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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拖后腿”了吧。而且还说英语不
好学，语法难啊，单词不会背啊，课

恬淡如花，浅谈学习方法
九年五班

文太长背不下来啊。其实这些都是英

相晨曦

语学不好的借口，学习英语就是一个
积累与反复记忆的过程，比的是谁更
用心。
我有一个同学七年级的第一次月
考英语只有 20 分，连及格的一半都不
到，很是懊恼，听了老师和同学的建
议，不断练习和积累，期末考试分数
及格。八年级上学期期末分数已经达
到 80 多分，下学期期末已经优秀了。
时间可以证明，努力就会得到你想要

喜欢看情调淡淡的书，写情调淡

的结果。

淡的文字。喜欢指尖轻触过书页的暖

下面我来教大家几种学习英语的

意，喜欢徜徉于字里行间的温柔的感

小方法：

觉，喜欢依着方块字在心里一点点勾

1、早自习大声地朗读课文中的单

画出书里人物的样子来。

词和句子，要反复读，熟读。这样会

只有你喜欢学习，善于学习，乐

使你对文章内容记忆更加深刻，也方

于学习，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稳，走

便背诵文章。

得远。

2、背书后英语单词的时候，不要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擅长的科目

生硬的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背，要将

是英语。有人问我学习方法，说不知

单词读准，然后根据每个单词的发音

道怎样学习英语，不知道怎样来提高

来背，这样更有利于记 忆。 例如 ：

成绩。诚然，现在的很多同学，尤其

“smiles”这个单词，你可以想象在

是偏科的同学大多数都是英语给总成
翔宇风采·2016 年 5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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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里的距离。这样就使这个单词成为

单科总结:

世界上最长的单词，这样不是更有利

1.数学

于你对单词的记忆吗？

数学其他三项的基础，学好数学

3、在课堂上要跟住老师的步伐，

才能应付其他三项的计算题。在以能

将自己不会的知识点记到题的旁边，

熟练背诵各项公式的前提下，我认为

课后整理到笔记本或积累本上，自习

学好数学的关键是理解和归纳。理解

课多拿出来写几遍，加深印象。

是指理解各种巧妙的数 学方 法和 公

4、课后多做练习题。从最基础的

式，可以使用从头开始，自己推导原

练习题做起，慢慢掌握答题方法和技

始公式的方法来加深理解；归纳是指

巧。

归纳各类数学类型题，以便能在考试
掌握以上四种学习方法，相信你

之中准确发现试题的题眼，从而达到

的成绩一定会有所提升。

快速做题给自己留下时 间检 查的 目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

的。

和窍门，也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喜悦和

2.物理

成功。学习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希望

物理 被认为 是理科中 最难的 学

我们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态，积极昂扬

科，实则不然，只要找对方法，物理

的迎接每一天。怒放如焰，恬淡如花。

才是最容易得分的学科。学习物理最
关键的是悟，一要领悟老师在课上所
理
强调的重点和细节；二要领悟每个单

理科学习心得
高二二十班

元的重点例题；三要领悟公式的最佳

李浩维

使用情况。其次，要培养自己的物理
逻辑思维和应付难题的答题心态。这
样就会发现物理其实并不难。

我们高中的理科共包括：数学、

3．化学和生物

物理、生物、化学这 4 科。其中数学

化学和生物的重点在背诵知识点

和物理为纯理科目，而化学和生物偏

和方程式，只有熟记这些东西才算打

向文科。
翔宇风采·2016 年 5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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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学习的基础。生化不分家，当学

