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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201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现在正在报名， 截止时间是本月

31

日。 作为一名考研学子， 相信你正在秣马厉兵，

日夜苦战。 这一路走来， 你感到激情澎湃还是一腔辛酸， 你感到斗志犹勇还是力不从心？ 请畅开心扉听听过来人的心声吧， 也许你

能从中获取一丝慰藉一丝启迪， 汲取一点点前行道路上的力量。 在此， 我们也预祝考研学子美梦成真。

考研路上———

我们不再迷茫和彷徨

“兼容并蓄， 博学笃定” 这句话中

的 “笃定” 二字， 不仅是北外人的校

训， 也是我———作为考研一族的个性

标签 。 “笃定 ” 渗透的是一种不屈 、

一股坚毅， 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坚韧不

屈， 更多是自我的不断挑战和超越。

2006

年夏 ， 我从西藏拉萨中学考

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

系， 攻读法学的学士学位。 北京外国

语大学素有 “共和国外交官摇篮” 的

美誉， 世界上只要有五星红旗飘扬的

地方， 就有北外人的身影。 为了更接

近我的 “外交” 梦，

2009

年

3

月， 我毅

然选择了继续攻读本校的外交学专业

研究生。 和众多的考研人一起， 在人

生的转角处， 转过风雨迷雾， 为梦想

的追逐而付出。

当然， 报考本校本专业研究生也

有很多的优势： 第一、 本校的综合实

力较为雄厚， 利于我未来就业； 第二、

个人的专业知识较为扎实， 便于考研

中专业课的复习； 第三、 在研究生考

试信息的搜集方面， 也较为便捷。 鉴

于以上因素， 我于

2009

年

9

月正式进入

了复习状态。

在近

5

个月的考研复习中， 我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 整体采取 “广泛撒

网， 重点培养” 的策略， 即侧重于外

交学专业课和政治的复习。 在专业课

的复习中， 我主要采取 “两步法”， 即

第一步 ， 先夯实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

第二步， 制定专题复习策略， 根据专

业特点， 归纳和总结若干个专题， 再

逐个进行攻克。 除此之外， 多读一些

相关的报刊杂志， 时政要闻的积累对

于政治的复习也是有益的。 我认为历

年专业课的考研真题很重要， 建议大

家针对真题一定要反复琢磨。

针对政治复习 ， 我采取 “理论 ”

