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途有你”线上分享会

案例集（第一期）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3 月



目 录

序言..............................................1

第一期：我在东北财经大学等你（东北财经大学应用统计学

专业郑思静）.......................................2

第二期:风里雨里，上理等你（上海理工大学系统科学专业

李泽朋）...........................................8

第三期：北交路上，随你前行（北京交通大学运筹学与控制

论专业姜超凡）....................................12

第四期：怀恩心中进，筑梦工大行（齐鲁工业大学偏微分方

程数值计算专业田十方）.............................15

第五期：风里雨里，北工等你（北京工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

业杨文静）........................................17

第六期：圆梦考研路，共筑工大情（中国海洋大学计算机专

业刘扬）..........................................20

第七期：我与中海洋有个约会（中国海洋大学基础数学专业

魏晓东）..........................................25

第八期：在线工大桥，缘系中石油（中国石油大学计算机技

术专业田潇天）....................................29

第九期：风里雨里，南工等你（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技术专

业琚艳）..........................................32

第十期：连线天财，助力考研（天津财经大学应用统计学专

业贾晴晴）........................................36



第十一期：我与辽大有个约定（辽宁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王

范）..............................................39

第十二期：连线中石油，情满齐工大（中国石油大学计算机

技术专业周明秀）..................................42

第十三期：考研温情在，假期伴你行（中国石油大学计算机

技术专业田潇天）..................................45

第十四期：考研温情在，假期伴你行（青岛大学计算机技术

专业邢彤彤）......................................50

第十五期：考研温情在，假期伴你行（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

数学专业郭月迪）..................................52

第十六期：考研温情在，假期伴你行（重庆理工大学会计专

业孔童童）........................................57

附：考研信使汇总表................................61



- 1 -

序 言

为更好的服务学生成长成才，提升学生学业水平，提高

学生考研成绩，数学与统计学院于 2019 年选聘了首批 30 位

考研信使，利用往届优秀考研学子的力量，分享他们的考研

技巧与成功经验，不定期举办线上“研途有你”等活动。

目前本期案例集共十六期，由十六位来自不同院校、已

经成功上岸的优秀学子进行的经验分享，数学院学生会学习

部成员负责整理成册。针对不同院校、专业、学术类型，各

位考研信使将每个学校的考研侧重点、教材、科目等宝贵信

息与学弟学妹进行了分享。希望大家可以仔细阅读，找到适

合自己的学习规律，从中探索学习办法，总结经验，提高学

习效率。

通往成功的路并不平坦，既然我们选择向前，我们就要

相信自己，坚持到最后！在考研路上，希望大家行动起来，

脚踏实地，实现自己目标！祝大家旗开得胜，考研成功！

最后，希望各位考研学子针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

见，我们将会不断改进，为同学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希望

更多考研学子加入我们的团队，为“研途有你”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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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等你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东北财经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的研究

生，齐鲁工业大学应用统计学 15 级的郑思静学姐，学姐本次将

以语音的形式与大家分享她的本科生涯，以及在考研时的一些经

历与经验。

一、 嘉宾介绍

郑思静，中共党员，统计 15-1 班学生。曾担任齐鲁工业大学第五届标兵讲

师团首席讲师，担任第一届大学生教官示范团教官，2016 级新生汇演节目“诵

读操”负责人，并获得“优秀教官”荣誉称号。并于 2019 年 4 月考入东北财经

大学应用统计的研究生，总分 396，其中在全国统考中数学成绩 140 分。大学四

年平均学分绩点位于专业前三名，多次获得一等、二等学习奖学金，素质拓展奖；

多次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等荣誉称号；曾获得一

次校长奖学金、一次国家奖学金、一次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省励志奖学金，2019

年 5 月获得工大最美青年“自强之星”、“省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2018 年

在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荣获“H”奖（二等奖），2017 年在亚太地区数学建

模竞赛中获得三等奖。2017 年在“联通杯”第三届山东省大学生社会实践征文

大赛获得一等奖，2017 年在第十五届“挑战杯”竞赛中获得了校级一等奖，2018

年 9 月数学竞赛（数学类）中取得了校级第一名的成绩；2016 年在“五月颂歌”