完作业后，粗略的看一遍，在考试前，

习到高二阶段时就可以尝试构建两科

仔细地看几遍，巩固一下记忆。关于

一体的知识脉络，以便更好的记忆两

文言文背诵，看似很多，背起来很困

科的知识点。在打好基础之后，我认

难，但只要跟着班级早自习默写，每

为就要寻找其中的规律，以便应付多

天顺利的默写下来，这样不久，你就

变的题型。

会记住大部分内容。作文是拿分的大

高中理科看中的就是平时的基础

头，我们平时要多积累作文素材，不

以及考试时的心态。在平常自己准备

要写作时无材料可写，无话可说。

一个小本子，多记多看上面的难题、

数学是我们理科生看中的一科，

错题、知识点；考试时遇题不慌，先

在高中数学也是较难的一科，深度和

做有把握的题，然后琢磨难题。我相

广度不可估量。对于基础知识掌握一

信学好理科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

定要熟练，平时做题时多想“为什么”。
做题时总结这一类体的做题方法和规
律，对于老师给出的二级一定要记住

学习心得
高二二十班

并运用，便于做题。做题时考虑周全，

齐范范

例如定义域要考虑到。在考试时，不
要一直研究难题而不往下做，在考试

时光如梭，我们马上就要进入高

中，如果保证你会的题都得分，这也

三了。我们将要面对的是数不胜数的

是不错的成绩。

题，一头扎进题海中为我们的高考进

英语是一门语言，与现实有所关

行准备，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积累了

联，做题时高频词汇、单词辨析。做

一些经验与大家分享。

阅读适应细心阅读，多注意同意转换，

语 文 是一 门 靠积累 和 背诵 的 学

七选五。注重逻辑，注重人称代词、

科，语文积累、成语辨析和文言文诗

连接词。完型要联系上下文，不要到

实词。我们应拿出一个积累本将在讲

哪读看，要先了解文章大概意思再选。

课过程中涉及到的记录上去。每天写
翔宇风采·2016 年 5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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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是短语和文章大意。每个题型都
有其侧重点，追根究底就是对词汇的

成长之路

牢牢掌握。

高一 20 班 吴一鸣

理综是一个拉分的科目。应该将
它重视起来。物理这一科分类特别强，
可以分为许多，例如光学、电学……
而 且这 些都 与实际生 活 联系十分紧
密，且上下知识联系也十分紧密，体
系完整，需要牢牢记住各种做题时运
用的公式，对于实验和物理学史，需
要记住并明白其原理，公式和原理是
最根本的。化学这一科的知识点繁杂
琐碎，背诵的东西较多，而且化学方
程式是必会的。对于重点题型一定要
弄通透。化学的推断题一定要找到突
破点，一定要牢牢掌握化学实验的要

一个人的一生谁曾没有过坎坷，

点。生物这一科最重要的就是教材，

谁曾没有过迷惘，但只要你有一个坚

牢牢扣紧教材，背诵实验的要点，理

定的心，你定会长风破浪，扬帆远航，

解和辨析定义，对于答案固定的问题，

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

将答案背下来。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失败并

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只要紧紧抓

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面对他的勇

住基础题和中档题，分数就不会太低，

气，顾名思义，如果你有这种勇气，

争取在难题得分。对于各科的知识点

你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反之，你

一定要熟练。希望大家在看完之后有

定会踌躇不前，举步维艰，中考的失

所体悟，有益于自己的学习，希望考

利，对于我的打击可谓是晴天霹雳，

试顺利！
翔宇风采·2016 年 5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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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我迷惘，无助，不敢相信这既

成绩，这和您是分不开的。

定的事实，一直在逃避失败，我从来

同时我还要感谢的就是每天和我

没有那么的颓废，萎靡不振，可失败

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是你们在我失败

终究还是要面对，我幡然醒悟，为自

时给我鼓励，如今的我依稀记着再一

己 挑 选 了 一 所 高 中 -------- 翔 宇 中

次月考中名落孙山的我，受到了你们

学，谁曾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抉择，

一次又一次的鼓励，因为你们，我鼓

却改变了我今后未来的道路。

足了勇气，勇于面对各种挫折，在下

刚刚来到翔宇中学时，我一下子

次考试中再次回到了第一的位置，海

就被这里的氛围给打动了，在翔宇中

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生能与你

学，我就如同融入了一个大家庭一有

们为友，实乃我人生幸福。

了属于自己的圈子，在这里，我逐渐

我的成长之路并不平坦，可以用

找到了迷失的自己，适应了这里的生

充满荆棘来形容，正因如此，我才获

活，不再逃避，而是用于面对，敢于

得了你们的帮助；就像夜空中最亮的

拼搏，赶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

星，指引我前行，是你们使我的人生

我的成长之路，蜿蜒曲折，九曲连

更具光辉，更具魅力，在此我由衷地

环，但正因如此，才磨练了我的身心，

感谢你们，我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

收获了外界的动力，在这里我最要感

殷切希望，定会走出属于自己的光辉

谢噢的就是每天陪伴在我身边，为我

之路。

传授知识，谆谆教导着我们的老师，
没有你们，断然不会有今日的自己，

学习感悟

如今的我依稀记着刚开学时你对我语
重心长地一番话，是您让我燃起了希

邹新鹏

望的火苗，让我在黑暗中重获光明，

很荣幸，老师们让我写这份“学

您就如同我的伯乐，在我迷惘时给我

习心得”。对于学习，我现在所知道

方向，正因为有了您对我的信心，我

的也许还不能称之为“心得”，只能

才在每次考试披襟斩棘，获得满意地

说是一些切身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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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对待学习要有一个正

