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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万众瞩目的 2016年高考成绩日前揭晓。江苏省东台中学全面搬迁城东新区首届毕
业生高考成绩斐然。高三（2）班潘岩松同学 425分，为盐城市理科最高分，全省前 20名。高三（18）
班欧阳玥明同学 398分，为东台市文科第一名。高分段人数有重大突破，400分以上 8人，390分
以上 27人，380分以上 74人。1152人参考，达本科一类分数线 382人，达本科二类分数线以上
967人（不含艺体类考生），本科达线率 83.8%，居盐城市所有学校之首，江苏省同类学校前列。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全市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江苏省东台中学本届高三师生，克服
多重不利因素，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教育的生机与活力，学生们在新的环境中得到了长足发展。成
绩面前，东中人不自满、不懈怠。学校将以此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加压奋进、精致管理、提升内涵，
不断营造昂扬向上的校园精神，努力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优秀人才。现刊登该校部分高分段考生
学习心得和班主任感言，以期能给读者一些启迪。

江 苏 省 东 台 中 学 高 考 学 子 谈 心 得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有时候，上帝真的是在
掷骰子。因此，所谓不可能，无非概率太小。而我，
是个一直惦记着可能性的人，我不希望错过任何
可以把握的机会。至今记得我捧着四个省一等奖
证书时的激动，当时，谁又觉得这是可能呢？不放
弃，坚持下去，在路上就会有希望，即使渺茫!

学习，是一件辛苦的事。付出永远只是成功
的必要但不是充分的条件。进取不止，才有希望，
向上攀援的痛是登顶的必然经历。勤奋，是绝大
多数人的阶梯，不可或缺。极少数天才可能显得
并不勤奋，但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人。埋首书桌，是
绝大多数学子成功的必经之路，练习的量达到一

定程度才会有质变。多做多练是基础，但也要有
选择，资料质量参差不齐，数量浩如烟海，只能有
选择地做。一般而言，学校布置的要认真做，尤其
是当年的大市模拟题。其他的资料要谨慎做，总
的来说，近几年资料确实越做越好，但还是有很
多劣质产品，这些误人子弟的东西不能做。

注重方法规律，才能脱颖而出。虽说熟读唐诗
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但我们不可能在三年内
把所有做过的题目固化成条件反射。理科的基础
题和中档题，有很多有套路，寻求一般方法是关
键；文科的识记应用，往往也能从不同的角度找
到规律。题目会创新，会千变万化，但有些东西是
不会变的。这些不变的，就是规律方法。找方法，
可以听老师总结，也可以自己归纳。自己归纳最
好要研究高考题，高考真题中潜藏着命题规律与
解答思路。
心仪大学：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

班 主 任 感 言
蒋汉松

潘岩松同学人如其名，他就像岩石上的一棵
松树一样坚忍不拔。 高中三年孜孜以求，勤奋
刻苦，先后获得数理化生四个奥赛（省级赛区）一
等奖。坚定的追求，良好的习惯，高效的课堂，广
泛的阅读，习题的精练，让他此前通过了清华大
学的“领军人才计划”自主招生考试，享受加 10
分录取的优惠。高考中取得了 425 分的高分，
成为盐城市理科第一名。他的目标是清华大学或
北京大学，进入心仪的大学深造，是他坚定不移
的人生梦想！

潘岩松 高三（2）班
（盐城市理科第一名） 分数：425

（已列入清华领军人才计划，另加 10分）

高考大幕已落，回首三年感触颇多，下面我
谈谈自己的一些学习体会。

做题讲究针对性、高效性。不少同学喜欢刷
题，因为沉湎题海让人有一种充实感，给人一种充
分利用了时间的错觉。其实，盲目刷题就是虚度光
阴。我并不排斥刷题，但我推崇有针对性地刷题。
举个例子，我的解析几何并不怎么好，最后几个月
时间，我买了许多套综合卷子，一张接着一张，只
做解几。每做完一题，就回头思考，和答案比对，哪
儿可以改进，收获是什么，如果觉得有价值还要收
集到整理本上。另外，做题要讲究高效，一旦开始
做，就要心无旁骛，专心才能减少出错率。