- 3 -

合唱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在乒乓球比赛中获得银牌；因成绩优异获得“山东省优

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二、学姐心得分享

大一时，在教室、图书馆和宿舍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下学期，偶然间听到

一个演讲，是学院 13 级信计专业的付远祥学长。当时他是标兵讲师团的成员，

听了学长的一些本科生涯的经历，启发很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想要以后成为

他那样优秀的人。

毕业之后我们的选择，总结下来也就两个：考研和工作。这个是我自己总结

的，可能也有和我不同的观点同学。考公务员，选调生，还有教师编，事业编等，

我就把这一类都归为工作。

大家也都了解，现在本科之后，直接毕业就找工作，工资一般不是特别高，

我当时也就想到了这个现实问题，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已经想好要考研了，我

考研的另一部分原因也就是想要继续学习，我当时查了很多资料，看了需要考上

研究生的一些经验，如果大家有想法的话，可以去知乎或者考研帮上找一找这些

资料。当时了解到了考研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的准备时间一般是从大三开始。

复试分为笔试和面试，面试的时候，老师要看的就是学生的本科成绩，以及

科研成果，这种包括一些比赛拿奖的经历，还有一些本科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

得过什么奖励，都做了些什么。

我并不是从大二的时候开始准备考研的，从大二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要考

研，但是为了能考上研究生，还得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本科成绩，我认为

本科成绩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在工作面试、公务员面试、考研的复试，评价一

个学生的指标，就是看本科的成绩和简历，我为了让我的简历在两年或三年之后

不至于空落落，就开始参加各种活动和比赛。当然了，参加这些活动和比赛也都

是在保持学习成绩稳定的前提下。

大一下学期报名了教官示范团。从暑假开始训练，一直到 2016 级的新生军

训结束，从这段经历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方说我发现了自己的兴趣以及还

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才是真正摆脱我大一时过的那种

三点一线的那种生活。

我认为数学与统计学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触摸到数学建模。参

加建模，也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我现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参加数学建模

的经历。

大家现在是 18 级的，相对来说时间还比较多一些吧，大家到了大二下学期

差不多也可以参加建模比赛了，我觉得大家肯定有很多想参加这个比赛的，我想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可以利用一些课余时间，多学习一些软件的一些知识，还有学

习建模的一些方法，到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参加比赛会相对轻松一些，我前后总共

参加过六次建模比赛，第一次比赛是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参加的，可能比较早一些，

就是为了积累一些经验。

数学建模不止有国赛，还有一些区域性的比赛，比方亚太地区竞赛，高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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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深圳杯，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到竞赛官网上看。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

多多利用一些课余时间多参加一些比赛，为了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丰富一些，还

有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简历上能多增加一些东西。

我还利用一些课余时间参加了第十五届挑战杯，还有联通杯第三届山东省社

会实践征文大赛，对于一个理科生来说，我认为参加挑战杯和互联网+这种比赛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可以不用写复杂的文字。这是团队性的比赛，作为一个