但是，在放假的两天，我们应该好好

确的态度。无论你爱玩也好，学习时

整理在学校学习的课程，全力复习，

间少也罢，总之不能轻视学习。在课

这样才是对一个月学习的收尾，而不

堂上，认真听讲是必须的，课后要把

应像我做的那么糟糕。我相信，利用

笔记写全，不能遗漏太多的知识点。

好假期，学习成绩一定会在原有的基

在自习或课间时间，尽量去写对应的

础上有所提高，我也尽量会克制自己

习题，我的习惯就是听完课，然后去

利用好假期。

写对应的习题，做完后对照答案纠错。

最后，学习不能太紧绷了。过多

因为高中时间比较紧凑，当我纠错之

的投入是好，但适度放松还是要有的。

后老师大概就会讲下一课。所以，我

我在高一期末学得特别用力，甚至回

学习习惯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在老

寝看书，但那次期末成绩是我目前最

师一课又一课的课堂速度下，这种学

差的一次。也就是说，学习需要劳逸

习不能停顿，一旦停顿，你欠下的习

结合。能玩的时候千万不要想着学习，

题就会越来越多，左后连看都不愿意

不然你既浪费了时间，又没有开心玩

看一眼，更别提什么完成并纠错。

耍。当然，在学习的时候也不要总想

其次，就是要利用好假期时间。

着玩，毕竟学习是高中生活的主要任

其实，我在这一点做得是特别差的。

务。

比方说：每一次放假前我都会把可能
用到的书本带到家，到家后，我的第

采访清华北大 500 名学霸，

一反应便是放假当天不学习，因为平

总结出的经典学习方法

时放假太少，学习就第二天在说吧！
到了第二天，我会看一些喜欢的动漫，
偶尔聊聊天，完全忘记学习，最后结

学习的三要素：1.规范的学习行

果是不仅自己带的书没用到，连作业

为； 2.良好的学习习惯；3.有效的学

都完成不了。也许这边是我上高中以

习方法。

来没有一次完成所有作业的原因吧。
翔宇风采·2016 年 5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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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学习成绩的优劣取决于他

一、计划管理——有规律

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包括三个要素：
规范的学习行为；良好的学习习惯；

1、长计划，短安排。在制定一个

有效的学习方法。有了规范的学习行

相对较长期目标的同时，一定要制定

为才能培养出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

一个短期学习目标，这个目标要切合

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就会形成适合自己

自己的实际，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

的有效学习方法，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现的。达到了一个目标后，再制定下

规范的学习行为是前提，是基础。

一个目标，确保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
实现。

实践证明：一个行为持续 30 天以
上，就会形成稳定的行为，超过 100

2、挤时间，讲效率。重要的是进

天就可以形成习惯。

行时间上的通盘计划，制定较为详细
的课后时间安排计划表，课后时间要

过程不变结果不变，过程改变结果

充分利用，合理安排，严格遵守，坚

巨变，过程合理成绩斐然！

持下去，形成习惯。计划表要按照时
间和内容顺序，把放学回家后自己的
吃饭、休息、学习时间安排一下，学
习时间以 45 分钟为一节，中间休息 10
分钟，下午第四节若为自习课也列入
计划表内。

二、预习管理——争主动

1、读：每科用 10 分钟左右的时间
学习能力的三要素又可分为八

通读教材，对不理解的内容记录下来，

大学习环节，即学习管理八环节：1.

这是你明天上课要重点听的内容。预

计划管理；2.预习管理；3.听课管理；

习的目的是要形成问题，带着问题听

4.复习管理；5.作业管理；6.错题管

课，当你的问题在脑中形成后，第二

理；7.难题管理；8.考试管理
翔宇风采·2016 年 5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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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所以，发现不明白之处你要写在

