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古榕树下                                                GU RONG SHU XIA 

 41 

 

高三感言 
◆ 黄仲强 
 

高三的复习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勤奋是高三复习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光

有良好的学习态度是不足够的，没有了高

效的学习方法和实际可行的计划还是不能

在高考中摘取硕果的。基本上，我每一个

周末都会制定一个适用的计划。首先，记

下自己周末需要完成的事情和估计用时并

编上号。周末是指周六晚上一段，周日早

午晚各三段，可利用的时间有12～14个小

时。接着将事情编号填入计划表各个时间

段中，并贯彻执行。制定计划的时间大约

需要十多分钟，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因

为周详可行的计划能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在高三的复习过程中，大家可以发现

各学科的复习方法是大不相同的。我对此

也有一点体会。首先是语文科。我个人认

为，语文的复习是讲究领悟的。双基的内

容固然可以依靠背诵得分，但诸如诗歌鉴

赏、现代文阅读、作文之类则非要一定的

归纳、感悟不可。作文训练中可以模仿运

用一些优秀范文的文笔辞藻，作文的语言

便可以有所提升优化。然后是数学科。复

习数学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归纳题型。比

方说复习数列，大家可以总结每一种递推

公式的模型可以用哪一种的方法去求出通

项公式。大家多做归纳总结，并配上一定

量的练习，便能在面对不同的题目时作出

快而准的反应。再下来是英语。英语的提

高需要日益深厚的积累。在我眼中看来，

每日一篇完型填空和三至五篇阅读是必不

可少的。但绝对不可以做完就算了，我们

需要利用好每一条题目。做阅读的时候我

们可以留意一下有什么高级的词汇、句型，

然后在英语作文中加以运用。对有志于报

考英语２的同学来说，更加有必要学完新

概念的第３分册和掌握好四级词汇。同时，

也有需要提高口语水平。每天跟读新概念

３的录音是不错的方法。最后是综合科。

综合科对大家的要求并不高，但是非得要

下一番苦功不可。一字记之曰：背。请记

住，综合并非一时三刻就能攻克的，只有

将综合科的复习任务分配在每一天的学习

中，才有提高的可能。至于Ｘ科，各人的

情况不尽相同，我也不可能一一细说了。 

省实的人和事，必定是我一生中最难

以割舍的感人馈赠。请大家珍惜好高三的

时光、高三的人和事，在人生中写下美好

的回忆。最后，我祝各位在高考中取得满

意的成绩，在高三中活出精彩！ 

 

作者简介：黄仲强，2005年高考“三

料状元”，成为广东高考第一人。现被中山

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录取。    

 

（责任编辑: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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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 陈冬瑜    

 

春去秋来，去年此时，我怀着忐忑的

心情步入了高三。当我看着老师有步骤有

计划地指导我们复习，当我看着身边的同

学互相支持共同努力，当我看到大家都积

极地迎接高三生活，我的恐惧感便消失得

无影无踪。坚定的目标与满满的自信尤其

重要。 

    高三的学习，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

勤学，二是巧学。 

    勤奋，是高三学生必须具备的素质。

勤于思考，勤于发问，勤于练习，勤于积

累，勤于总结��这些都考验着每个人的

毅力与决心，都需要一种持之以恒的态度。

所以，高三并不只是教会我们如何去学习，

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去获取成功所需

要的品质。 

    巧学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较有

难度的一个方面。埋头苦干是一件好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死读书。首先要巧于总

结。高考虽然注重基础，可是总会有新颖

的题型，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应变能力。应

变能力就要从平时的巧学中获得。做题时，

多想几个为什么，深入地挖掘题目，从出

题人的角度想想，把自己的答案和标准答

案对照来想想，从评分标准的角度想想，

看看如何踩点，做一下往年的高考题，摸

索出题思路，这些对于应试都有很大的帮

助。其次，要巧于安排时间，巧于利用琐

碎时间来进行一些强化记忆的学习；对时

间的规划要精确到每小时，提高学习的效

率。最后，要听老师的话，紧跟老师的进

度来安排自己的学习。老师有丰富的实战

经验，紧跟老师的进度可以少走弯路。还

要与任课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让他们了

解我们的状态，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及时

调整我们的心态。 

    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考试过关的重要

法宝。我们要把每一次考试测验看成是一

次心理实战训练。我们要学会掌握好时间

的分配；锻炼自己在遇到难题时，要保持

冷静，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调动自己的

知识系统，提高考试的兴奋度��考试的

时候，心态一定要平和，少想自己究竟能

拿多少分，多想想如何解决好每一道题，

切忌有一种想赢怕输的功利心。而平时的

学习中，就要踏踏实实，切忌心态浮躁，

一定要静下心，一步一步按计划地学习。 

    各科的学习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下

面就浅谈我个人的看法，希望能给大家一

些启发。 

    语文是积累性较强的一门学科，高三

的语文学习关键是完善自己高一高二时的

积累。基础题（包括语音、字形、成语、

熟语、标点、病句等）的分是一定要稳拿

的，而这些都不能靠临时抱佛脚，只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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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的练习中一点一点积累。第一卷的现