拥有自己的素材库、习题库。例子很重要，同
样，记叙文也需要比较出彩的素材，所以拥有自
己独特的素材库是十分必要的。此外，语数外三
门需要分门别类地整理习题、套路、经验、教训，

数量不限，像我就有 10本，但一定要精。用不同
颜色的笔标记，写下自己的感悟、经验、得失，还
可以试着总结这类题的解答模式。要注意的是，
这些整理本要经常拿出来看、悟，不可让它睡大
觉。
模考成绩不算数，关键是总结，相信自己。

许多同学易受考试成绩影响，特别是最后的盐
城一二三模，考得不好就开始焦虑，其实这样是
不对的。到了高三，成绩有波动很正常，没有谁
可以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关键是找出问题，及
时调整，考完试后一定要分析试卷，把暴露的问
题写下来，想办法解决，屡犯的错误，还可以贴
在桌上时刻提醒自己。要自信，不断积极暗示，
相信自己的能力。像我，即使一二三模一次次刷
新最差纪录，但及时调整，相信自己，高考还是
没有负我。

临考调整状态，学会放松自己。高考时状态
非常重要，必须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一个“巅
峰”。其中最重要的调整便是睡眠，大概考前一个
月就要逐步调整，班主任也会提醒大家。我考试
前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听轻音乐，温暖柔和的
曲调可以自我放松舒缓，完全沉浸到考试中去。
心仪大学：复旦大学

班 主 任 感 言
蒋汉松

喻伟豪同学，一位有些小腼腆的阳光男孩，
脸上永远挂着浅浅的微笑。内心的淡定从容，做
事的循序渐进，这些应该是他成功的“杀手锏”。
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学习中，他永远清楚地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总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学习计
划完成。有准备的人生，必会飞得更高。

喻伟豪 高三（2）班
(理科) 分数：407

于此六月，我们的身上披着高考的余辉，
我们的眼中装着辉煌的未来……
高中是突破自己的三年，从不自信到发

掘潜能，每一步，都铿锵有力。从犹豫不决到
勇敢地向老师提问，向同学请教，常能收获思
维火花，令我惊喜。

三年的学习有个关键词：效率。比如午
休，中午半小时的休息，是下午以及晚自习效
率的保证；晚上十一点半前睡觉，保证第二天
精力充沛。再如，钻研好例题并举一反三，其
效果远胜于在题海中苦苦挣扎。

语文学习应该少些功利性，多些趣味性。
语文积累本可让知识与心灵相通，培养独特
的文学审美情趣。遇到触动心灵的句子，写下
自己的感悟，更好的是能想到之前看过的某
句话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将两者写在一
起，融会贯通。

整理数学错题集需要坚持与思考。对于
一道题，抄题目、写正确解答、分析错误原
因、补充其它解法可用不同色的笔。当然，错
题集上的题目不仅限于错题，老师同学推荐

的好题都别错过。另外，思考必不可少，要把
一道题目转化为一种解法，探寻其规律本
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学科，于我而
言，英语一直是我的兴趣学科。完形填空和
阅读理解有一定难度，我认为可以在整体把
握的基础上，针对部分，逐步梳理。平时也要
注意阅读量的积累，早读夕诵时，可选择优
质美文大声朗读，由口到心，不断增强语感。
作文重在积累，多用名词性从句、定语从句、
倒装、强调句式等，还要坚持书写的整洁优
美。

选修科目不可忽略，物理重在抓基础题，
易错知识点也可整理下来，尤其是化学的选
择题里涉及的概念、非选择题里一些答题规
律。

三年，一场长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稳定
节奏，倾听内心的声音。做好每一件该做的
事，过好每一个当下，淡定从容。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
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我
原想撷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师
生情、同窗情，弥足珍贵。感激东台中学这片
沃土，感激辛勤耕耘的老师们，相信学弟学妹
们一定会收获更多！

心仪大学：南京大学

班 主 任 感 言
崔荣凡

胡文婧，这个来自时堰的农家女孩，
朴素自然。她做事认真负责，严谨规范。
进入高中以来，一直品学兼优。她学习刻
苦认真，勤于思考，勇于创新。高一下学
期在盐城市的期末联考中，取得了年级第
一的好成绩，这让她信心倍增。高二小高
考，获得了 4A 的好成绩。她还积极参加
奥赛辅导，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进入高
三以后，胡文婧同学的成绩一直稳居年级
前列。所有这些努力都为她取得 402 分的
高分作了美好的铺垫。