结合 “实践” 的复习策略。 在准备政

治的理论复习过程中， 一定要根据当

年考试大纲的考点来梳理， 最好采取

框架式的复习法， 以便于记忆。 复习

中遇到的难点考点， 一定要与相关的

案例结合进行分析。 另外， 传授我的

一个秘诀是留意当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

题， 它对于研究生考试的政治命题也具

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最后， 多做历年的

政治真题， 尤其是选择题。

对于英语备考 ， 阅读理解和作文两

部分是重头戏。 这两部分一定要注重平

时的练习， 加大做题的强度。 最后， 在

整个考研复习过程中， 制定复习计划相

当关键， 而后严格执行计划也是很重要

的。

复试的过程就是一个未雨绸缪的过

程。 如何有效地筛选信息， 整合第一手

资料是迈向考研成功的重要一步：

1．

主动联系报考院校研招办， 密切关

注该校网站， 关注复试相关内容的变动。

2．

向过来人请教。 可以经常通过人人

网、 校园

BBS

等途径， 联系师哥师姐交流

考研经验， 那是最宝贵的一手资料。

3．

充分了解专业现状以及导师研究方

向所涉及的专业知识。 通常复试的考官

都是各专业里最权威的几位老师。 在复

试前， 建议去旁听相关老师的课程或私

下与他们作一些学术交流。

4．

良好的心态是成功的基石。 调节好

个人心态， 沉着应对复试中的每一个环

节。

不少人说考研是痛苦的 ， 很少有人

说考研是快乐的。 然而， 无论是痛苦还

是快乐， 经历过的人都会把曾经的苦与

乐看成是自己走向成熟的一段经历， 一

种克服人生困境的能力和一笔无形的宝

贵财富。 正如我们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步

那样， 每一步都是一段美好的经历。 一

路走来， 我们学会了承受和容忍， 也学

会了坚强与坚持。 多年以后， 可能时光

已过， 但是记忆犹新。 读研并不是终点。

套用政治书上的话： 事物是不断发展的，

并且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 未来

仍充满坎坷和不确定， 相信我们都知道

应该如何去面对。 既然选择了远方， 就

应该风雨兼程， 就要学会在黑暗中寻找

光明。 长时间学习是一件比较枯燥的事

情， 要学会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学习的

乐趣。 踏实和勤奋永远是通向成功的阶

梯， 做到脚踏实地， 方能仰望星空。

从人生高度审视考研

人生要有大方向、 大目标， 也要有当下的阶段目标、 阶段规

划。 考研是一种人生， 但人生不完全就是考研。

■

上海东华大学日语系研究生 都彬

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既然选择了远方， 就应该风雨兼程， 就要学会在黑暗

中寻找光明。 脚踏实地， 方能仰望星空。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魏子洁

2012

年考研英语大纲于日前正式公

布， 专家们纷纷解读大纲， 备考策略之

多令考生眼花缭乱。 那么， 在最后一两

个月的时间里， 考生们究竟应当选择什

么样的复习策略， 才能从容应对考试呢？

考研大纲是对考试的范围 、 要求 、

形式 、 试卷结构等最权威的政策指导 ，

是这一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命题的唯一依

据。 正所谓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正

确把握大纲的思路， 才能够掌握命题人

的思路。

与

2011

年考研大纲相比，

2012

年考研

大纲无论从考试形式、 内容， 还是题型

或者结构上讲， 都没有本质变化， 可以

说体现了往年考试的延续性和自身的稳

定性。 因此考生可以按照原计划继续复

习。 解读大纲，就是要从大纲列出的各种

题型中寻找命题人的思路。 以考研英语中

第一、第三种题型为例，这两种题型侧重

考生读懂文章、阅读速度及快速检索有用

信息的能力；而小标题对应题不仅考查这

些能力，还侧重考查考生对所读文字的理

解归纳、总结概括能力。 了解了这些纲领

性的考查要求，考生在复习的时候就有了

侧重点， 可以从自己的薄弱项目入手，有

针对性地把问题逐一解决。

考研英语不仅考查水平 ， 更是对持

之以恒的韧性的考验。 往年的考研实例

告诉我们， 凡是脚踏实地坚持复习完的，

最后都能取得成功。 英语是一个日积月

累的慢工夫， 那么需要积累什么？ 从卷

面来看， 阅读占的分值最多， 因此考生

要首先打好阅读基础， 这就需要花大量

的时间来强化阅读练习 ， 增加阅读量 ，

在阅读的过程中拓宽知识面， 加快阅读

速度， 同时积累词汇， 养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 更重要的是， 坚持阅读可以增强

语感， 锻炼英文理解能力和迅速锁定关

键信息的能力， 这些都是考研英语中必

备的素质。 语感的形成是基于锲而不舍

的听、 说、 读的反复实践， 日积月累而

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 现在考研题目考

查学生的往往是对整篇文章谋篇布局的

理解和把握， 仅仅依靠背诵词汇和语法

那种对知识再现的辨认、 识别题已经很

少见了 ， 但是只要考生有一定的基础 ，

再加上好的语感， 做英语题目就如鱼得

水了。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 “坚持” 二字

之上。

当然， 这样的坚持并不只在阅读上，

这里仅作为参考。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

的一套方法， 不过只要坚持下去， 在一

点一滴中积聚自己的实力， 就一定会取

得成功。

考研考的是深度 ， 研究大纲就是研

究出题人的思路， 而大纲的思想集中体

现在真题上。 在复习资料方面， 任何一

本考研辅导书都不能代替真题， 因为这

里面的每一道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反

复论证才会最终呈现在考生面前的， 因

此我们应把真题当作攻克考研的 “教材”

