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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部分  我的高考逆袭故事 

1.1　初见下马威

高二下学期开始了，我最终还是熬到了转学的日子。不知道为

什么，我心里很抵触即将开始的新学期、新生活，也总有一种莫名

的压力，怎么调整呼吸都缓解不了。

我安慰自己，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虽然新同学们都是百

里挑一的学霸，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嫌弃我这个万里挑一的学

渣！我的成绩连人家的一半都不到，肯定不会成为他们的竞争对

手，所以我们会和平相处的。

厚厚的羽绒服包裹着我，阳光若有若无地透过云层照射在地

上，即使已经入春，寒意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在踏进校门的

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我不知道这是因为身体冷，还

是因为对未知的一切充满恐惧，但我猜是后者。

校园里很安静，大家应该已经开始上课了。我和我的班主任在

楼道里匆忙见过面后，就被带到了另一个班里，上了在新学校的第

一堂数学课。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和我预想的画面截然不同。我

走进教室后，老师让我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的一个空位上，既没有

热烈的欢迎，也没有给我自我介绍的机会，只有大家投来的一束束

目光及一种紧张的气氛。每个人都低头看着本子，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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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轻轻地把衣服整理好，放在椅子上，然后拿出崭新的笔记

本，抬头看着投影里的PPT，心里想：“啥？这是啥？这是高中生

可以理解的东西吗？跟我开玩笑呢？”

在一阵慌乱过后，我环顾四周，大多数同学在奋笔疾书，有的

同学在小声讨论，都流露出一副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神情。因为对

题目没有任何思路，我再次慌张起来，可能是因为过于慌张导致大

脑缺氧，我的脸开始变得热热的。我不知道这个题目是出自哪个章

节的内容，甚至我都没见过。

我开始动笔抄题，心里想着：“我虽然不会做，但也不能两手

一摊，干瞪眼吧？怎么也要把题目抄下来。”结果题目还没抄完一

行，老师就开始讲题了。老师说这是一道难度较高的高考题，常规

题大家都会做了，那就来一起讨论一下这道有意思的题目吧。看着

老师轻松的面容，我心里一阵感慨，学霸不愧是学霸，能够让老师

如此省心，怪不得老师们都喜欢学习好的学生。在我这种学渣连题

目的知识点都不知道出自哪个单元的时候，学霸已经把难题做得游

刃有余了，我真是发自内心地钦佩。这个差距不是我装模作样抄抄

题目就能补上的，于是我默默地放下了紧握在手里的笔。

可能老师都有一种超能力，就是能够精准地捕捉到一个学渣，

并叫他站起来回答问题。很“幸运”，我就是那个学渣。也许我就

是在与老师目光交汇后躲避的瞬间被盯上的，或者因为我是新来的

同学，老师想了解我的真实水平。老师满怀期待地等着听我的解题

思路，同学们也纷纷转过头来，好奇地看着我这张新面孔。我缓慢

地站起身来，想拖延时间来缓解我毫无思路的尴尬。当然，再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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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也改变不了我确实不会做这道题的事实。

在一阵苦苦纠结过后，我挺直了腰板，非常坚定且诚实地告诉

老师：“我没有学过这部分内容，我不会做这道题。”说完的瞬

间，虽然我的脸红透了，但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感觉就像是

在郑重地宣告：“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学渣，再怎么纠结这道

题，我还是不会。我不会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我没学过。”同学

们一脸平静地转过头去，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老师也没有

很意外，笑盈盈地安慰我说：“没关系，抓紧时间补，一切都来

得及。”

我坐下后，回想着刚才老师说的话，心里暖洋洋的，转头望着

窗外，太阳也从云朵里抽出身来了，一切都变得晴朗起来。未来的

日子似乎不那么好过，但也不会太艰难。当我大胆而坚定地承认了

自己弱点的那一刻，我的恐惧没有了；在得到老师答案的那一刻，

我的忐忑消失了。对呀，我不会做题是事实，但就像老师说的那

样，现在开始努力弥补也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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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应该怎么融入学霸生活