性化的重点，抓自己预习中不懂之处。

预习本上。 —建立预习本。

事实证明：不预习当堂懂的在 50％—
—60％左右，而预习后懂的则能在

2、写：预习时将模糊的、有障碍

80％——90％左右。当堂没听懂的知

的、思维上的断点（不明白之处）书

识当堂问懂、研究懂。—建立听课笔

写下来。——读写同步走。

记本

四、复习管理——讲方法

3、练：预习的最高层次是练习，
预习要体现在练习上，就是做课后能
体现双基要求的练习题 1 到 2 道。做

有效复习的核心是做到五个字：

题时若你会做了，说明你的自学能力

在提高，若不会做，没关系，很正常，

想、查、看、写、说。

因为老师没讲。
1、想：即回想，回忆，是闭着眼
三、听课管理——重效益

睛想，在大脑中放电影。学生课后最
需要做的就是是回想。此过程非常重

听课必须做到跟老师，抓重点，当

要，几乎所有清华生、北大生、高考

堂懂。听课时要跟着老师的思维走，

状元都是这样做的。学生应在每天晚

不预习跟不上。跟老师的目的是抓重

上临睡前安排一定时间回想。

点，抓公共重点，如：定理、公式、
单词、句型…… 更重要的是抓自己个
翔宇风采·2016 年 5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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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回想是目前联合国教科文

五、作业管理—要自律

组织承认的最有效的复习方法，也是
查漏补缺的最好方法。回想时，有些

1、不计时不作业：限时作业，记

会非常清楚地想出来，有些则模糊，

录作业时间，与作业无关的事什么也

甚至一点也想不起来。能想起来的，

不做。比如：20 分钟写完英语；25 分

说明你已经很好地复习了一遍。通过

钟写完数学……

这样间隔性的 2－3 遍，几乎终生不忘。
而模糊和完全想不起来的就是漏缺部

2、不复习不作业：先复习所学的

分，需要从头再学。

内容，然后作业。

3、看：即看课本，看听课笔记。

3、遇到难题，百思不得，先放过，

既要有面，更要有点。这个点，既包

后攻坚。

括课程内容上的重点，也包括回忆的
时候没有想起来、较模糊的“漏缺”

4、不检查不作业：作业后必须检

点。

查一遍。

4、写：随时记下重难点、漏缺点。

5、不小结不作业：写完作业后，

一定要在笔记中把它详细整理，并做

告诉自己学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上记号，以便总复习的时候，注意复

有什么体会。

习这部分内容。—建立复习本。
6、 独立作业忌抄袭。
5、说：就是复述。如：每天都复
述一下自己学过的知识，每周末复述

六、错题管理——常反思

一下自己一周内学过的知识。听明白
不是真的明白，说明白才是真的明白。
坚持 2～3 个月就会记忆力好，概括能
力、领悟能力提高，表达能力增强，
写作能力突飞猛进。—此法用于预习
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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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错题本和难题本就叫会考试，

内在联系；二是复原自己考试时的思

目的是为以后复习使用。错题和难题

维路径，查“堵”点、“歧”点；三

反映着许多知识点的联结，掌握了错

是借助参考答案探究自身存在的盲点

题和难题就等于把高分拿在手。

疑点甚至是漏点。之后，同样需要每
隔一段时间复习与检查一次。

建立错题本和难题本可用 16K 的
横格本，每页上下分五部分。第一部

八、考试管理——抓重点

分是原题；第二部分是错因；第三部
分是改正确与举一反三：正确即写出

用一张丢分统计表管理。按科目分

正确答案，过了一个月复习时，搭眼

为填空、选择、计算、阅读……项目。

一看还不会，就问自己：怎么还不会？

错了、丢了多少分，用统计表说话，

就要进一步查找原因，这时举一反三，

这样，就能明白哪些是审题出了偏差，

将与本题相关的知识点或习题联系起

哪些是运算出了错误，是什么知识点

来，写下来。第四部分是归纳提醒：

有问题，哪方面需改进和提高。用纸

写出错题错在什么地方，如：错在代

把错题抄下来，每隔 20 天再做一遍，

数方面，则提醒自己这部分掌握不好，

尤其是在考试前可找出考点。——考

重新自学或请教老师和同学。第五部

前拿出专门时间做错题难题本上的

分是复习次数：每隔一段时间要复习

题。

一次，怎么复习？盖住原题自己用脑
子想。—此法比较适用于理科

七、难题管理——会溯源

一般来说，难题之难多半在于题目
所涉知识点众多，知识点之间关系错
综复杂，思维（及方法运用）跳跃性
大、逻辑性强，因此，对于难题，建
议用溯源的方法整理。一是查清楚题
目所需知识清单，同步辨清知识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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