理科生的工作，就是负责计算建模。当然，生活还不能只是学习和竞赛，适当的

劳逸结合也是比较重要的，我曾经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吃饺子，还有参加过社会实

践。这样，我就度过了充实而忙碌的大二和大三上学期的生活。

我是从大三下学期才开始准备考研的，大家也许不太了解，关于考研的一些

信息，可能对于大一大二的你们还早。我想说，如果有意向考特别好的一些学校

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些信息什么的，我接下来就跟大家讲述一下我考研

的一些经历。

我希望我这个还算成功一点儿的经历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如果大家想要

了解院校以及专业，还有招生人数，录取，分数线等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进考

研帮或者研招网，还有目标院校的官网上可以寻找一些信息，这些东西在网上都

能查到的，我当时是从大三下学期的三月份儿开始准备考研的，首先肯定是要选

择院校和专业，因为我自己本身挺喜欢统计，所以我就选择了统计专硕。院校的

话，我当时是列了一张表，表上是从北向南的有应用统计，专硕的学校全部都筛

选出来。然后再把往年的分数线录取人数，考研的专业课，考什么，考了几本书

全部都列出来。但是这些学校不是所有的学校都选的。大家想考研肯定是想考一

个更好的学校，当然我当时想的也是，所以我就把统计专业排名靠前的几个学校

全部都筛选出来。

最终，我确定了。考东北财经大学的原因是，东北财经大学的统计专业在全

国排名比较靠前，属于 A-类学科，专业，东财招的人多，位置也非常的好，它

是在大连，也是一个海滨城市，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学校。

接下来就是准备初试了，我初试的时候是考了四门课。专业不同，考的科目

也不同，可能有的专业不考数学。但是对于咱们学院的学生来说，如果不跨专业

的话，肯定是要考数学的，考的形式不同，比方说如果考数学专业的话，就得需

要考数分和高代。考统计学，学硕的话也得考数分和高代，必须要考数学。可能

有金融那个方向的，也得需要考数学，数学又分为数一和数二和数三。

然后我考的是数三，其实，总的来说，不管考什么都得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学

习。下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去年一年复习的一些方法吧。

数学：

数学是战线拉的比较长的一门课，对于我来说，我本科学的是数分和高代。

考研考的是高数，线代和概率。所以，复习高数，线代概率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

单一些。

我认为最基础的方式就是复习课本，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高数，所以复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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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就只能啃课本，从三月份到五月份也就是基础阶段，一直在看课本，我看

课本的方式是严格按照 2018 年考研数学的大纲来复习，这样来说课本上的知识，

有一些就不用看。一些证明题必须亲自证明，这是高数，其实线代和概率也是这

样复习的。

刚看课本的时候，确实是有些慢的，但是等到真正进入状态后，复习就相对

快一些了，等把课本的知识吃透之后，又看了汤家凤的考研高数的视频。

我是先自己理解知识点，然后再去看一些视频，看我自己理解的知识点和老

师讲的知识点，有什么差距，如果不一样，那肯定老师讲的是对的，所以就按照

老师讲的来。然后再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之后，对于做题，能有一些自己

的思想，找到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等到 7、8、9月份的时候，这个是考研的

强化阶段，这个时间必须得大量的刷题。

把强化的视频看完，我刷的题目有，李永乐的考研复习全书，还有线代复习

讲义，概率复习讲义，汤家凤老师的 1800，李永乐的 660，这个阶段是把这些资

料刷的第二遍。因为 3、4、5、6月，处于基础阶段，必须得把试卷刷一遍，等

到强化阶段再刷第二遍。

等到九月份，这是强化阶段的最后一个月，把这些资料再刷一遍，实在刷不

了的，那只能就放下了。

10 月，11 月，12 月的冲刺阶段，是开始做真题的阶段，我做真题是从 1987

年开始做的，一直做到 18 年。每天都考一张试卷，考完之后在修改一下试卷。

然后找出错误的地方，然后再改正错误，然后再做一下笔记，错误点在哪儿，写

一下总结。

利用别的时间，把总结好的真题的题型，从头到尾再刷一遍，这是做的第二

遍，我买的是不同的资料，一份是张宇的真题，还有李永乐的真题，总共买了三

套，张宇的真题可以分为两部分，一天考一张试卷，还有真题总结，好的再做一

遍，李永乐的真题，再做一遍。然后九月，十月，11 月。我整个冲刺阶段，大

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刷题上。

我把真题做了三遍之后，离考研还有十几天的时间，我就开始做一些模拟卷，

我觉得做一些模拟卷是有必要的，因为我考研的时候，做了李林的四套，做到了

一道 11 分的原题。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考研前一定要把李林的四套卷给做了，

然后六套卷的话可以不做。

英语：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英语的复习。其实我不能给一些大家实质性的建

议，因为我英语也不是特别好，六级也是刚过。所以就把一些我失败的教训来给

大家说一下。

我英语复习的战线拉得很短，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大三下学期，我一直是想

过六级，然后就没有准备考研的复习，一边背着考研的单词，一边做着英语六级

的试卷。当然最后结果也是比较好的，等到考完六级之后，我才真正进入到英语

的复习，也就是从七月份开始，就是做一些英语的阅读理解，做英语一的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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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的是英语二，但是我把英语一从九七年到一四年的真题，我给做了两遍。