转学后的第一节数学课就给了我一个不小的下马威，上完课我

回到自己的班里后才发现，我的同班同学和刚才那个班的同学竟然

不是同一批！这时，坐在我前面的女同学转过身来跟我闲聊，我

顺便问了她这个问题，得知原来数学和英语在这学期实行的是选课

制，大家想上哪个老师的课，就去哪个班听课。真希望能去一个全

是学渣的班上课，这样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可惜在这个学

霸云集的学校里，很难凑出那么多学渣来陪我上课。

一个上午的时间像一年那么长，课听不懂，人也没认识几个。

我本想借着午休吃饭的时间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心情，却发现班里

异常安静，只有餐具碰撞发出的声音，没有人闲聊，也没有人使用

手机。难道学霸在吃饭时间也进行头脑风暴吗？

我小心翼翼地压低着头环顾四周，大家好像并没有什么异常，

也不觉得尴尬，也许这就是学霸的日常状态吧。我瞬间觉得饭不香

了，回想起之前学校的午休时光，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我告诉自

己，学霸不聊天、不玩乐，也许是因为他们脑子里在不停地思考问

题，所以表面上看似平静如水，实际上头脑中已激起惊涛骇浪。学

霸的内心世界怎是我这种学渣能体会得了的呢？不过现在像他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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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安静就对了，起码我不会因为太吵闹而被孤立。等以后彼此慢慢

熟悉，我要知道他们吃午饭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

原本想着午饭过后和新同学们一起打打球、聊聊天，相互熟悉

一下，谁承想我又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送完饭盒后，教室前几

排的四五个女同学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学习资料和笔袋，看样子像是

准备一起去某个地方学习。我震惊地问我前排的同学她们这是要去

哪里，回答是去图书馆。原来真正的学霸从高二起就要开始为高考

做准备，原来午休时间不是所有人都会去操场上打球、玩耍，原来

我和学霸的差别如此之大。这可能就是我成不了学霸的原因吧，我

难以舍弃休息时间去学习。我在感慨的同时环顾四周，发现留在班

里的同学，有一部分在睡觉，有一部分在写当天留的作业，还有几

个同学准备结伴去老师办公室请教问题。

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和我一样，与这些学霸格格不入的人。在

教室的角落里，有一个看似无所事事的人，他玩弄着笔袋，眼神里

充满陌生感。后来得知，他是和我同时转学过来的，那一瞬间我有

一种与他同病相怜的感觉。我们四目相对，我预感到我们是同类，

而从上午随堂考的考试成绩来看，也确实如此，这令我感觉自己不

那么孤独了。

下午的自习课上，我尝试着像学霸一样，拿出老师刚刚布置的

数学作业，准备大干一场。但我在阅读第一道题目的时候发现，我

还没学过这个单元。一开始斗志昂扬的精神头这会儿已经不剩什么

了，我也没有自己学习一下这一单元内容的想法。学渣的固有思维

告诉我：“放弃吧，你是个学渣，你自己根本不可能学会。”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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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了一下之后，我放弃了。是啊，这么难的知识就算有人给我讲

解，我都不一定能听懂，何况没有人给我讲，我怎么可能看得懂

呢？我又不是个天才。反正才高二，不着急，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可

以努力呢，那就以后再学吧！

学渣的放弃总是来得那么轻易，又看似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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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意料之中的倒数第一