代文阅读和古文阅读，都有一定的出题思

路，题型的设置，错项的设置都是有规律

可循的，只要细心地阅读原文，都可以找

出正确答案。第二卷则是拉开分数的题目，

而诗词鉴赏和现代文阅读都是难点，练习

时对照答案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归纳

出答题思路一般是从形式、内容、主旨思

想三方面考虑的。作文是语文的重中之重，

但是不要一味求创新，写好三段式的议论

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还是素材的

积累，新颖的素材、多样化的句式、多种

修辞的运用都是杀手锏。 

    数学是文科生的弱项，但是千万不能

轻言放弃。数学卷中的难题只占10%，所以

不要畏惧数学。对于文科生来说，80%的分

是可以拿到的，关键是要紧跟老师的步伐，

扎扎实实地一个一个专题来过关，掌握基

本的方法，对于同类的问题要有迁移能力，

多做，多问，多讨论，便能找到学习数学

的感觉。 

    英语的关键是完型填空和阅读，这两

种题型都依靠单词量，所以增加词汇量和

阅读量是很重要的，这就要我们坚持每天

阅读。此外，作文也是一个重点，要多积

累一些好的句型、词组，不要只局限于课

本中的词汇，用一些高级点的词语对分数

的提高很有作用。到后期，就要坚持每天

一套卷，来保持语感，提高做题速度和准

确度。 

    政治是我的术科，因此一定要保持自

己的优势。选择题是全卷的基础，是总分

的制高点，因此不妨采取题海战术来提高

选择题的得分率，多分析题干、题肢，归

纳错项设置的方式。第二卷是拉开档次的，

省实的政治科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老师们

对大题的答题思路都会有详细的指导，而

我们就要牢记答题规范，增加非智力因素

的得分。对于答题的内容，我们一定要吃

透课本，即使时事背景千变万化，考察的

知识内容仍然是源于课本的，因此答题一

定要将材料与知识点原理结合起来。对于

热点的时政问题，就要积累一些评论术语，

让自己的答案锦上添花。 

    综合科的学习很零散，让很多同学觉

得很困难。综合考的其实是很基础的知识，

关键是肯下功夫、主动积极，并要学会抓

紧一些零碎的时间看书。看书时要注意知

识间的联系；注重归纳平时的错题，不懂

的一定要多问。 

    如今回望过去，才发现高三的学习其

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也没有想象中

那么轰轰烈烈，就是点点滴滴的积累，持

之以恒的坚持。有坚定的目标，有老师的

帮助，有家长的支持，有同学的陪伴，高

三并不是人间炼狱，而是锻造我们成才的

熔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祝学弟学妹们在 06年的高考中取得

理想成绩。 

 

作者简介：陈冬瑜，2005届省实高三

毕业生，以总分 853分成绩被复旦大学录

取。 

 

(责任编辑: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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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思 
◆ 王梦真 

