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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5年高考成绩已揭晓，我校达本科一类分数线 360人，达本科二类分数线以上 945人，本科达线率 80.56%，居盐城市所有学

校之首，江苏省同类学校前列。最为可喜的是高分段学生有新的突破，380分以上 33人，其中 390分以上 13人。现我们请部分同学

谈心得体会，以便让大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高中的生活于我而言，也是一
场路过。因为是路过，所以并不是捷
足先登。中考失误使我跌跌撞撞才
挤进东中的大门。但我警醒自己，不
要揪住错误不放，而是清醒客观地
反省梳理，轻装上阵。

因为是路过，所以没有地图和

良骥，需要永远真诚对待每门学科。
每门学科都有它的特性，有的灵动
优雅，有的博大精深，有的严密细
谨，身负如此多的学科，就要把最少
的力气用到最关键的环节上。比如
语文的写作与阅读积累，数学的计
算与逻辑推理，英语的单词和阅读
理解等等，同时做到力争平衡，没有
短板，延展长板。当对方法的探索总
结、对知识点的归纳理解，一切投入
达到饱和时，学科才会呈现一种井
井有序、有理可循的状态，我们才可
以与学习的知识相融而不是相背。
因为路过，所以不是赶路不是

奔袭。高考就是看我们可不可以花
三年的时间去做成一件事，这是一
场长跑，一时的兴奋与激扬无法支
撑我们走到最后。每一天的拼搏不
是为了弥补昨天，不是为了创造明
天，而只是为了今天的时光，为了此
时此刻，抱有这样的想法，安下心
来，不必急躁。
这条路无数人走过，还将有无

数的人星夜兼程。我们并不独行。不
必心怀畏惧，不必感到迷茫，亲友，
良师，邻人，在你不知名的街道上，

不知何处的一所学校里，千万的学
生会与你一道从零开始，数完这三
个三百六十五天，直到有一天你们
同时起笔，同时落笔，写完三年充实
的岁月。

我亦庆幸在这难忘的三年时光
里，有陪伴我的师友父母，草木星
辰。理想中的香港中文大学是路的
一个节点。继往开来的高中学子们
也将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班主任感言
高三（1）班 崔业平

杨阳同学是个爱捧着书、静静
阅读的小文青，翻开她厚厚的读书
笔记，你会被她广泛的涉猎、优美的
文笔和细腻的情思打动，德富芦花、
尼采、李泽厚……都是她的最爱。中
考的失误阻挠不了年轻的梦想，课
外的阅读，课堂的高效，课后习题的
精练再加上良好的心态让杨阳取得
了 407 分的高分，让她有机会去偶
像张爱玲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深
造，继续追寻自己的人生梦。

杨 阳 高三（1）班

今年的高考时节与往常的“烈
日”“暴雨”不同，清凉而舒适，仿佛
内心的不安与躁动都被抚平。我想，
高考的好天气是“天时”，更重要的是
“人和”。

高考第一场是语文，身为一名文

科生，时长三小时分值二百分，既重
要又令人紧张。“万事开头难”，然而
今年的语文试卷风格平稳，也算给考
生们一些信心。也许有人会在考试时
大脑一片空白，而实际上高考中只要
注意平缓心情，回想起老师平时所教
的解题方法，并运用在解题过程中，
语文的正常发挥并不难。就我而言，
语文的基础题发挥一般，想要出彩只
能向作文求助。作文方面我认为最重
要的是平时的积累，在高一高二多读
经典名著，而到了高三就要开始注意
整合，将素材进行升华。并不是华丽
的词藻就意味着高分，朴实无华但真
挚的情感方可打动人心。

关于数学，近几年的江苏卷注重
向基础题要分。填空题尽量多拿分。
大题目方面尤其注意过程的连贯，切
忌跳步骤，即使是难题，也不能留空。
在数学中结果对并不一定得到全分，
结果错也不一定是扣全分。平时，我
很注重题量与错题的相关训练，多思
考，勤整理，学习解题思路。
英语，是近几年的难点。今年英语难

度有所降低，但一米六的卷子十分注
重阅读量的积累。作文方面要注意长
句例如名词性从句、定语从句及名言
的运用，平日里要加强书写的训练。

班主任感言
高三（19）班 刘朱国

季秋晨同学高考 392 分绝非偶
然，她当初选科是以高分进入文科
的，成绩长期名列文科班第一。两年
的共同学习和生活，秋晨同学有两点
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
有思想，善于思考，在基础扎实的同
时，学得冷静和灵活，学习起点高，有
深度，有效率。平时作业非常规范到
位，正确率是班上最高的。二是注重
学科平衡，没有弱科，平时又善于查
漏补缺，每天坚持有针对性地弥补相
对薄弱的单元和知识。这些都为其成
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高考
的成功永远属于有准备的同学。”

