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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训练，我承担着
在初三第一学期期末年级散学礼上的发言
◆

初三（８）班

李喆

说实话，初三的第一个学期我过得很

无悔。

累。疲惫来自于繁重的学业，来自于沉重

学习时间上，可能我比许多同学精简；

的心理压力，也来自于高强度的合唱团的

学习精力上，可能我比许多同学分散；学

训练。是的，身为一名光荣的省实合唱团

习方法上，可能我比许多同学都“落后”
。

员，除了学业，我还要承担合唱团团员的

我能把握住的，只有自己对结果的坦然，

责任。对我而言，合唱团繁忙的训练是不
可避免的，它确确实实占用了我很大部分
的课余时间，它确确实实让我的专注由单
纯的学习分散一部分在合唱团训练演出
上。所以，第一个学期很多的考试，我都
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因为，我败给了不
自信，败给了抱怨，败给了自己。
也许是因为失败得太多，我开始学会
反思自已。我发现既然自已身肩合唱团员
的责任，那我何不正视它给我带来的问题。
“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矣”这句话
说的是没有空闲时间学习的人，即使有空
闲时间也不会去学习。所以，我不能让自
己成为只懂抱怨而把剩余的时间花在哀叹
上的人，我得充分地利用好时间，提高学

对目标的坚持。我相信，理论知识是可以

习效率，尽量让自己工作一小时，收获六

填补的，学习方法是可以参考的，唯有良

十分钟。而且，我开始尽可能地放松心态，

好学习心态，是需要自己调整出来的。只

不再苛求自己过高的目标。面对许多同学，

有拥有良好的学习心态，才能在繁重的学

我也许没有骄傲的资本，但我也没有自卑

习中找到坚持的动力，才能在难以回避的

的理由，我要带着自信，竭尽全力，无怨

困难中不丧失斗志，才能在百舸争流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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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自己真实的水平，焕发自己的光彩。

年初三起至年初九（二月二十六日）

对我而言，合唱团的训练与学习娱乐的冲

的一段时间，我要随合唱团赴深圳参加比

突比较突出，对同学们，也可能存在着各

赛。这段时间，我会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单

种各样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比如，对学习

词的背诵，阅读的积累或一道数学综合习

提不起兴趣，对身边的事物的好奇分散了

题的积累，晚上也许会有空闲时间，我会

对学习的专注等等。而这时，积极的心态

进行个别科目的提前复习。比如理科，在

是找回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的培养基，是

我看来，理科是应用性的科目，我们得先

潜力的催化剂，拥有它，也许就会迎来属

掌握好基础知识，然后结合习题加以熟悉，

于自己的奇迹。

巩固，灵活应用，从而达到举一反三的效

寒假即将来临，如同往日一般，我的

果。因此复习理科科目时，我会在清晰概

假期会有很大部分花在合唱之上。我想，

念的基础上适量地做一些同步习题。

也许许多同学都会有如我一般紧锣密鼓的

总之，纵使时间再紧，纵然身心再累，

安排，以下是我对假期的一些计划，在此

只要志不衰，下决心把失去的通过努力补

与大家一起交流。

回来，能做多少是多少，能学多少是多少。

假期开始至年二十八，我的上下午都

多一点积累，多一点把握，多一点信心。

要参加合唱团训练，因此晚上的时间要充

最后，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位高中姐姐

分利用好。我会在这段时间尽可能地完成

曾对我说过的话：我们的学习之路是一个

作业，并要求自己取得高效果。所谓高效

数学图像，它不可能直线向上，也不可能

果的取得，是指在对知识进行简单的回顾

直线向下，它必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曲线。

和复习之后再做作业，这样等于把一学期

也许我们的过去，这一次期末考，或是后

来的知识进行总体复习，取得事半功倍的

面我们要面临的一些考试会让我们灰心丧

效果。

气，但那只不过是曲线的低谷，只要我们

春节期间，我会同家长一起回老家过

相信低谷之后便是通过高峰的缓坡，并为

年。这段时间可能娱乐活动较多，零碎的

之不懈地努力，把曲线的至高点放在中考，

时间难以集中精神，我会在晚上或较大块

那么，成功属于我们，我们是笑到最后的

的空闲时间对新学期的课程进行预习，预

人。

习时结合参考资料对知识进行大体了解，
然后完成课后习题。

（责任编辑：钟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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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方法
记初二级学生学习方法集锦

