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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那一片火烧云
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 杨依霖

现在的我袁 坐在大学教
室里学习着感兴趣的专业 袁
在业余时间自由支配自己的
时间去做喜欢的事情遥 而就
在一年前袁 我还坐在高三的
教室里袁 日复一日地做着卷
子袁 看着倒计时牌上的数字
在不知不觉中从三位数变成
两位数袁最终变成野0冶遥
半年前的我也和现在的
高三生一样袁 有做不完的题
不断给我施加压力袁 每一次
考试的成绩尧 排名也会令我
为之紧张袁 时而也会对自己
失望袁对未来迷茫遥 高三固然
辛苦袁 但我经历过之后再回
想起那段时光袁 数不清的怀
念却远盖过艰辛遥 我怀念每
一位老师敬业尧负责的坚守袁
耐心尧温暖的鼓励曰怀念和坐
在身边的同学为了同一个目
标而拼搏的自豪曰 怀念在课
间十分钟趴在桌上便能睡着
的满足曰 怀念和大家从早上
八点到晚上九点半一起从白
天到黑夜的幸福遥 种种这些袁
对于已经高中毕业的我来
说袁都弥足珍贵遥 其实袁就算
高三再苦再累袁 也总会从生
活中发现诸如此类的美好 遥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袁野二模冶

过后袁 看着倒计时牌上的数
字袁 心里竟涌上一种幸福感袁
想要珍惜最后一段和身边人
一起奋斗的时光遥 我当时很
惊诧袁因为不是紧迫感袁而是
幸福感袁这可能是高三独有的
魅力所在吧遥
下面我介绍一下自己高
三时的一些感悟与经验袁希望
能对正在高三奋斗的学弟学
妹有些许帮助遥
踏实地做好每件事遥 我
觉得袁在高三备考中袁脚踏实
地是极为重要的遥 首先袁学习
知识的过程要踏实遥 即要充
分理解每个知识点的本质袁把
知识学透袁 正所谓知其所以
然遥其次袁学习态度要踏实遥要
始终保持按部就班的心态袁切
忌浮躁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袁
踏实地做好每件事情遥
重视课堂袁 紧跟老师的
节奏遥 我认为袁在课堂上的四
十分钟会比自己看书更容易
理解一些知识点遥 因此袁把握
课堂是至关重要的遥 考生要
把握当下的复习袁 如果有些
知识点在以往的学习中没有
很好地理解袁 现在老师会详
细梳理知识点袁 并给出相应
的练习题以帮助考生发现问

题尧解决问题遥 考生要珍惜这
个机会袁将知识梳理成体系袁
并对自己的薄弱部分重点理
解袁 为后续的深入复习打好
基础遥
重视错题遥 做错的题目
对于考生而言袁 是一笔宝贵
财富遥 题海战术固然会对高
三学习有一定帮助袁 但考生
不应无目的地做题袁 更不能
过于看重做题的数量与难
度遥 在题目中发现自己的问
题袁 要比盲目做很多难题重
要得多遥 对建立自己的错题
本袁 这一家长和老师力荐的
学习方法袁 我起初也曾有所
怀疑遥 但后来发现袁及时总结
错题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
法遥 我是理科生袁尤其感觉错
题本对学习大有裨益遥 在积
累错题时袁 考生不必过分追
求形式上的东西袁 比如是否
美观尧整洁等袁更重要的是把
每道错题里的知识点积累下
来遥 我的高三错题本中并没
有抄录原题的题目叙 述 袁而
是直接将自己不熟悉的知识
点以及相关类型题目的答题
思路等提炼出来袁 记录在错
题本上袁 翻看时就可以一目
了然地看到自己不熟悉的知

识点袁并重点理解遥 当然袁这
只是我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
一种记录错题的方式袁考生找
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重
要的遥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错题
本也是查漏补缺的经 验本 遥
我每每在考试前翻看一遍袁都
会有新的收获遥 所以袁我真心
建议高三生找到一种适合自
己的方法来积累错题袁尽量做
到做错的题目不再犯错遥
保持平静的心态袁 坚持
做好当下的事袁 不受外界因
素干扰遥 一直以来袁理科都是
我相对薄弱的科目袁 我选择
读理科也是出于对自己的挑
战遥 高三这一年袁 我曾被物
理尧化学尧生物的成绩打击过
多次袁 也经常会因此感到迷
茫袁不知如何是好遥 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高三化学老师的一
句话袁野笑到最后的人才笑得
最 甜冶袁 并 告诉 我 们只 管 努
力袁 做好该做的事情并坚持
直至最后遥 尽管我对自己的
理科一直不太自信袁 还是一
步一步坚持着袁直到高考遥 高
考结束后袁 再细细品味老师
的话袁我才知道袁一切的坚持
和努力都是值得的遥 我想用
自己的经历告诉高三 生袁 不

必顾虑太多袁 尽力做好每件
事袁并持之以恒袁所有努力都
是值得的遥
这些是我高三时的一些
经验袁愿能或多或少引发高三
生一些思考袁找到最适合自己
的学习方法遥
过去总听学长学姐说袁高
三过得很快袁 当时自己不相
信袁觉得高三格外漫长遥 但直
到自己真正经历了这些袁才觉
得高三真是转瞬即逝遥我也希
望高三生能珍惜这段远比想
象中过得要快的时光袁珍惜身
边每一个陪伴你尧和你并肩战
斗的可爱的人遥
记得有一次我们上晚自
习袁七八点时北京的天空突然
出现了一片火烧云袁红晕漫在
天际袁绚丽异常遥 我和同学们
不禁放下手中忙碌的笔袁一起
望着窗外发呆遥 那次晚自习袁
是我们在枯燥繁重的复习之
余难得的一次开心放松袁现在
想起还会感到幸福遥考生朋友
们要相信袁再辛苦的日子也会
有苦中作乐的欢愉袁再无助的
时候也会出现一线希望遥
最后袁愿拼搏在高三的你
在辛苦之余都能发现这一年
时光的美好与希望遥