白岩松在江南大学做演讲时谈
及：“要经得起失败，扛得住表扬。”我
之所以幸运，是能在高考前最后一次
模考发现了学习上的不足。而我应该
庆幸的，是我没有被打垮。到了最后，

既要通过分数发现自己的缺点，又不
能太看重分数，考得不好不能有包袱，
考得好也不能太有想法。遇到打击和
失败，给自己时间去做决定。

听说一位朋友考完语文数学兴
奋得睡不着觉，导致英语考试两眼
一抹黑，这更是不可取的。考试的时
候放松心态，考完一门丢一门，兴奋
或是伤心都可能导致失误。当作平
时练习来做，说来容易，做到不易。

学习心得：
数学。数学始终是理科生的关

键。数学一差，总分就上不去。要多
练，多钻，多想，不光两语，数学也是
靠积累的。平时的训练很重要，最后
复习一定不能做偏题怪题难题。当
然，我数学考得并不好，估分与实际
有十几分误差，这又涉及到了另一
个要点：规范步骤。许多人估分与成
绩不符，也与此有关。

两语。两语一直是我的弱项，这
次属于超常发挥。两语的基础是从
高一，甚至是更早就要抓起。课本以

及大量的课外阅读，会让自己比那
些基础薄弱的同学更有自信上考
场。语文作文是高考分值最高的一
题，抓住了作文，也就抓住了语文分
数的命脉。
物化。物理也要重基础，把握好

基础，拿 A不成问题。化学是一些细
碎的知识点堆砌而成，用下心来，双
A甚至更高也是不成问题的。

班主任感言
高三（2）班 夏亚春

许航同学的成功首先是做人的
成功。三年来,我看到他一步步成长,
不管考得好 ,还是考得差 ,他均能淡
定、从容地面对，静心总结经验教
训，然后精准地拿出措施，正是由于
做人的成功，时刻的准备，所以才能
在今年的高考中一鸣惊人，考出 401
分的高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是我一直
以来的信条 ,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感兴趣
的领域 , 这些领域自然是最能发挥潜能
的地方。出于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我积极

参加了各科竞赛，只为满足自己探索的
欲望，最终顺利地获得物理竞赛全国一
等奖以及化学竞赛一等奖。在这期间，勤
奋注定不可缺少，没有扎实的努力，要说
兴趣也是空中楼阁。

对我的学习帮助最大的当然是学习
方法，正所谓“态度决定一切，方法决胜
一切”。树立勤奋进取的态度只是第一
步，优化方法才是制胜之道。对于理科学
习，思维方式当属第一位。对于以思维见
长的学科，不要急于练题刷题，先掌握好
基本知识、原理，然后理清它们之间的关
系和思维上的共通点，这样整体把握以
后，再用一些比较经典的题目来强化形
成的思维，一定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文科的学习，我的体会是重在积累。
感谢我的语文和英语老师，他们以自己
渊博的学识指引我们不断阅读、记忆，循
序渐进地积累，从而达到“腹有诗书气自
华”的境界。不过也要注意学习方法是
“私人定制”的，只有在学习中善于琢磨、
反思和总结，才能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学
习方法。

回顾我的高中三年，偶尔也有陷

入低谷的时候，所以心态很重要。“心
态好，一切都好”，保持好的心态不一
定处处顺利，但至少事事顺心。借助
一颗平静的心，我在高考路上走得更
加从容，获得了 386 分。在自主招生
考试中获得了北大 20 分加分、清华
10 分加分以及南大 20 分加分的成
绩。记得有次班主任闲谈中说我有颗
“强大的内心”，我想良好的心态的确
伴我更好地成长。

班主任感言
高三（1）班 崔业平

孟凡昊同学是个看上去很斯文的男
生 , 身上自有一份从容和沉稳 , 这源
于他参加的各类省级和全国性比赛 ,早
已练就了“大事大考很淡定”的功力 ,平
时的成绩很稳定, 担任班里的团支部书
记 ,各科均衡发展。课堂上 ,总能发现他
专注的眼神, 课堂效率很高。学习之余,
喜欢阅读卡尔维诺、乔伊斯的作品,让思
维在理性和感性中遨游。

此次高考, 我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
有努力 ,也有幸运。我总结了四点 ,和大
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天道酬勤。我的智商很普

通，那怎样才能在高手如云的学习领
域展现自己的实力呢？答案是勤奋。
勤奋让我变得充实，让我变得谦虚，
每次温习功课，我都会发现知识点的
缺漏。但我不会心慌，我会感到高
兴，我又可以在考试中避免一类失
误。勤奋永远是高中学习的金钥匙，
是取得进步的不二王道。