来反复研究。 做真题以外的题目有助于

提高英语水平， 但若想切实提高考研成

绩， 真题才是首选。

都说考研英语难， 但这个 “难”， 往

往更多地体现在思维上， 因此首先要端

正态度， 既不能只做真题， 也绝不能不

做真题。 事实上各种真题书的差别不会

太大， 关键看你怎么利用。 使用较多的

方法主要有精做和翻译。 精做就是每套

题做两遍以上， 把里面的生词、 难句和

解题思路都研究透彻。 翻译真题上的文

章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但收效也是惊人

的。 在翻译过程中，对一篇文章中生词、长

难句的把握是否存在问题都将暴露无遗。

考研贵在信息通畅 ， 能够与身边共

同努力的 “战友们” 及时分享复习心得，

实在是一笔财富。 在复习过程中， 许多

考生往往把自己封闭在考研的小天地中，

几个月的时间都缺乏与外界的交流， 这

并非健康的考研方法。 我们不妨与共同

备战的人一起 ， 在交流讨论的过程中 ，

不仅可以分担那份孤独与压力， 相互鼓

励和支撑， 还可以解决复习中遇到的疑

惑， 让本是一件苦差事的考研充满乐趣。

复习时也许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 独乐

乐不如众乐， 经验只有分享过才更有意

义。 充分利用交流、 分享， 会给考生们

带来意外的收获。

在备考中， 考生们往往会遇到两个

心态问题： 过度担心和心理疲惫。 很多

考生担心自己没有复习好， 尤其在和共

同备考的同学进行比较时， 这种担心尤

为明显。 在这里， 我们首先要强化信心，

经常对自己进行积极暗示， 要树立 “我

一定行” 的信心。

有些考生备考时间过长 ， 导致考前

产生疲惫感 ， 通常表现为看不进去书 ，

或者不想做题。 一方面， 我们要一次次

坚定心中考研的信念， 另一方面， 也可

以采取适当的方法， 排解心中的不良情

绪。 可以向亲朋好友倾诉， 到操场上跑

几圈， 甚至可以放声大哭， 还可以采用

全身肌肉放松、 积极想象等方法去排解。

考研辛酸也是一种幸福

备考中的不良情绪可以采取向亲朋好友倾诉、 全身肌肉

放松、 积极想象等方法去排解。

■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 高原

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还在和

2011

届的

众多研友们一起备战考研， 而今年的这

个时候， 我已经开始了研究生生活。 在

大学校园里， 每每看见背着书包准备考

研的

2012

届研友们， 我总忍不住回想起当

初考研时的情形。 你们现在所经历的正

是去年我所经历的。 所以在这里， 我想

讲讲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 希望能作

为参考， 对广大研友有所帮助。

一提及考研， 大部分研友都会面露

难色， 甚至还会有少部分研友捶胸顿足，

从中考、 高考谈至考研， 痛批应试教育

的弊端。 尽管研友们批评全国研究生入

学考试， 但研友们还是要考研以博得崭

新的未来。 所谓爱之深， 恨之切， 正是

这种情况。 爱也好， 恨也罢， 考研似乎

成了生命中的头等大事， 并且这种趋势

在每年的考研季里愈演愈烈， 大有除了

考研别无选择之势。

现在回头想想当初同样爱恨纠结的

自己， 我想告诉大家： 考研只是人生的

一个阶段， 就像中考、 高考一样。 它不

是开始， 也不是终结， 只不过是生命中

的一个阶段。 考研连接着

4

年的大学生活

和

3

年的研究生生活， 是让我们提升自己

以便适应研究生生活的一个过程。 也许

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过去不够优秀， 没

能保研， 出国或者工作， 但考研给了我

们一个磨练自己的机会 。 我们有抱怨 ，

是因为我们不够强大， 我们原有的水平

不足以让我们直接读研 ； 我们有迷茫 ，

是因为我们的梦想和现实有差距， 不能

轻而易举的跨越。

无论考研成功与否， 我们都经历过这段

经历， 并实现了自我的提升。 这才是我们最

宝贵的财富。 考研只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

而考研之后， 我们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 我

们的长远人生规划才刚刚写好序言， 我们要

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不再是有着标准答案的教

科书， 而是社会这本大书。 那么到时候， 我

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些考验和挑战， 如何回顾

这些考验和挑战呢？ 假使我们没有真正变得

强大起来， 侥幸过关了， 我们始终走不稳，

终究会出问题， 而只有我们真正强大起来，

才会不畏惧种种挑战， 才能真正以不变应万

变。

所以， 我们不要用太功利化的眼光去审

视考研， 仅仅想着自己如何得到什么， 更要

去内省， 去把考研当做磨刀石， 去提升自

我， 去享受这个过程。

要考研， 就要先了解考研。 那么， 如何

了解考研呢？ 是每天对着真题和参考书认真

复习、 一心只读新大纲吗？ 我以为应该是充

分利用

21

世纪信息社会的特点， 好好收集信

息并制定属于自己的复习方案。 研友们可以

在网上进行大量搜索， 逛论坛， 看网页， 更