◆

初二级供稿
一、我的高效学习方法
许多看似十分老套的学习方法，如：

预习

认真听课

在上新课前，我会先对将要学习的内

复习，许多同学都

容进行预习，并且将不懂的问题写下来，

没有去严格执行，这往往是同学们学不好

以便在上课的时候着重听讲。在上课时，

的原因。还有，课本是十分的重要的，课

我会认真听讲，打醒十二分精神，不与其

本就是基础，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学得更

他同学讲话、开小差，并且尽量在上课的

好，埃及人修金字塔，也是从最底层搭起

时候记住每一个知识点。回到家里，我会

的。遵循古法，用古法炮制你的学习，相

先把当天所学过的知识进行回顾，然后才

信自己，相信未来，在学业上就能取得成

做作业。在做作业时，我会把作业当成考

就。

试来完成，尽量做到字迹工整、书写端正。
初二（２）林初阳

这不仅是对作业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效率决定一切，我以为，学习最重要莫

初二（５）邓永豪

过于效率．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１
、上课认真听讲，认真理解老师说的每

１、巧记笔记，讲求精练。

一句话，课后及时复习，
整理学习笔记。

２、一心一用，心无杂念。

２、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对待每

３、管理时间，事半功倍。

一个题目，都要做到一丝不苟，因为这些作

４、巧选试题，提高效率。

业能帮助我们消化及更好的掌握所学知

５、劳逸结合，学中有乐。

识。

以坦然的心面对学习，把学习当成一

３、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后，可以

场游戏，从游戏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步

适当地做一些课外的同步练习，数量不要

步为营，逐一击破．成为最后的赢家！

求多，而要求精。所谓精，就是每一道题

初二（２）周丰琦

目都要彻底弄懂，与其做 １００道题，不如

每一个同学都有独特的学习方法，而

一道题用 １
００种方法来做。

我的学习方法是以三部组成的。

４
、数学和物理来源于生活，要学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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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与我们的生活相联系。比如，我坐车

的发动机降温，我就会想到水的比热容较

的时候，看到车牌，我都会用上面的数字

大，水升高温度，就会带走大量热量，所

组成一个等式，或者，用这些数字来算 ２４；

以要用水来降温。理论联系实际，是对知

遇到一些生活问题，我也会尝试用所学的

识的一种很好的理解与应用。

物理知识来解释。例如：看到用水给汽车

初二（６）朱冠舟

二、个性的有效学习心得
我在学习上，有一些小经验。平时学

数学，结果数学成绩一直徘徊不前。后来

习：１、语文英语要多看书本。看语文，感

我想，为什么不试着去喜欢数学呢？此后

受作者的感情，看英语，培养语感。数学、

我一直抱着新鲜的态度上好每一节数学

物理和政治只要理解概念、公式即可。２
、

课，每到测验也不再怨天尤人，成绩自然

作同步练习。这点对理科很重要，可以培

就上去了。那么，讨厌物理的同学，可以

养做题的感觉，训练做题的技巧。

想想“物理多么奇妙！弄懂它很具挑战

考前冲刺：１、多看笔记。笔记是课文

性！”
，讨厌语文的同学可以试着赞叹“啊，

的精华，考试的重点。这时笔记可以代替

多 么 博 大 精 深 的 语 言 艺 术 ！”

课文。２、在学习过程中找出不懂的地方问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ｅｐｅ
ｎｄｓ ｏ
ｎ ｙｏｕ
ｒ ａｔｔｉｔｕ
ｄｅ！（态

老师。后把知识点写在一张小纸上，放在

度决定高度！）

口袋里。看这张纸是利用零散时间的好办

Ｙｏ
ｕｒ

初二（４） 陈意

法。

说到学习方法，因人而异，每个人只
初二（３）谢唯祎

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能学好知识，而

首先，我认为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于我而言，我的学习方法只有“认真”

要做到自觉学习，倘若不能做到这一点，

二字。一个并不特别聪明的人，就必须比

一切经验都是空谈！当你是被家长催促着

别人付出的更多才能学好。虽然认真的人

“快点去做作业！”时，你的心里大多是“如

也许并不比聪明的人更优异，但是认真却

何快点完成作业”或“哎呀好烦又要做作

可以教人感到“尽我所能”的满足感。且，

业”之类对学习非常不利的心理因素，这

我认为认真是感性又是理性，只有认真起

样学习是没有效率的。如果是靠自觉的话

来，才可以有条有序地把每件事安排好、

就截然不同了，你会怀着“是时候学习了”

学习好。所以，我的学习方法就是：认真

和“如何做得更好”的心态去学习。如此

地学。

愉悦的学习，何乐而不为？其次，不可对

初二（１１）马天天

任何一科有厌烦心理。本人就曾经深受其
害！从小学到初一上学期，我一直很讨厌

（责任编辑：钟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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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实验中学 ２００７届初三级中考百日誓师大会
卧薪尝胆 奋战百日
◆

初三级供稿

学生誓词
在这神圣的时刻，在这庄严的殿堂，作
为省实学子，我们谨以青春的名义，在此
庄严宣誓，在未来的 １０
０天内，决心做到：
（集体）珍惜一百天，拼搏一百天，奋
斗一百天。专心每一天，成功每一科，力
争每一分，不作懦弱的退缩，不作无益的
彷徨。我们有蟾宫折桂的信心，我们有锲
而不舍的执着，我们有厚积薄发的能量。
我们是最棒的省实学子，我们将以一流的
成绩续写母校辉煌。请母校放心，请老师
放心，请家长放心，我们正信心百倍，斗
志昂扬，意气风发，誓创辉煌！

教师誓词
为了学生的前途，为了学校的荣誉，
我们庄严宣誓：
忠于职守，精诚团结；言传身教，以
身作则。
敬业爱生，诲人不倦；脚踏实地，刻
苦钻研。
请同学们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你们保
驾护航， 为你们摇旗呐喊，伴你们风雨
兼程，用汗水浇灌希望！
请学校放心，我们有团结拼搏的精
神，我们有勇夺桂冠的信念，我们一定
齐心协力，拼搏百日，用鲜花铺就省实
六月的辉煌！

宣誓人： 邓小宁等初三级同学
２００７年 ３月 ５日

宣誓人：丁之境等初三级教师
２００
７年 ３月 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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