笑过，哭过，疯狂过，沉思过��零

五年的盛夏一去不回头，我站在诺大的校

园中，晕红着脸，看着秋天从容地走来。 

“即将美丽的小河旁，还未熟悉的建

筑群内”，常用这样的语言向身边每一个人

描述我的现在。秋的气息早已游丝般地漂

浮在空间，使我从心里觉得这真是个微妙

的季节。所有的忐忑，所有的心跳，所有

的成熟和不知所措都无声地被秋天糅合在

一起，无法抽离了。 

我想，我爱上了秋天，这么一个丰盛

的季节。那些在夏天挥洒，在六月的天空

滚滚蒸腾的汗水，如今终于化成了甘霖。

曾经为了浑浑噩噩的三天，我们学会把视

线收紧，聚焦至面前纷飞的考卷；学会任

委屈的泪水藤蔓般划过脸颊，却仍带着倔

强的微笑��直到在金色的秋天，我走在

梦萦魂牵的校园轻径，让暖洋洋的阳光慷

慨地洒满心底。付出过，拼搏过，所以在

这一个收获的季节，我们能坦然地走在省

实路上，心怡地漫步在想象了无数次的星

空下，理所当然地把这种甜美细细收藏。 

我想，我爱上了秋天，爱上了这段和

你们从相识到相知的日子。每每忆及阳台

齐聚洗衣时的欢歌笑语，每每忆及下铺的

同伴做春秋大梦时极酣畅的模样，每每忆

及早晨大家对闹铃的无动于衷，我就不禁

会心一笑。从未想过，“同窗”这个词，可

以变得如此贴心，不仅指“同学”，更带有

“同一屋檐下”的温馨意味�� 

亲爱的秋天，你让我开始了频繁的想

念。经历了毕业慌乱又兴奋的动荡，远离

了父母永远敞开的怀抱，我生活的舞台上

一切重新归位。秋分刚至，校园里还没开

始落叶，我的思念早已厚厚一叠。逐渐惦

记着手机那边爸爸妈妈的唠叨，逐渐习惯

每周末用邮件与远在西五区的朋友留

言��住宿使我独立，使我珍惜，使我感

慨爱跨越时间之外的坚定。 

亲爱的秋天，你的斑斓令我着迷。但

在你柔媚的微笑中我没有沉溺，因为我仍

记得这是个冬天的前奏。我要做只雀跃的

松鼠，活泼在知识的参天大树间，采集缤

纷的阳光雨露，贮藏星罗棋布的松果。把

头埋入书堆，让或温暖或冰冷的文字漫湿

心情，纸张上任手指随意点曲轻歌，感受

字母漂浮的清新；用激情点燃思想，惊异

于绚烂的焰色反应�� 

枫叶随我奔跑的节奏纷飞，流云随着

我抒写的情节漂移，凛风追随着我寻梦的

身影。 

夏至已过。对于那个季节，我心存感

激�� 

秋分已至，而关于这个季节，我一直

充满自信与期待！ 

作者简介：王梦真，2005年推荐省实

高中就读。曾在05年初中校区新学年开学

礼上作为特邀优秀学生代表发言。 

 

  (责任编辑: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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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惜 
◆ 颜辰爻 

怀着小学毕业前的梦想，我幸运地进

入了省实。初次走进省实的校园，总觉得

这里的树显得更绿，这里的跑道显得更长

更宽，就连这里的空气都显得更加清新了。 

8月31日，我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开学

典礼。这次的典礼不比往常，环境和气氛

与以前在小学时大不一样。同学们身穿崭

新的校服，脸上洋溢着喜庆，可又带了点

严肃，我想，可能是因为大家上了初中，

长大了，懂事了，不再是原来那个懵里懵

懂，混沌不开的小家伙了。 

郑校长在讲话中介绍了省实在05年中

考高考的辉煌成绩，着重强调了中、高考

颇高的升学率，我个个听得啧啧称奇。校

长还屡次提到了高三毕业生黄仲强，他是

今年高考“三料”状元。我为能进入一所

好学校，拥有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而感

到自豪：既然特别偏爱这条彩虹，就要去

珍惜它，尽力去保留它，让它永远保持鲜

艳的色彩，决不只是单纯地欣赏，任它过

早消褪。 

开学典礼上学校还对在上学年中获得

各种荣誉的同学进行了表彰和颁奖。我伫

立在队列中，用钦佩的目光打量着台上的

面孔：他们捧着奖状，朝大家微笑着。我

像是读懂了他们微笑中的自信和自强，以

及一种鼓励和期望。我内心也开始翻腾激

动起来，这激动中，有祝贺，有羡慕，也

有向往。我攥着心中灿烂的彩虹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我会把你抛向天空，让所有人

一齐欣赏你的绚丽。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而时间也同样宝

贵，因为它快得如同白驹过隙、稍纵即逝，

因为它仅属于你一个人。我从小就开始背

诵“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等名句，那时只

是似懂非懂地背下来，却根本没有领悟。

更多时候，当看到别人获得种种荣誉，自

己才突然感到紧迫，又再匆匆忙忙立下一

个座右铭，却在后来的几天中把它忘掉。

我为自己以前不珍惜时间的行为感到懊

悔，心中的彩虹开始暗淡，慢慢褪色。今

天，我再次给自己打气，提一个醒：不能

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虽然，我还很年轻，

时间看上去很充裕，实际上，当它真正从

人们眼前掠过时，谁都留不住。 

这时，我心中的彩虹渐渐恢复了光泽，

脑海中突然涌现出《长歌行》中的诗句：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

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作者简介：颜辰爻，初一学生，现任

《岭南少年报》小记者，广州市少先队理

事会联络部干事。被评为2005年第二届全

国“十佳小记者”。 

(责任编辑: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