其实我的英语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已经慢了很多，因为大部分人从大三下学

期三月份开始就已经复习，我比大家少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所以当时我少看了一

部分的视频，直接做的阅读理解，阅读理解占的分比较高，总共是 40 分。考研

英语的满分是 100 分。我把作文背了五六遍。我当时政治是报的高联的政治班。

等到十月份的时候，我英语一的阅读理解做完了。之后，开始真正做英语二的阅

读。英语二的真题是从一零年到 18 年，真题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真题是

特别重要的，然后真题我就刷了三遍，一直到考研前前十几天。复习作文，作文

有小作文和大作文，小作文是 10 分，大作文是 15 分，有的大作文是 20 分，所

以作文是 25 到 30 分。这个也算是挺重要的，我就只背了王江涛的作文书里面的

十篇小作文和十篇大作文。其实我这种英语复习的方式是速成的方式，但是我不

建议大家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英语的复习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如果大家想考

英语高分的话，一定得从大一或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必须要把四六级给过了，

这就是基础。单词一定不能落下，如果要是想考一个好的学校的话，肯定是要看

四六级成绩的，即使去找工作，或者是公务员，考教师编。四六级也是非常重要。

以上就是我英语的全部复习过程。

政治：

其实不管考什么专业，政治是必须要考的，所以说政治是非常重要。政治的

总分为 100 分，总共是分为马原、思修、史纲、毛中特，还有时政题。政治复习

一般是从八月份开始复习，一直到 12 月份，政治可以短时间内拿到很高的成绩，

我当时报的是秋季班，是从十月份开始上课，其实看视频跟报班儿是一样的过程，

视频里的老师也会教。我们就是看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做一些什么题。也会给我

们讲题，最后需要备哪些东西，老师都会给总结好的，报班的话就是面对面的和

老师交流，比方说，有哪些不懂的可以去问老师。这些也是我看了很多经验帖总

结出来的。政治的有选择题，材料分析题，选择题是 50 分，材料分析题是 50

分，选择题分为单选题和多选题。然后单选题的话就比较简单一些，多选题是拉

分的关键，多选题就是少选或错选，都是不得分的。选择题一定要靠一些平时的

积累，多看一些知识点。记住一些很小的知识点。基本选择题是不成问题的，我

当时一直是跟着老师学。材料分析题是肯定是不用担心，因为材料分析题的话，

等到考研前 20 天或者是前 10 天，老师都会预测出来，不管是视频里的老师还是

面授课的老师，他们都会把需要背的东西都会总结好，让我们背哪些东西，基本

是考研前一周的时间，把那些要背的东西都给背了，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肖四，

我当时就是背了肖四，还有那个考研班的那个总结的知识点，然后背了五六遍之

后，基本就差不多。他们预测的东西也非常准，基本每年都会考上，即使考不到

的话，我们只要写上，也都是给分的，所以材料分析题，大家一般都差不了多少

分，主要就是在选择题，也就是多选题。多选题大家就得需要平时积累那些知识

点。

大家有感兴趣的也可以看一些经验贴，对于专业课来说，其实每个学校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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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考的也都不一样，我考的是东北财经大学应用统计专业，考的是 42 统计

学，考了两本书，一本书是东财出的统计学，还有贾俊平的统计学，现在跟大家

说专业课算是有点早，专业课如果不跨专业，复习起来是没有大问题的，都是我

们大一大二大三的时候学过的东西。如果要是不跨专业的话，大部分是从暑假开

始复习，也就是七月份开始复习，如果跨专业的话，可能复习专业课得需要早一

些。因为学一个别的专业的专业课，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我的专业课就是从暑假

开始复习。然后因为专业课考的也都不一样，我在这里，就不细讲专业课的知识。

大家现在如果要是对现在一些比赛还有参加一些活动，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

接问我。我一定把我知道的全部都给大家讲一下。

编辑：郑新园

审核：马涵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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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风里雨里，上工等你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上海理工大学系统科学专业的研究生，

