯渊记者 孟 红冤 记者从
首都师范大学获悉袁 学校 2018 年
拟招博士研究生 180 人左右遥 目前
网上报名及缴费正在进行袁 本月
30 日结束遥
此次博士生招生包括硕博连
读尧普通招考两类遥 其中袁硕博连读
仅招收已获首师大 2018 年硕博连
读生资格的在读硕士研究生遥
报名人员要满足一定条件院硕
士研究生毕业或已获硕士学位曰应
届硕士毕业生渊最迟在入学前毕业
或取得硕士学位冤曰 同等学力人员
一般应获得学士学位六年或六年
以上渊即 2012 年 8 月 31 日之前获
得学士学位冤袁 有在公开学术刊物
上发表相当于硕士学位论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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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论文袁 已修完所报专业硕
士学位课程及选修课程且成绩合
格 渊由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具成绩
单冤曰有两名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
教授渊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冤的书
面推荐遥 非学历教育渊有学位证尧
无毕业证冤 的专业学位人员或同
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要在报
名截止前渊2017 年 12 月 30 日冤获
硕士学位袁 否则按同等学力身份
报考遥 在国渊境冤外获得的学历学
位证书要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的认证遥
参加普通招考的考生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进行报考资格审查遥
资格审查合格者可获准考证遥 初试
3 月 24 日至 25 日进行袁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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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国语及两门业务课袁同等学力
考生加试思想政治理论科目遥
学校研招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袁
达到学校与院系复试分数线要求
的考生方可参加复试遥 复试采取差
额复试形式袁具体差额比例根据学
科尧专业特点及生源情况在复试前
确定遥 复试内容包括考生报考材料
综合评定袁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
质考核袁外国语口语尧听力测试袁专
业水平面试遥 部分院系还会安排笔
试袁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两门本专业
硕士学位主干课程遥 报考录取期
间袁考生可登录学校研究生院网站
渊http://grad.cnu.edu.cn冤袁 了 解 报
名尧初试成绩尧初试分数线尧复试安
排尧拟录取名单等信息遥

2018 年研考今天开始袁后
天结束遥 对于各门公共课袁考
生如何合理安排答题时间和顺
序钥各题型如何有效作答钥几位
成绩优异的研考过来人为考生
支招遥

政治
审清题意 明确考点
北京大学研二生董润锋的
做法是袁解答政治题时袁按照题
目顺序依次进行袁规划好时间遥
完成选择题之后袁把时间进行
等分袁尽量保证每道主观题约
20 分钟答题时间遥
单项选择题较简单袁考生
答题要注意审清题意袁判明题
干方向袁选择与题干之间存在
联系且意思一致的选项遥 对和
题干无关的选项袁不论其本身
说法多么正确也不能选遥 对题
中出现的野所有冶野一定冶野都冶等
字词要慎重推敲遥
解 答多 项 选择 题 要注 意
野陷阱冶袁可先排除本身表述错
误的选项遥如果选项表述正确袁
但与题干毫无关联袁或是对题
设意思的变相重复袁或者选项
的概念的外延大于或小于题设
的规定性袁都可排除遥 有些选
项不受题干内容限制袁考生凭
借经验尧常识或政治意识即可
直接判断是否是正确答案遥
解答分析题袁考生要注意
不能脱离教材和材料袁要根据
材料回忆教材中的相应考点袁
尽量用教材中的理论和原理进
行表述遥 明确答案包括哪些内
容之后袁还要注意逻辑结构和
规范要求袁按一定逻辑顺序展
开作答遥 如遇到不会的问题袁
可把所有能够想到的相关理论
写出来袁做一些必要的阐述袁尽
可能争取多得分遥
填涂选择题答题卡时袁最
好确定之后再填涂袁避免修改
造成答题卡污损遥 对分析题袁
要看清每道题答题区 域再 答
题袁避免题号和答案不对应曰还
要控制字数袁字迹工整袁保持卷
面整洁遥

英语
依序答题 规划时间
首都师范大学研一生宋青
建议袁英语答题可按照作文要
阅读要新题型要翻译要完形填
空的顺序遥 考生也可根据自身
答题习惯调整顺序袁达到最佳
应试状态遥
关于作文袁很多考生会在
考前准备不同题材的作文模板
和优美句式袁趁着刚开考记忆
清晰袁审题结束后直接套用袁相
对来说易写得顺畅袁后面做题
也更有信心遥 作文时间最好控
制在 40 分钟之内袁其中小作文
15 分钟袁大作文 25 分钟遥 写作

关键是紧扣题目尧条理清晰尧思
路明确袁并辅以规范的语言表
达遥
阅读涉及大量细节比对和
思考袁答题时要精力集中尧头脑
清醒遥 每篇阅读理解文章用时
尽量控制在 15 分钟之内遥如果
有个别较难的文章袁可多花时
间袁但最好不超过 20 分钟遥
新题 型 难度 一 般 不是 很
大袁20 分钟足以又快又好地完
成遥 翻译既考察翻译能力袁又
考察阅读技巧袁有一定难度袁可
控制在 20 分钟内完成遥完形填
空相对而言难度高尧分值低袁最
好放在最后做袁 最多花 15 分
钟遥 因为此时考试时间往往所
剩不多袁来不及细做的话可直
接填涂答题卡遥 这样安排可避
免来不及做高分题而留 下 遗
憾遥
此外袁英语选择题较多袁考
生要预留时间填涂答题卡袁不
要等临近考试结束来不 及 填
涂遥 主观题答题卡要注意合理
安排答题空间袁保持卷面整洁遥
句子上下行空间有限袁控制字
体大小袁拟好提纲后再答题遥

数学
先易后难 尽量正确
北京科技大学研一生王桂
林提醒考生袁解答数学题要注
意先易后难袁选择题和填空题
不要花费太多时间袁为解答题
留出充足答题时间遥 在提高做
题速度的同时袁尽量保证较高
的正确率
选择题难度一般适中袁主
要考查考生对基本的数 学 概
念尧性质的理解袁考生能进行简
单的推理尧判断尧计算和比较即
可遥 做选择题有很多方法袁常
用的有代入法尧排除法尧图示
法尧逆推法尧反例法等遥
填空 题 主要 考 查 基本 概
念尧基本原理尧基本方法及基本
性质袁一般需要一定技巧的计
算袁但不会有太复杂的计算题遥
做题时袁考生要认真审题袁有融
会贯通的知识作保障袁快速完
成计算遥
解答 题 除考 查 基 本运 算
外袁 还考查考生的逻辑推理能
力和综合运用能力遥 答题时袁
考生要尽量用常规解题方法袁
每一步表述要清楚袁按分值比
例控制完成每道题所用时间袁
避免在低分值题目上耗 费 太
多精力遥 遇到暂时不会做的题
目要有选择地放弃袁做完其他
题后再回头做遥 做完一道题之
后袁用不超过 1 分钟的时间检
查答案是否正确袁 提高 正 确
率遥 对于实在不会做的题目袁
考生可回归基础袁 将相 关 定
理尧性质尧公式等列出来袁进行
必要的运算袁尽量避免答题纸
上留太多空白遥 另外袁在草稿
纸上书写时要清晰规整袁方便
后续检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