每周四早上的数学晨练是学校的传统项目，每个人都铆足了

劲，准备在数学晨练中大显身手。同学们对于数学这一科目的热情

是显而易见的，我猜测是因为数学比语文和英语更具有挑战性，能

够在最终的高考分数中拉开比较大的差距。同时，数学需要花费比

语文和英语更多的时间去接触变幻莫测的题型，并且需要很耐心地

探索和研究每种题型的解题思路。每次想到数学有n种题型和n种解

法，我就脑袋疼，感觉学习数学是一条漫漫长路，看不到尽头，也

没有导航。我像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还总撞不到那条对的

路上。

每次通过感受班里是否有紧张的气氛，就可以判断出第二天是

不是要考数学。语文和英语每次考试的分数波动都不是很大，而数

学则像个定时炸弹，不知道哪次考试踩到雷，就不及格了，刺激程

度堪比蹦极。

周四要进行高二下半学期第一次对所学知识的整体测试，也就

是说这次测试结束后就要正式开始第一轮高考复习了。这再次刷新

了我的认知，我以为高三第一学期才开始一轮复习。我感叹到，学

渣一步跟不上，真的就步步都跟不上了。原本我还计划着能跟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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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听半个学期的新课，结果一来就总复习了。看来我这个学渣需

要自救一下。

虽然我知道这次考试的结果肯定惨不忍睹，但我还是打算认真

地准备一下，看看自救行动会不会有效果。我的复习计划是把所有

的数学必修教材看一遍。

周三的晚上，我打开新买的教材，浓浓的油墨味道让我找到了

一些学习的感觉。我先粗略地翻看了一下目录，有三分之一的内容

是我没有学过的。原来不同学校的教学进度差这么多，怪不得大家

都在担心我转学过来后会跟不上进度。一个晚上能做什么呢？回想

起班里的学霸，上课认真记笔记，下课认真思考和写作业，还积极

地找老师讨论问题，他们付出了那么多才成了学霸，我这一个晚上

的付出也就只能搞定几个知识点吧，第二天还不一定会考到。想到

这里，我又失去了动力。我想要一步登天的进步，却没有全力以赴

的决心。我告诉自己，不能从第一次考试就有这种遇到困难就选择

放弃的心理，可以先从最简单的章节开始学，找找感觉。

我盯着复数这一章看了很久，眼睛告诉我，我会了，脑子却告

诉我，我还需要一些时间。看完了一遍基础知识，我找出了题库，

准备刷题，做10道题核对一次答案，结果竟然错了7道题。我很诧

异，我觉得我理解了教材里的内容，但为什么还是会做错呢？我对

照着答案改正了那7道错题，仿佛有那么点感觉了。我接着又做了10

道题，这次有进步，错了5道题。多对了两道题对于我来说是天大的

进步，我感觉再做20道题，我就能一道题都不错了。我又做了10道

题，果然错的题目越来越少了，这让我意识到做复数题貌似是有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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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花了一晚上的时间，我好像攻克了复

数题。

好好学习的夜晚，时间总是“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在新学校

的第一次大考如期而至，虽然我做好了考试结果惨不忍睹的准备，

但还是在看到试卷的那一刻，感受到了一丝不友好的气息。整张试

卷以综合性的大题为主，没有我所复习的复数题。对此我是完全可

以理解的，老师是想通过这张试卷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告诉我们不

要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掉以轻心，我们还差得很多，要对自己的

知识水平有个正确的认识。对于我来说，这张试卷让我再一次认识

到，我的高考备战之路是任重道远的。

我不出意外地得了倒数第一。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不那么光彩

的名次，但我觉得很安心，因为我没有因为自尊心而选择靠作弊获

得一个漂亮的分数。我会的步骤我都标记在题目旁边了，不会的题

目也都做了显眼的记号。当然，98%的步骤我都是不会的，我只会

一两个公式。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即使最后一名不好听，我也不

能够做欺骗别人和欺骗自己的事情。一个谎言需要由无数个谎言去

弥补，也许别人的称赞能让我获得一时的优越感，但最终高考惨败

的苦还是要自己承受的。不如把自己真实的水平展示给别人，也展

示给自己。没人在乎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学霸，每个人都只关心自

己能不能考得更好。关注自身的能力，忽略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能

让我释放很多不必要的压力。做最真实的自己吧，别人是怎么看我

的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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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棘手的课堂笔记