齐鲁工业大学信计 15 级 2 班的李泽朋学长，学长本次与我们分

享了他的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和技巧。

一、嘉宾介绍

李泽朋，中共党员，齐鲁工业大学信计 15-2 班学生。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在

读研究生。在校期间曾获荣誉奖项有

（一）国家级：1、2017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2、2017 年国

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负责人。3、2017 年亚太（APMCM）数学建模竞赛二

等奖。4、2015-2016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二）省级：1、2016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山东省三等奖。2、2017 年山

东省软件设计大赛三等奖。3、2016-2017 学年山东省政府奖学金。4、2016-2017

学年山东省“优秀学生”称号。5、2018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山东省三等奖。

（三）校级：1、2015 年齐鲁工业大学大学生数学竞赛二等奖。2、2015 年

齐鲁工业大学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优秀奖。3、2016 年齐鲁工业大学英语配音大

赛二等奖。4、2017 年党团知识竞赛二等奖。5、2015-2016 学年 校“三好学生”

称号。6、2015-2016 学年 校“优秀团员”称号。7、2015-2016 学年第一学期 二

等学习成绩优秀奖学金。8、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 二等学习成绩优秀奖学金。

9、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 一等学习成绩优秀奖学金。10、2016-2017 学年第

二学期 二等学习成绩优秀及奖学金。11、2015-2016 学年第一学期 素质拓展奖

学金。12、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 素质拓展奖学金。13、2016-2017 学年第一

学期 素质拓展奖学金。14、2017-2018 学年 齐鲁工业大学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

15、2017 年 齐鲁工业大学十大新闻人物提名奖。16、2018 年 齐鲁工业大学校

长奖学金获得者。

二、学长心得分享



- 9 -

在这里，我想对马上要面临考验的 16 级的学弟学妹们说，希望你们能在未

来的 60 多天里，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预祝大家马到成功。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未来的 60 多天，咱们应该怎么准备。