高中生活不只是学习。学习固然是高中
的重头戏，但说到底只不过是高中的一部
分。因此，一味地学习而抛下其他是不理智
的。多少人在课桌前应付了一个又一个中
午？又有多少人舍弃仅有的假期去各式各样
的补习班？在这些人眼中，高中三年是一次
难忘的苦旅。怎么办？要我说，该玩时玩，该
睡时睡，才能在该学时学，该考时考。但睡时
应“认真”睡，玩时也要“用心”玩，记录一个
美好的梦，把握游戏时一个机智的灵感，远
比苦苦构思一个素材，钻一条数学题的牛角
尖来得有效。

高考“高人一等”，答案也自成一脉。高
考答题，主要是解决规范问题。会，但拿不到
分，拿不到全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细节方
面，如数学论证的因果叙述或语文探究题的

思考层次，一定要练到与高考答案相似甚至
一致的程度。规范的另一方面是字迹。卷子越
平和，字迹越重要。卷面不整洁的同学一定要
花些时间练练字，不求清新飘逸、苍劲有力，
但一定要做到可以一眼看清。我们蒋老师常
说的“规范可以使你少失 20分”绝不是空穴
来风。

同学们都知道积累的重要性，不少同
学有两本三本甚至四本积累本。可是，每当
你的积累本多一道例题，多一则素材，你有
想过这真是你的吗?积累是前提，但更重要
的是归纳，新题有哪些知识点，与旧题有哪
些通性，素材适用于哪些材料，都要反复思
考，闲时拿出来看一看，想一想。到了后来，
积累本是越来越薄的，陈题废题要毫不留
情地减去，我上考场前数学积累本只有两
页纸。

最后，我想说说竞赛方面的问题。一等奖
难，自招加分难，加分后学校或是专业对口也
难。学科上没有大特长的同学应结合自身实
际理性对待。

认真对待高中生活吧，不要留下遗憾，回
首时，你会感谢当年奋斗的自己！

心仪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班 主 任 感 言
蒋汉松

在老师的眼中，周禹并不是那种特别
“用功”、特别“辛苦”的学生，可他的学习
效率却特别高。课前自学，细看、乐思；课
堂高效，静听、勤记；课后作业，精练、善
问。擅长通过分类、归纳，举一反三，获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周禹兴趣广泛，眼
界开阔，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爱学
善学，优异的成绩自然触手可及。

周 禹 高三（2）班
(理科) 分数：405

胡文婧 高三（1）班
（理科）分数：402

今年高考，我取得了 402分的好成绩。
我的体会是：善于思考才能成功。
数学是高考冲击名校之王。不要题海

战，要举一反三。这是句套话。事实是，我没
有什么好方法，看到题目我就会去做。不会
的，想出来就会了，看了答案就会了。数学
讲方法，我讲解题方法，不讲学习技巧。没
有什么近路可取，真的想提高水平，遇到难
题不要躲。要提高分数，多完善解题过程，
细心就好。
语文学习曾是我的短板。高一高二由

于偏爱数理化，曾忽视了语文基础的锤炼。
到了高三，我调整学习思路，在做好基础练
习的前提下，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中外现代
小说、名家散文等，增强阅读能力。同时注
重作文水平的提高。作文方面，我高三确立
了专攻议论文的路线。我推崇思考，不喜欢
搬套优秀作文，人言我言，提倡有创新，重
思想，而非只关注写作技巧、素材积累，提

炼出自己的思想，作文才会有生命力，才能
吸引阅卷老师的眼球。

英语学习，我注重单词的积累。这其
中，不泛思考。坚持每周看部英语片子，一
方面调节放松一周下来紧张的情绪，另一
方面提高自己的英语口语能力、听力，更多
的是从人物对话中接触到丰富的词汇。背
单词，这是一定要的，我高三期中复习时突
击一天背完了四级，下学期，我开始背六
级，用手机 app 自测词汇量近万。
学习之余，我注重身体健康、身心健