经历过数学晨练的洗礼，我已经能够预见，在进入正式的高考

复习时，我的处境将会有多么艰难。即使我和别人之间的差距很

大，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能让我咸鱼翻身的机会。一轮复习肯定是要

把知识点从头梳理一遍的，所以我要抓住这个能重新学一遍的机

会，上课好好听讲，下课认真完成作业，努力追赶上大家的脚步，

在高考中大放异彩！

可现实总是不按照想象进行。我没想到，我会跟不上课堂节

奏，在做笔记时因抵挡不住困意而在课堂上睡着了。

在一轮复习正式开始的第一堂课上，我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讲

课，手里不停地做笔记，生怕漏下任何一个重点。新准备的笔记本

被我写满了字，密密麻麻的一片黑色。

老师抓紧时间，尽可能多地讲解着知识点，一点一点延伸，一

块一块拓展。老师讲得斗志昂扬，我却有些跟不上节奏。老师每讲

一部分内容，就会问大家有没有没听懂的地方，大家的反应都让老

师觉得这些知识点很简单，很容易就能听得明白。所以老师就按照

大家的节奏继续讲课，但我并没有完全听懂，甚至觉得老师讲课的

速度像快进一样，拓展的内容也像天书一样。也许真的是因为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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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太差了，如果老师不把最基础的知识点掰开揉碎后重新讲一

遍，我真的很难听懂。

就在这种高强度的课堂节奏里听了将近20分钟后，我终于撑

不住了。我脑袋发蒙，眼睛不聚焦，手也不听使唤，脖子一软，睡

着了。

下课铃响，我从睡梦中惊醒。老师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就

抱着书出门了。我不敢跟老师对视，因为我很内疚。上课睡着让

我有些自责，我打算利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把上课做的笔记整理

一下。

当我再次打开笔记本看到那密密麻麻的、长得像小蚂蚁一样的

笔记时，我的心情乱成一团。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开始无奈地在笔

记中搜索我能看得懂的信息。笔记写了好几页，能完全看懂的却只

有几个公式。这让我意识到，即使我努力地把所有听到的或PPT

中出现过的内容全部记录下来，也不能真正地理解。无数零散的

笔记凑不出一个完整的逻辑，这让我对做笔记是否有用产生了

疑问。

因为大家都在做笔记，所以做笔记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为什

么同样是把题目和解题步骤抄下来，学霸就能在第二次做这道题的

时候拥有正确的思路，而我还是一头雾水呢？解题需要的基础知

识我听明白了，几个公式我也能记住，怎么一做题就得不到分数

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整个课间，直到休息时间结束我也没有想

明白。

第二节课很快就开始了，我依旧像前一堂课一样，听到什么和

逆袭3：高考提高300分的拼搏故事  4校  正文.indd   13 2022/9/28   13:44:30



14
高考提高300
分的拼搏故事3

看到什么就立刻记在笔记本上。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大家同样是在

做笔记，但只有我一个人显得异常忙碌。我慌张地扫视着周围的同

学，大家做笔记时都是不慌不忙的，而且对于做笔记的时间也掌控

得很好，总是能在老师翻页前就记录完毕。我的笔速已经很快了，

为什么仍然跟不上老师的速度？

老师貌似看出了我的问题，在翻到后一页PPT后，说：“同学

们一定要先跟着老师的思路思考，再将自己觉得有必要记录的地方

记在笔记本上，全抄下来没有任何意义，还容易把老师说的重点忽

略了。思考在先，记录在后。”

在纷繁复杂的知识点讲解中，听到了这样一句如至理名言，我

立刻停下了忙碌的手。我开始思考：我记了这么多笔记，有哪些是

经过思考后记下来的？我到底能理解多少呢？零碎的关键词之间又

是什么逻辑呢？别人的笔记都是经过思考之后记录的吗？那他们记

录的又是什么内容呢？他们能完全看懂自己的“浓缩笔记”，或能

把老师讲的内容全部回忆起来吗？无数个关于做笔记的问题一时间

涌入我的脑中，也许我需要先解答这些问题，才能找到做笔记的正

确方式。

一轮复习的第一天是迷茫的，但也有重大的收获。迷茫在于努

力做笔记，却依旧学不懂知识点，做不对题；收获在于我意识到自

己做笔记的方法存在较大的问题，这会导致我的听课效率低甚至无

效。我只有找到做笔记的正确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课堂内容；我

只有听懂了知识点，才有可能做对题。如何有效做笔记，是我现阶

段亟须解决的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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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一次感受得分的喜悦