1、数学：如果你的套题就是这些年的套题，现在还没有做完的话，你要积

极马上的做，因为这个时候应该是那个套题做完一遍，然后有能力的赶快进第二

遍，第二遍做完之后，然后做专题赶快练习你现在依旧不会的那些类型的题，因

为考研就是考你那些不会的题。

2、英语的话，翻译和新题型以及作文可以开始着手了，不能再往后拖了，

因为你后面会有一些政治啊，消失的背诵之类的。当然我上面说的那个复习的阶

段，需要准备的东西也因人而异，翻译是看的唐静老师的，然后作文是看王江涛

老师的。

三、问答环节精彩记录

1.问：请问学长，考研成败和本科的获奖有关吗？学长本科获奖这么多，是不是

会增加考研成功率？

答：考研的成败和你本科的获奖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当然复试是有关系的，

初试的话还是主要看你的成绩，所以你们现在主要还是不要想我本科怎么怎么

样，然后是不是会有一些学校有歧视的行为，你现在就要想你就是冲着那个目标

学校，因为既然你把他当作目标了，那肯定是你搜集过这个学校往年的录取人数，

会不会录取，招生简章等一些信息，只要认定了这个目标学校 ，你就使劲努力，

然后不要管自己获奖需要怎么样就可以。

2.问：学长，我想参加数学建模，要往哪方面努力？

答：要参加数学建模的话，你可以往很多方向努力啊，比如说，你的数学功底

好，可以往建模的方向；如果你的编程能力很好的话，可以去继续练编程，当然，

如果你的论文写作能力比较好，比如说你有很好的口才，你可以做一个专攻写作

的人。

3.问：学长，考研很累，请问您平时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呢？

答：我认为上课怎么高效可能因人而异，我的习惯是先上课的时候听老师讲，

然后下课在做笔记。首先建议你买一个叫规划笔记本，因为上面有一些哪天该干

什么事儿，你可以每天晚上都记点第二天的任务，我在考研的一年都是这样的。

4.问：学长请问考研有很多问题不会该问谁？

答：很多问题不会首先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因为我们都会有很多问题不

会，然后呢，该从哪看，B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

而且能搜到很多东西还有一个中国大学生慕课网 mooc。

5.问：我现在大一，如果想在 3年后考研，请问学长我现在有什么要准备的呢？

答：首先，同学你才大一，有很长的时间去锻炼自己的能力，该往哪个方向应

该是你自己喜欢什么方向，你可以锻炼，比如说我的专业是数学方向，可能那我

更喜欢捡一些方法，比如说建模，建立模型，然后比如说有些同学是计算机方向，

他可能更擅长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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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学长，我现在大一，请问除了作业，还需要为考研做什么练习题吗？

答：如果你现在想着以后一定要考研的话，那你现在就准备好好学习就行了，

不是说你学习考研的东西是让你学习好自己本专业的东西，因为你未来考研的方

向大致不会离本专业太远。

7.问：学长，考研复试一般能过吗？

答：考研复试一般能过吗，这个问题因为不同学校可能不一样，而且你考的专

业也不一样，比如说你要考的这个专业往年录取的人数比他报的人数要多的话，

你可能复试就很容易，如果录取的人数比他报的人数要少很多的话，可能复试就

是不那么容易了。

8.问：学长，高数该怎么学呢，要自己刷题吗？

答：我以为你现在大一的话，除了作业，你可以自己参加各种竞赛，可参加各

种竞赛不是主要为了拿钱还是让你体验这个过程。可能很多老师和同学不支持题

海战术，但是我认为题海战术，是你面对你的期末考试，面对你的考研比较实用

的。

9.问：学长周围有没有考研期间谈恋爱的同学，他们会影响学习吗？

答：如果是考研期间谈恋爱的话，这个也分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在一起会相

互激励，相互帮助的可能就会有正面作用，如果因为在一起每天带着一方，反而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我身边有这种例子，当时我考研的时候是和我对象在一

块考的，然后我们两个考上了我们认为的还不错的学校，所以这个真的是因人而

异。

10.问：学长，我们数学专业考研是不是特别有优势？

答：数学专业的话，可能确实会有一些优势，比如说你考任何科目，除了文科

类呀，然后他都会有那个数学要考，所以你如果去学的数学专业的话，可能你数

学考一个好一些的成绩比较有帮助。

11.问：学长，考研要报班的话效率更高吗？

答：对你说的这个考研报班效率高不高，也是因人而异，当时我是没有报，我

有个同学，可能你们也有听过她的事，就是郑思静同学，她报了一门政治，然后

最后成绩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不在于你报班效率高不高，

而在于你是否是真的想考上这个学校。

12.问：学长，高考和考研哪个更难？

答：考研可能更难一些。因为考研的过程是你自己逼着自己学习，你高考的时

候是老师监督你学习，而且考研你需要自己收集大量的消息资料，以至于你会觉

得自己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我想告诉你，你收集消息的过程，其实并不浪费你

的时间，因为收集的消息对你考研会有帮助。

13.问：学长，平时要是没有参加很多活动的话，对考研是不是有很大影响？

答：没有参加活动也跟考研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你参加很多活动可能给你复

试有一些一定的帮助，但有一些活动就是很少的帮助，其实考研主要还是看你初

试考的分高不高，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确定的考研，那你就是初试准备的时候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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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准备就好了，先不要想复试怎么样，本科的一些东西，和你考研不会有太大的