给自己安上翅膀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园林 161 班学生 王龙凤
上高三前袁 我从未期待 答袁 我慎重地考虑了一段时
过上高三曰上高三后袁我从未 间后仍没有答案遥 后来袁班主
后悔过上高三遥
任的一席话解决了我的难
回首一年前的自己袁还 题遥 他说院野不同的考生有适
是 一 个 穿 着 宽 宽 大 大 的 校 合自己的不同方法遥 但命题
服袁梳着齐耳短发袁淹没在一 老师费心费力出的题目袁是
片灰黑色海洋的女孩袁 那时 按照一定顺序排列的遥 如果
的自己也好也不好遥 好的是袁 你没有找到最合适的答题顺
那时候自己很简单袁 没有各 序袁 不妨按照题目顺序试试
种各样让人头疼却又模糊不 看遥 冶在那之后的考试袁我都
清 没 有 定 论 的 选 择 摆 在 面 选择这种顺序做题袁 一段时
前袁 对文化课考生来说通往 间后进度有了提高遥 其实袁按
高考的路只有一条曰 不好的 照什么顺序做题只是表象袁
是袁即使前面的路只有一条袁 重要的是选定一种固定的答
也常会在用什么样的步伐向 题顺序袁 在以后的练习中按
前 走 这 种 问 题 上 找 不 到 答 照这种顺序锻炼自己答题的
案遥
思维惯性袁切忌摇摆不定遥 另
对 我 这 样 的 理 科 生 而 外袁 如果考生真的不知道该
言袁 最难的莫过于那份厚厚 用哪种顺序袁 也可按照题目
的理综试卷遥 每当在考场上 顺序答题袁 它适用于大多数
伴着收卷提示音袁 把空着大 考生遥
片的卷子交上去袁 我就感觉
过了这个坎以后袁 我答
自己的心拧成了一团袁 焦虑 题的准确度和速度提高了袁
无比遥
但离我的目标还差很远袁临
起初袁 让我纠结的是理 交卷时还是会有来不及做的
综卷子的答题顺序袁 是按照 题目遥 对这些没做的题袁如果
题目的顺序答还是科目顺序 是看了也完全没有思路也还

好袁但其中会有野送分题冶袁让
我的心里时时冒苦水遥 我浪
费时间的地方主要是一些难
题袁 可能也是有太多少年人
的野自负心理冶袁遇到难题不
放过袁一味地浪费时间袁最后
不但没解出来袁 连一些简单
的题目也来不及做遥 这是我
的前车之鉴遥 我想告诉大家袁
切忌野贪分冶袁卷子上总有些
题目是依靠自己能力解答不
出的袁 切不可在这些题目上
浪费时间遥 先把会的题目高
效率地答完袁 再来研究这些
问题袁 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
自己的能力遥
考生如果在考场上做
到野熟尧快尧准冶之后袁就不会
再有失误丢分的现象发生遥
这时袁 想要更上一层楼袁就
要在提高能力上下功夫遥 首
先袁 不要忽略对课本的重
视遥 尤其是生物袁即使是一
些不起眼的小字袁比如知识
链接 尧 课 后 拓 展 等 袁 也 不 能
放过遥 我的经验是袁在这些
不起眼的小字里袁往往会隐

藏那些概念分析类题目遥 因
此袁考生要注重对课本的把
握袁不仅要对大的概念反复
牢记袁小字的分析也不能错
过遥 其次袁考生要备有错题
本袁 不只是整理做错的题
目袁更重要的是收集一些典
型题和创新题袁最好分开整
理遥 一些反复做但仍会出错
的题目袁可用来提醒自己细
心曰典型题可在复习时快速
帮助自己回忆知识点袁有助
于快速复习曰创新题主要是
帮助自己发散思维袁可在平
时多看以加深印象袁不仅要
学会解答思路袁更要想想答
案的思路是如何创造出来
的袁这对考试中解答创新类
题目有帮助遥
复习的效率不只与认真
程度有关袁 跟考生的身体状
况也有关系遥 在临近高考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袁 我常常会
失眠到深夜袁 越是用力想要
睡着袁就越是兴奋无眠袁以致
严重影响了第二天的学习效
率遥 我试过跑步袁甚至吃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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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袁但效果都不理想遥 最后袁
我选择通过阅读课外书来缓
解高度紧张的神经袁 达到治
疗失眠的效果遥 我平时会阅
读一些小说袁 在阅读中充分
放松自己袁 紧绷的神经在文
字里渐渐放松下来袁 困意顺
势将人吞噬袁 随之而来的就
是一夜安眠遥 因此袁在失眠以
及学习烦躁到想把课本撕掉
的时候袁 不如牺牲一点学习
的时间袁听听歌尧看看书尧适
当玩玩闹闹放松一会儿袁之
后的学习效率会有惊喜遥 当
然袁考生切不可过度放松袁以
致影响学习遥
高三这一年是给自己安
上翅膀的一年袁 羽毛就藏在
一行行的笔记里尧 一张张的
卷子里尧一页页的课本里袁只
要你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遥
等到高考时袁 在将试卷交上
去的那一刻别回头袁 否则你
会被自己身后的翅膀震撼
到袁 因为它实在太有力又太
美袁 它将带你飞向自己渴望
的高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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