康，经常在家锻炼身体，为高考前期高负荷
的学习提供必备的身体素质。

其实我想说的是，高考的结果，有时并
不完全等同实力。很多优秀的同学，没有发
挥出应有的水平。我是幸运的，我有三门奥
赛获得省级一等奖，取得了三所学校的自
招资格，上海财大工商管理降 60分录取，
厦门大学计算机降 20分录取。高考出分前
两天我就已经放松了。

心仪大学：厦门大学

班 主 任 感 言
崔荣凡

冒宜宏同学是理科方面最具有突出才
华的同学。高一时，他参加全国高中数学联
赛，成为我校第一个在高一时就获得数学
竞赛省一等奖的学生。高二又获得了物理、
化学奥赛两个省级一等奖。
不仅如此，冒宜宏同学兴趣广泛，十分

爱好文体活动。参加过多个高级别的作文
竞赛和征文活动并获奖。他爱看英文影片，
每周一部大片，即使到了高三也没间断，这
也是他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秘诀。文
科、理科齐头并进，这应该是冒宜宏同学获
得 402分高分的秘诀吧。

学习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过程，每个人
都有着自己的学习节奏，每门学科情况也
各不相同，而学习方法，不过是根据自己的
情况裨补阙漏、精益求精的模式。因此，最
好的学习者都是思想独立的，所谓普适性，
全是套路。他人的经验只是参考，自己摸索
出来的才真正可贵，这一点我们应该始终
明确。

有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数学是骨架，
而两语是羽翼，羽翼丰美固然可喜，可没有
骨架，便难以自立。大多数最终成绩不理想
的同学，数学成绩都相对较低。所以在这
里，我就浅聊一下我个人关于数学的一些
想法。

就我而言，最为推崇的莫过于一本专
属的整理本吧。未必是错题，可以是考试时
人品爆发却并未掌握的题目，可以是做完
后让你恍然拍案的题目，甚至只是一个反
复触及的而你生疏的知识点，都可以整理。
一本专属的整理本，分门别类地归纳，且行

且复习，时而增减，保持必要的数量与质
量，必然胜过市面上的任何资料。

对了，有些题目看起来非常难啃，让人
啃完有一种奇妙的成就感，实际上意义并
不大，也许世界上没有绝对无用的题目，但
同样的投入时间，不同的题目回报率是不
同的。而过难过偏的题目，每复习一遍实际
上都是变相地在浪费时间。遇到时，看看就
好，无需过分当真，整理更是不必了。

至于课堂效率，作为一个老生常谈的
问题，在这里我们也不过多讨论，但其重要
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另外需要提及的是，有
些同学很享受题海遨游的快乐，题海本身
是无可厚非的，学习数学一定的练习量不
可或缺，但万万不能因为追求数量的满足
感而忽略了回头看的耐心与细心。分数公
布前看到一句话，很有感触，“我们并不怕
三年的艰辛，我们只是怕三年的艰辛被一
张试卷否定”，很好地道出了我们的压力所
在。实际上，我们有时在知识储备上并没有
必然的差距，差距在于心态的调整。努力固
然重要，但有时适当地放慢脚步，在繁忙的
学业罅隙中做做自己喜欢的事，追一部美
剧、推几座防御塔、聊聊喜欢的球队，让身
心恰到好处地松弛，更能让你的努力发挥
它应有的价值。高中生活并不是眼前的苟
且，但它的身后，却是我们的诗与远方。

心仪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班 主 任 感 言
蒋汉松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观望者，一
种是行动者。在老师的眼中，张力扬绝对属
于后者，现在开始行动，永远继续行动，潜
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作为一个学习
认真的大男孩，他始终有自己坚定的学习
目标，有自己适合的学习方法，有自己坚韧
的学习态度。十二年磨一剑，换来了如今这
期待许久的瞬间。

高中三年，酸甜苦辣个中滋味，我一
一品尝， 其中我感触最深的是学会调
整。

首先是学习方法的调整。高三，基础
是关键。我们需要改变之前大量向课外汲
取知识的方法，更加的回归课本，夯实基
础，英语重单词语法，理科重公式定理。尤
其是语文，语文老师曾说“课本是一个巨
大的宝藏”，掌握课本，不仅要熟记课本中
的文言实词，古诗默写，更要整理好其中
的作文素材，并加以自己的点缀思考，形
成自己的小储备，为语文打下厚实的基
础。