关系。

14.问：学长，考研学校该怎么选择啊？

答：我是对于这个考研学校的选择，其实网上有很多关于目标院校选择的这个

课程，你可以多去网上找资料。

15.问：学长，考研时你心理上有压力吗，如果有是怎么调节的呢？

答：考研时压力很大，然后越到后期压力越大。有很多解决方法，比如说跟你

身边的好朋友啊，跟你喜欢的人啊，然后一起聊天交流，舒缓一下心情，或者你

可以去外面吃一顿比较好的饭，然后缓解压力。

16.问：学长，怎么才能做到大学期间保持成绩又获得很多荣誉奖项？

答：保持成绩和参加比赛的话，先学好你的专业课，然后合理规划一下，再去

参加比赛。

17.问：学长你觉得学习的秘诀是什么呢，多做多练多想？

答：我认为学习可能没有秘诀和秘方，只是你自己想学习，然后坚持下去就可

以，一定要提前做好计划。

编辑：韩兴石

审核：郑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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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北交路上，随你前行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交通大学运筹学与控制论的研究

生，齐鲁工业大学信计 15 级的姜超凡学长，学长本次与我们分

享了他的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和技巧。

一、 嘉宾介绍

姜超凡，男，中共党员，曾担任学院就业部部长，院创就业服务队队长，云

计 17-1 班班主任助理。本科期间多次获得二等学习奖学金、素质拓展奖，获得

“省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优秀班干部”称号等。2019 年考取北京交通大

学运筹学与控制论的研究生，总分 370，其中数分 123，高代 132。

二、学长心得分享

很高兴今天能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考研心得，我看群里好像有不少大一大二

的学生啊，那我就先讲一下大家大学中应该干什么吧。其实刚入大学的话，很多

人经历了高考，大学会比较的放纵自己，你放纵一年，两年，三年就会一直放纵

自己，我觉得大学里的专业课真的应该好好学，不能为了应付考试去学，如果说

你是想考研的话，不管是考什么系，比如说数学系、计算机系之类的，考研所用

到的专业课都是你们大学所开设的课程，所以说如果在大学期间你把这些专业课

学好，在考研复习的时候，你就会省一点儿力气。



- 13 -

那对于马上要考研以及要考研的同学，我想说一下考研这个事是你自己决定

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得坚持，因为没有人督促你，没有老师管你，

完全是靠自己的坚持。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考研复习经历吧，我考研是从三月份（就是寒假过完

刚入学）就开始准备了，一开始呢，因为也是第一次备考，也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好的经验，就可能走了很多弯路，要是真正算起来复习的时间应该是在五月份，

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一点一点琢磨出自己的方法思路，我从暑假开始，每天基本

上就是六点半左右就起床，然后一直到晚上十点，中午会午休两个小时左右，当

然了我觉得这个考研这个事比较的枯燥，所以我每学个十天左右，我会让自己放

松一下，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大家别看放松这一天觉得你这一天玩了什么的，

但其实这一天挺管用的，毕竟考研很累，压力很大，放松一天的话，我觉得应该

是能够提高个人效率，当然这个是针对我自己，因人而异吧。

因为我考的是数学系专业课，考两门数分和高代，所以说我在那个专业课上

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可能我忽略了英语政治的复习，虽然说也在复习，但是呢，

可能就不是太用心，所以说，大家能看出来我英语政治的分不是很高，所以说我

想建议大家就是备考期间不要放弃任何一科，每一科都很重要，英语政治的复习

也特别重要。按理说的话应该是一开始是先复习数学，如果说是考两门专业课和

我一样就是直接就复习专业课，很多人说专业课可以晚点复习，但并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专业课和数学一样，都是 150 分，可能专业课还比数学简单，所以说

尽量开始的早一点，英语这个东西呢，肯定是要每天坚持的，绝对不能放弃英语。

英语我觉得挺难的，可能是因为我的英语不太好，政治的话，我觉得也不要太晚，

八月底九月初就该开始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十月份儿背一下就行了，但并不

是这样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政治是对了选择题的答案的，我的单选题没错，

但是我的多选题错了九个，九个是多少分，九个是 18 分，我如果说多选做好的

话，那我肯定是能上 70 分的，考研政治的高分，取决于你选择题分有多高，因

为大题我觉得都差不多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1. 问答环节精彩记录

1. 问：学长，作为一名大三的学生，现在该怎样准备呢，或者首要任务是

什么？

答：我觉得现在作为大三的话，你应该先把你上学期的课程学好，然后尽量

想一想你要考什么方向，选出一个适合你的学校或者城市，如果说想提前学习的

话，我建议先看一下英语。

2. 问：学长，考研学校该怎么选择？

答：我觉得就是先选好专业，学校的话，可以稍微晚一点。至于学校呢，要

看你想考 985、211 还是普通的一本，而且还要看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这个学