要四处问学长学姐各种第一手信息。 这个过

程很长， 也很繁琐， 但这个过程不仅会带来

考研流程等大方向上的各种宝贵资料， 更能

提升以后科研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动手

做的能力。 所以， 研友们一定要多搜 、 多

看、 多问。

至于如何制定属于自己的复习方案， 我

想先讲一个小学课本上的寓言故事： 一匹小

马要过河， 他就问松鼠河水深不深。 松鼠说

河水很深， 上个月它的表哥刚刚淹死在里

面。 他又问河马河水深不深。 河马说河水很

浅， 大概只过它的膝盖。 两个完全相反的答

案， 但确实是松鼠和河马的切身体会 。 我

想， 研友们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研友们的

复习计划一定要适合自己， 有自己的侧重

点， 因为考研专业不同， 众多研友的个人背

景不同， 优势和劣势也不同， 只有找到自己

的步调才能事半功倍。

提及 “坚持”， 估计很大一部分研友会

觉得这是老生常谈， 或者太过空泛。 但换个

角度想， 最简单质朴的方法有时恰恰就是最

有效的方法。 坚持， 说起来容易 ， 做起来

难。 考研路上， 行百里者半九十。 在长达几

个月的复习过程中， 我们可能面临种种不顺

和挫折。 这些挫折可能不仅有学业上的困

难， 还会有身体上的不适， 乃至情感上的问

题都有可能。 那么如何去应对这些挫折？ 如

何能坚持下去？ 坚持不是说说而已， 是要有

着强大的内心支撑才可以的。 换言之， 要有

梦想， 有动力支持着一个人去一直做下去。

那我来说吧。 当初准备考研， 我是很盲目的

随了大流要考研， 但随着一天天的复习， 坐

在冷清的自习室里看着外面热闹的人们， 我

很容易就产生放弃的念头。 后来， 等我真正

想通我为什么考研， 找到了我自己的梦想

时， 我才真正有动力能让自己一直坚持下

来。 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考研， 而一旦确定

目标， 就要遵循自己的内心， 坚持下去， 看

那终点的灿烂阳光。

考研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它像生命一

样是一个不断慢热积累的持久过程。 当你背

政治背得眼花缭乱， 做数学题得十指抽筋，

一个人黑夜里背包走在万家灯火旁的小黑道

儿上的时候， 当你在自习室坐了一天却总是

静不下心时， 你得跟自己说： “这是一个不

断慢热积累的持久过程”。 现在所有都是积

累， 未来所有都是收获， 你慢慢来慢慢走，

这是一个慢热的持久过程。

跨越梦想和现实的差距

现在所有都是积累， 未来所有都是收获， 慢慢来慢慢做， 熬

过这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人生就会出现另一道彩虹。

■

北京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研究生 王振宇

2012年研招三大变化

记者日前从教育部有关部门获悉 ，

201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有三大变化：

第一，

2012

年起对全国统考考生进入

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的划分区域进

行调整：

国家按照一区、二区确定考生参加复

试基本分数要求，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

南、广东、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

安徽、江西、重庆、四川、陕西等

21

省（市）；

二区包括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云南、

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10

省（区）。

第二，对考生身份和报考条件的审查

更加严格，对各招生环节监控更加严厉：

（

1

）考生（含推免生）要准确填写个人

信息，对本人所受奖惩情况， 特别是要如

实填写在参加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

考试、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过程中因

违规、 作弊所受处罚情况。 对弄虚作假

者， 招生单位按照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18

号〕）和《

2012

年

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规定》进行

处理。

（

2

）招生单位对考生网上填报的报名

信息进行全面审查，并重点核查考生填报

的学历（学籍）信息，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

准予考试。

对考生的学历（学籍）信息有疑问的，

招生单位可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供

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明后， 再准予考

试。

（

3

）招生单位在复试前审核考生相关