当我意识到自己做笔记的方法存在问题后，我很想立刻找到做

笔记的正确方法。最快的方式是去向学霸讨教方法，但我没有这份

勇气。看着他们认真思考作业的样子，我不好意思去打断。当我去

找老师讨教方法时，却看到了一列已经排出了办公室的长队，那一

刻我退缩了。我也许不该在这个时候问这么基础的问题，这会耽误

其他学霸的时间，应该让老师把有限又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解答

那些价值更高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想知道如何有效地做笔记，那就需要自

己去主动搜索。

感谢我们出生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上有我们想要了解的一切信

息。我将“做笔记的方法”输入搜索栏，瞬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答

案。我依次点开顺序靠前的十个回答，其中有一个回答显得有些与

众不同，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这个回答首先提出了几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做笔记？”

对啊，我为什么要做笔记呢？我最初做笔记是为了把老师讲的

内容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以防上课听完了重要的内容，下课就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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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了，所以全部记录下来，以便自己随时翻阅。我的笔记算是一种

完整版的课堂内容的文字记录。

“你记的笔记能够有效地帮助到你吗？”

答案显然是不能的，我都不知道我记录的具体是什么内容，我

不能把知识点联系在一起，也做不对题。我的笔记非但没有帮助到

我，还给我添了很多麻烦，也浪费了时间。

“笔记对你没有帮助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思考过，但没有彻底想明白。在听课的过程中，我

曾经尝试过记录一些零散的关键词。在课上边听讲边记录时，我是

能够理解每个词的含义的，但课下我想通过这些关键词重现课堂内

容的时候，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了。我记不清是在什么情景下记录

了这些关键词，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老师讲的重点太多，

我想全部记录下来，但是在全部记录下来之后，又难以分清主次。

记得多不行，记得少也没用，不知如何是好。

“如何做笔记才能对你有帮助？”

虽然作者只是一直在提问，但是他启发了我对做笔记的思考。

对于我来说，我希望笔记是字典一样的存在—当我想查某一个知

识点的相关信息时，例如定义、相关题目的解题思路、这个知识点

和其他知识点的逻辑关系等，我可以像查字典一样精准地找到。反

观我自己做的课堂笔记，别说是查找信息了，就连清晰地罗列知识

点都做不到，甚至有的信息在抄写的时候就没有记录准确。因此，

我需要的是一份主次分明、有条理的笔记。

思考过作者的提问后，我认真地阅读了他对做笔记的看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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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方法。受到启发之后，我找到了自己不能有效做笔记的几个

原因。

第一，我在做笔记之前，没有对所记录的内容进行初步的思

考。之所以没有对内容加以思考，是因为我自己对整节课的内容没

有形成整体的认知。其实在上每节课之前，老师都会在PPT的第一

页放出本节课的复习内容，目录层次清晰分明，但我单纯地认为这

只是个目录罢了。然而，这个看似没用的目录却是一张进度表，

也是这堂课的知识脉络。如果每堂课之前，我都能够重视它，也

许我就可以将老师讲解的内容清晰归类到目录中的各个标题之

下了。

第二，我所记录的内容没有交代清楚前因后果。如果我单独去

看笔记上的一个关键词，我对它是有印象的，但对于它在什么情况

下出现，用于解释哪个知识点，还是作为一道题目的解题思路，我

的记忆是空白的。我没有说明记录下来的知识点的用处，这导致它

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只是白纸上的一个普通的黑色词语。在以后的

记录过程中，我需要对信息加以解释说明，说明各个关键词可以使

用的情景、与其他知识点的联系、相关的易错点等，让我对它有更

多的理解和认识。

第三，我没有记录我需要的内容。我所记录的内容是老师的

话，或PPT中出现的题目。我往往不加以思考，直接抄写在笔记本

上，抄写的时候我没有思考过这到底是不是我需要的内容。我需要

的到底是什么？

作者提示：听课时，你只有对讲课内容有了自己的思考，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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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老师讲到某个你听不懂的知识点时，你可以