第二点：规则作息。勤奋固然重要，
但勤奋不代表蛮干，是需要计划和理性
的。我高三下学期之前都是晚上 12 点半
之后睡觉，但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到
了第二天，我会觉得头昏脑胀，无法吸
收知识，只好晚上继续熬夜，导致恶
性循环。因此，我高三下学期之前的
成绩是十分不稳定的。所以，我提醒
各位学弟学妹，学习不可以超过晚上
12 点，晚自习抓紧时间，回家后背背
单词，读读美文，做做文科题目，都
是非常好的选择。我十分赞同一个观
点，就是睡前 20 分钟和起床后 20 分
钟记忆力处于巅峰状态，大家可以利
用好这个时间，提高双语素养。

第三点：良好心态。这一点太重要
了。我在高三上学期总是患得患失，因
此总是发挥不出水平。而到了下学期二
模时，我放下了包袱，成功考出了非常好

的成绩，找回了自信，并一直保持到高
考。大家都应该保持淡定从容的心态，把
握上天赐予的每一次机会，并将其作为
转折点，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挫折中
成长，在成功中总结，良好心态会使生活
充满阳光！

最后一点：责任心。Responsibility是
我的座右铭，也是永远的动力，上述三点
的坚持都靠这一点。对自己负责，对共同
努力的人负责，对默默付出的人负责，强
大的责任感是我最大的优势。

班主任感言
高三（2）班 夏亚春

戴昊天同学是一位热情乐观的人，
平时勇于担当，有强烈的责任心，班上大
事小事总离不开他，属于复合型优秀人
才。在学习上，他也是一位勇于拼搏、善
于进取的人。三年来，我看到他越战越
勇，一次比一次好，特别是心态，一次比
一次强大，在他母亲患病期间，他能顶住
压力，考出如此高分，这是让人非常敬佩
的。事后想想，我感到一个人的成功其实
是自己一次次磨练自己，有意识培养出
来的。成功属于用心准备的人。

一、良好环境很重要。在一个良好
的环境中学习是一种幸运，不管是上课

还是下课，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认真学
习，复习过程中，我也经常与同桌交流
各自的学习方法，优势互补，共同进步。
高三（6）班一直是我的骄傲，我很荣幸在
这样一个班风纯正的班集体中，愉快地度
过一生中最关键也是最难忘的时光。
二、正确的学习方法。我的学习方

法总的来说是多练多反思。语文作为文
科的重点，答题规范很重要，作文需要
不断地积累，素材需要贴近生活。数学
作为理科的重点，大量的练习必不可
少，我有一个练习错题集，每天积累错
误，晚上让妈妈随意抽几题，检测我的
学习效率。所谓“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
而掘井”，应该在高考前的几个星期就
开始自己的复习计划，因为平时的资料
和试卷很多，学校给的时间根本不够，
所以大部分同学复习都不是很充分，心
里没底，考试时可能导致紧张。

三、积极心态应对考试。平时的考
试，只是对这一阶段学习的一个评估，

不必因此而得意或气馁。我高考前的三
模就不理想，未达本一，而且物化也不
尽如人意。虽有过伤心，但经过一段时
间调整，我又重拾信心，开始了复习之
路。在高考前几天，我并没有拼命地埋
下头来复习，而是通过和妈妈一起散步
来调节心态，做到了劳逸结合。

班主任感言
高三（6）班 孟茂梅

王丽佳同学在学习上脚踏实地，勤
奋刻苦，勇于钻研，不骄不躁。平时偶尔
的小坎坷从不气馁，在待人接物上，也
能做到尊敬师长，友爱同学，经常帮助
需要帮助的同学。在学校活动中，能够
踊跃参与，为班级增光添彩，有极强的
集体荣誉感。总的来说，她是一个令家
长和老师都引以为傲的优秀学生。

三年的努力，一切为了高考。
2015高考，我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与大家分享。

平时学习重基础，要稳扎稳打。
高考中基础分占很大一部分，所

以打牢基础是平时学习的关键。

语文的选择题注重语感，英语的
选择题注重平时积累。所以平时要加
强语文、英语的阅读量和选择题的训
练量，每天可以进行一些针对性训
练。平时生活中也有很多学习英语的
机会，听英文歌曲，看英文电影都是
既能放松又能学习的方法。

数学更为注重平时上课的认真
听讲以及课后训练，只有将听、记、练
有机结合，才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考前复习注重针对性训练。
考前需要进行针对性突破，语文

可以回顾做错的题目，结合阅读技巧
与错题感悟如何更好地答题。数学的
针对性突破尤为突出，选择一两个薄
弱单元针对性训练。

英语的复习不只是单选，对完
型、阅读进行回顾总结也非常重要。

考试时注重应试策略。
高考并不是死板的，而是有章可

循的，所以考试的技巧也十分重要。
语文需要注意书写，书写得端

庄、方正，令人赏心悦目能占不小优
势。另外按分给点也很重要，根据分
数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