证件，若对其学历（学籍）信息仍有疑问，

可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

出具的认证证明。

（

4

）《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

得涂改。

第三，

2012

年经管类硕士初试科目有

变化：

管理类

6

个专业学位（工商管理、公共

管理、旅游管理、工程管理、会计、图书情

报）和审计硕士设外语和综合能力考试科

目，思想政治理论考试由招生单位在复试

中进行。 中国人民大学等部分高校经济类

专业学位实行综合能力测试科目联考。

201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已于本月

25

日起开始网上预报名，初试时间为明年

1

月

7

日、

8

日。

（本报记者 于建坤）

首先请允许我自豪地说三大考试制

度决定着国家的人才选拔， 即中考、 高

考和考研。 可是提起任何一项考试， 广

大 “试友” 们无不面露难色， 做深恶痛

绝状。 现在考研学子也有一套自己的说

辞 ， “黑色的一月 ”、 “难过的二月 ”、

“期待的三月”、 “不知所措的四月” 等，

总之是贬多于褒， 苦大于乐。 虽说如此，

但在复习准备过程中， 大家仍然心中充

满期待， 每一天都很充实、 满足， 从这

一点来看， 每一个备战考研的人都是快

乐的。 学习， 就是通过知识来丰富自己，

增加自己的人生价值， 那种功利性的结

果暂且不论， 知识丰富的本身就是一种

乐趣 。 所以 ， 我今天要从 “乐 ” 出发 ，

谈谈自己考研复习以来的心路历程， 为

广大考研学子加把劲， 鼓鼓气。

从某种程度上说 ， 性格是决定考研

成功与否的基石。 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

是性子很急的那种人 ， 容易急功近利 ，

从好处看， 办事效率高； 从坏处看， 一

旦欲速不达， 就容易暴跳如雷， 而生气

伤心又会使身体内产生一些毒素， 伤及

大脑神经元细胞， 这对于复习考试是非

常不好的。 如果大家在复习的过程中遇

到令自己伤心或懊恼的事时， 请尽量想

办法让自己心情变得高兴起来。 想必大

家都有过这种经历， 当兴致高昂时， 事

半功倍； 情绪低沉时， 事倍功半。 “性

格决定命运”， 不仅仅是一种口号， 而是

告诉大家如何生活得更好的简洁朴实的

真理。 考研不过是一种手段， 切忌太功

利化， 非要走进某某校， 才能光宗耀祖，

将来才能飞黄腾达。 人太势力， 自己就

会活得很累。 拥有美好的愿望是一件值

得称道的事， 而更重要的是为这个美好

心愿扎下根来， 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所以， 我们要开开心心地、 敞开胸怀迎

接这美好一天的到来。

考研要时时关注信息 ， 这句千篇一

律的话， 该如何正确实施呢？ 我认为是常

上网和成功学友联系。 上网，即上校方公

布的考研信息网、 学校考研论坛、

BBS

等，

而很多学子一忙起来昏了头，这么重要的

信息不看，一天到晚只看书本，结果偏离

了最重要的“信息源

"

。要知道“磨刀不误砍柴

工”。 中国的考研毕竟不是高考，用高考时一

切听从老师指挥的态度去考研是会吃大亏

的。 所以某些辅导班的老师抓住学生的这种

从众心理， 大肆鼓吹自己， 千万不能迷信他

们。 如果复习考研过程中能交上考同校同专

业的研友，那是最好不过的。 二人共同奋战，

互相交流信息， 是对彼此的促进； 而单枪匹

马，孤军奋战则要吃很多的苦头。

提起 “调剂”， 一部分学子可能会不屑

一顾， 有一部分人抱定 “非某某校不读” 的

思想。 当初我也这么想， 总觉得个人实力只

有考某校才能匹配， 至于别的院校当然是没

有时间仔细考查的。 追根究底， 这是自尊心

在作祟。 倘若成功进入某某校， 自然是张灯

结彩， 脸上有光， 被人吹捧受人称赞， 心里

美滋滋的。 可是考不上这所学校， 便意味着

人生从此黯淡， 生活从此无法继续了吗？ 但

凡有理智的人都会明白， 事实当然不是这

样。 所以也请大家以平和心态看待调剂， 多

为自己准备条路。 狡兔尚有三窟， 更何况是

高智商的人呢？

当初我报考的是北京的院校 ， 实际上

现在我在上海的一所院校里读研 ， 这一点

是以前从未想过的， 这也说明 “天涯何处

无芳草。” 另外， 从薪金、 工作机会、 幸福

指数等方面考虑， 上海又可谓是不弱于北

京， 所以请大家站在更高的角度 ， 将视野

放得更远来审视 ， 并作出更合理的选择 。

比如， 可以先想想自己心仪哪几个城市， 再

看看各院校的排名、 就业情况等， 而且一定

要提前同相关老师联系。 希望考研学子们一

定做好这一点。

人生是要有大方向的， 在大目标之下，

才会有现在的阶段规划。 当我们在阶段性进

程中遇到困难， 或遭遇了阻碍时， 我们要学

会客观看待问题， 冷静思考， 全面分析。 想

想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如何才能彻底解决，

而不是敷衍了事。 在我们沿着既定目标向前

迈进、 取得阶段性进步时， 请记住快乐地对

自己说 “自己很棒， 我离目标又进了一步”。

这种心灵感应在客观世界是存在的， 并为心

理学所承认。 当我们每天为快乐的 、 正面

的、 积极因素所感染， 事情的进展就会更加

顺利。

考生轻松地走出考场。 董乃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