其次是心态的调整。逆境时不气馁，
顺境时要沉稳，这般浅显的道理不必多
说。至于如何有效调整心态就要看各家本
事了。于我而言，原以为高三能够一步步

攀升，达到最佳状态，却又陡然跌落，一夜
回到解放前，这种痛楚滋味难以言说。不
过，自信是我制胜的法宝。无论考得怎样
惨，心情是多么浮躁，我都会告诉自己：努
力吧，这不是你的应有水平，相信自己，明
天更好。当然，盲目的自信不可取，这是以
你充分认清错误并反省总结自我为前提
的。

最后便是考试期间状态的调整。老实
说，我觉得我的复习是不到位的，不少复
习计划上的目标都没有完成，这时的我考
前多了几分惴惴不安。不过最重要的是考
试期间把这些繁杂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
备战高考。三天考试，适当的放松不可少，
但放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集中，这一点
要牢记。

对于这场高考，我可以微笑面对。我
觉得我像一匹黑马，在冲线时刻绽放了最
美丽的光彩。在之前的模拟考试中，我的
成绩都不出彩，最好的也只是年级 40名
左右，尽管失落过、颓丧过，但永不丢弃的
是勇敢前行的信念、决不放弃的决心，我
能够展现给学弟学妹的便是永不放弃自
己，永远怀抱梦想。

有梦想总是好的！
心仪大学：南京大学

班 主 任 感 言
蒋汉松

丁治尹同学平时沉静内敛，能够在默
默中攀升，渐至佳境。做事认真负责，为人
勤奋踏实，平时能够勇于挑战，积极奋斗，
并且于不变中求变，敢于突破自我，这些
优点使得高考中她取得 402 分的好成
绩！

此次高考发挥出应有水平。有几点
心得，与大家分享:

第一：天道酬勤。有句话叫作“最可
怕的不是别人比你牛，而是比你牛的人
比你更努力。”高考千军万马，高手如云，
怎样才能比别人优秀？答案是勤奋。没有
扎实的努力，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无根之
草，纵一时风光，终难得长久。

第二：平衡学科。有些同学一心钻研
语数外，却忽视了选科的学习，导致在高
考中留下遗憾；有些同学专注于数学而
忽视了两语，最终影响了总分。这些做法
都是片面的。对于劣势学科，一定要倾注
相当的精力，不能只因为兴趣浓淡或分
值的大小而随意轻重。齐头并进，方能不

留遗憾。
第三：方法得当。勤奋不等于蛮干，

计划和理性同样重要。晚上学习不要超
过 12点，晚自习提高效率，利用上放学时
间背单词、记名句都是不错的选择。晚上
睡觉前可以将当天学习的梗概大体回顾
一遍，当天的重难点是什么，对于加强记
忆很有帮助。每个同学可以总结出自己
独有的学习方法，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的。

第四：端正心态。高三上学期我有些
患得患失，急功近利，因而难以发挥出水
平，下学期时顺其自然，心无旁骛，终于
不断进步。高中难免会有些紧张和彷徨，
这是正常的，关键是你怎样将压力转化
为动力，保持好的心态不一定处处顺利，
但至少事事顺心。考试时铭记“我难人也
难，我不畏难；我易人也易，我不大意。”
对于调整考场心态大有帮助。

心仪大学：南京大学

班 主 任 感 言
蒋汉松

雷震元同学聪明勤奋,有较强的求知
欲和好奇心，文理全面发展，逻辑及抽象
思维齐头并进。他是一个“非典型的理科
生”，在“追求严谨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喜
欢掺杂一些感性与恣意”。该生最大的优
点在于“学习上不仅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更清楚该怎样干”, 拥有这些优点使得他
高考中取得 399分的好成绩,相信他进入
心仪的大学后一定可以迅速成长为一棵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参天大树。衷心
祝愿雷震元同学明天会更好!

冒宜宏 高三（1）班
（理科）分数：402

张力扬 高三（2）班
(理科) 分数：402

丁治尹 高三（2）
（理科）分数：402

雷震元 高三（2）班
（理科）分数：399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