记录下这个知识点的名称，括号里备注“不会”。这样在下课后，

你就可以对照着书，有针对性地学习笔记里所有标记着“不会”的

知识点了。笔记起到的是提醒的作用，在你想不起来某些内容时，

它可以提醒你如何联系，也可以提醒你，哪些内容你需要在课下再

巩固一遍。按照自己的需求，记录下能够起到提醒作用的内容就可

以了。这确实改变了我对做笔记的看法，我之前做笔记是为了记而

记，怪不得对我没有帮助。

第四，我没有将记录下的信息整理成更直观、清晰的形式。笔

记毫无重点的最关键原因就是我没有对零散的笔记进行二次归纳整

理。如果将每部分的重要信息都按照主次顺序重新排序，归类到各

个大标题和小标题下，这样的笔记想让人找不到重点都难。

我一边思考作者的答案，一边在白纸上将他的观点整理出

来，形成一份小笔记。不得不说作者的文章层次感极强，让人很

容易抓住重点。这种层次感对我来说，是需要慢慢培养的。即

使阅读一篇文章比听课做笔记容易很多，那也抑制不住我总结出

第一份合格笔记的喜悦。对于这次小小的尝试，我还有进步的

空间，比如以后尽量用自己的话去总结关键信息，而不是直接抄

下来。

虽然做笔记的方法并不复杂，但是如果想在课堂这种既要听课

又要思考还要总结的情况下一次性做出完美的笔记，则需要不断地

练习。这也是作者着重提醒的：“方法是方法，实践是实践。即使

你知道了做笔记的正确方法，也依旧会碰到各种问题，怎么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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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到了数学课上，我已经做好了做笔记的准备。屏幕上出现目录

的时候，我眼前一亮，将课堂目录中出现的两个知识点标题抄在了

笔记本上。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也许学霸看一眼，就能知

道这两个知识点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没有快速辨别的能力，那就先

抄下来，然后再慢慢研究这两个知识点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这堂课讲的是三角函数，层次很清晰，只有两块内容，时间基

本上花在熟悉公式和推导公式上。我将三角函数公式依次抄写下

来，并在听完老师推导公式的思路后，以最快的速度把我记忆中的

推导过程写在了对应的公式下方。不过我的思路只追赶到了这里，

后面有一部分内容没跟上，就再也没听懂了。我秉持着绝对不抄没

思考过的内容的态度，在没跟上的地方标记了“没听懂”三个字，

用来提醒自己。这次我可是真的想清楚了，不加思考的抄写是愚蠢

的假努力啊，与其费力地感动自己，不如刻意留白，把空间留给那

些真正有必要出现在笔记本上的内容。

数学晨练前夜，我反复熟悉着笔记中的公式和推导过程，并且

把标记着“没听懂”的部分一点一点地补充完整。

数学晨练时我惊喜地发现，第一题是可以靠套用公式解答出来

的，第二题需要靠两个公式结合解答。虽然从第三题开始就没那么

容易了，但是前两题用到的知识点都是在笔记中出现过的。如果我

没有改变做笔记的方法，也许就不能轻松地分辨出前两题应该使用

哪个公式来解答。我靠笔记拿到了一轮复习以来第一次两位数的数

学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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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次题目没有那么复杂，这也许是我数学能够得到两位数

总分的关键原因，但是改变做笔记的方法使我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

到，每堂课的内容有哪些，哪些有可能会是解题的关键。这个能力

还需要在各种复习课中慢慢培养，只有不断加强逻辑思维的能力，

才能把笔记总结好。小小的进步让我看到了学习的希望，我还要继

续努力，这是个不错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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