数学注重细心以及心态的平衡，

在平时的纠错中可以在本子上记下
要提醒自己的注意点，考前再看一
遍，既能减少大意失分，又能增强自
信。

班主任感言
高三（19）班 刘朱国

曹鹏同学的高考好成绩来自两
大方面。一是具有顽强的拼搏精神。
他是班上拼得最狠的男生之一，作业
及订正比别人多得多，钻研得比别人
深得多，问题比别人问得多。真是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二是突出了培优
补弱。数学是小曹的强项，他一直努
力不放松，成了班上的“数学小王
子”。高三复习他加强了对双语的针
对性投入，积极利用边角时间，注意
读、听、练等多种手段的有机结合，经
过艰苦的努力，相对薄弱的双语终于
有了明显进步，这也为其高考的成功
创造了条件。曹鹏同学是班级进步最
突出的同学，真所谓“付出总有回
报”。

在高考中，我认为心态是决胜的
关键。我们应当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放下无谓的担心与顾虑，由易到难做
好每一道题。此次高考我比较放松，相
信对临场发挥很有帮助。当然，盲目乐
观是不可取的，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
我们还是要踏实认真，勤奋刻苦，努力
提升自己的修养与水平，为高考的成
功夯实基础。

语数外三门的学习对于高考至关
重要，对于文科生而言，语文平时一定
要注重整理和积累，多阅读名家美文，
提升自己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数学相
对来说是我的弱项，一定要牢牢抓住
自己会做的题目，克服粗心的毛病，尽
量在难题上多得分。英语这一科重在
理解，做题时我们要通读全篇，在理解
大意的基础上选出最佳答案。同时也
要注意答题的规范，高考改卷比较严
格，平时注重细节有利于高考分数的

提高。我认为平时我们应当多练字，提
高书写水平，整洁的卷面、清秀的字迹
也会为我们的高考试卷加分。

班主任感言
高三（21）班 殷冬前

耿敏同学是东中高三（21）班的班
长，是班级的“女一号”。这个孩子做事
踏实，做人严谨，性格温和，工作能力
很强，被表彰为“盐城市优秀共青团
员”。学习动力十足，能吃苦，有韧性，
阅读面广，语文素养非常好。在高二学
年的四次考试中均名列班级第一，高
三的历次模考也名列前茅。由于数学
成绩起伏较大，耿敏坚持每天晚自习
回家后，进行专题纠错攻关，终于在高
考中数学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总分也
成为年级的佼佼者。

从上高三起，我的人生就翻开了
一个新的篇章。，由于自己的视力比
较好，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

空军招飞体检。当初检通过后，校领
导和班主任鼓励我，我就把报考北大
飞行学院的目标定了下来。

体检全部通过后，我成了学校重
点的关注对象，这让我这个平时默默
无闻的学生有点受宠若惊。成绩不太
好的我要担负起考上北大飞行学院
的重任，巨大的压力随之而来。但我
想不能轻易放弃。在王校长的关心指
导下，我调整复习思路，老师们帮助
我查漏补缺，单项综合交替训练，我
不气馁，咬紧牙关，努力复习。踏上高
考战场前，我深知此次考试的重要
性，所以我努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高考中，我稳扎稳打，把自己的实力
全部发挥出来。高考成绩公布后，我
悬着的那颗心总算放了下来，虽然不
算什么高分，但对于我来说已经喜出
望外了。

回望招飞，回望高考，深感人需
要有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任何人
的成功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良好的
心态；机会总是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当机会来临时，一定要尽自己的

全力去争取成功，这样你才会拥有美
好的未来。

班主任感言
高三（10）班 周晓丽

韩旌同学是一个热情开朗，从容
淡定，对世界，对社会，对他人，对未
来，都充满希望和热爱的勇于拼搏的
阳光男孩。

成为候选飞行员后，人生目标顿
明，信心倍增。在做人上更加内敛自
律，敦厚朴实，真诚友善；做事更加踏
实细致，讲究实效；为学勤奋认真，读
书思考，勤练苦做，因为博览，才能全
面，因为厚积，才能薄发。路不可能总
是平坦的，他失败过，迷惘过，但面对
挫折，他不气馁，不懈怠，而是做一个
智者，调整思路，调整心态，坚持努
力，终于取得优秀的成绩。玉在雕琢
中成大器，人在磨练中能成才。韩旌
就是一块璞玉。

听我校学子谈高考心得体会

季秋晨 高三（19）班

许 航 高三（2）班

孟凡昊 高三（1）班

戴昊天 高三（2）班

王丽佳 高三（6）班

曹 鹏 高三（19）班

耿 敏 高三（21）班

韩 旌 高三（10）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