校的资源师资怎么样，还有它的学科优势是什么，这个的话，我建议大家，先去

加一下你想选择的学校的各个群，去找那些往届的学长学姐好好了解一下，然后

自己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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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学长，您是怎样协调好校会活动与学习之间的关系的？

答：我觉得考研和你去参加活动是一点都不冲突的，因为活动大部分呢，都

是在你的课余时间，可能有一小部分是在你上课的时间，但是这样的情况很少，

你完全可以利用以后的时间，然后把你没学好的这一块知识，自己在课下好好学，

我觉得这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既锻炼了你的能力，又能保障你的学习，两

全其美呀。

4. 问：学长，想要跨专业考研的话，需要提前多久开始准备呢？

答：我觉得我开始的挺早的，三月份，你跨专业完全也可以三月份左右开始，

如果想再早学点就寒假看一下数学，英语之类的。

5. 问：学长，我想问一下考研选择更高级别的学校与选择同级别的学校，难度

差在哪里呢？

答：难度肯定是差在专业课题的难度和复试的难度，如果说比较好的学校或

者说是比较好的专业，它的专业课出的会相对难一些，它的复试也相对难一些，

就是竞争也比较大，因为它毕竟好嘛，所以说很多人都去报考。考研难不难，完

全是靠你自己决定的，就如果说你特别努力特别用心用功的话，不存在考研难的

这种情况，所以说考研关键还是要看自己，付出多少就会回报多少。

6. 问：学长，复习资料一般都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呢？

答：我是有幸找到了我直系的一个学姐，复习资料都是从她那里获取的。现在

有很多考研群，淘宝上有很多的真题资料，其实复习资料获得的方法还是挺多的。

编辑：吕星霖

审核：韩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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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怀恩心中进，筑梦工大行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齐鲁工业大学偏微分方程数值计算专

业的研究生田十方学长，学长本次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学习之路

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和技巧。

一、 嘉宾介绍

田十方，男，曾参加过院学生会，担任社区部副部。2019 年考取齐鲁工业

大学偏微分方程数值计算的研究生，总分 404，其中微积分 146，线代 146。

二、问答环节精彩记录:

1. 问:学长，能把你学习时间的安排分享给我们吗？

答:当时我的程度比较差，所以每天可用时间较长，我是早上 6点起，洗漱之

后是 6：30 走，一般到图书馆是 7点。中午是 11 点去吃饭，回图书馆午睡，不

回宿舍了，下午 2点开始学习，我当时晚上不吃饭，到 10 点回宿舍。

2. 问：学长，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考取本校研究生的建议吗？

答：考本校的话，如果不考数学的话主要弄好政治英语就可以了。你可以选

考研需要考的课好好听。

3. 问：学长，请问您对于一些比较短或者比较零碎的时间段，是怎么安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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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零碎的时间利用效率很低，你最好找比较长的时间，这样也能学进去。

不行的话就把每天不会的单词，反复背诵。

4. 问：学长，您建议自己学还是和研友一起？

答：我建议自己学，如果研友节奏和你一致那还好，不一致是很难解决问题

的。

5. 问:学长，请问您参加过数学建模之类的比赛吗，难度高吗？

答：我参加过，难度还挺高的，综合性比较强，编程也得要好。

6. 问:学长，请问大学要参加数学建模的话，大一该怎么做准备呢？

答:学好数学，你们应该有数学建模课吧。另外编程也要学学。（同学建议:

跟李彬老师好好学就行,李彬老师超好，多和他交流交流。）

7. 问：学长,请问考研数学需要刷题,有没有不错的题可以推荐一下？

答:我当时做的网课给的题，要是没有网课汤家凤 2000 题也可以。我当时报

的考虫，我觉得挺不错的，那里的老师也是比较负责的。

8. 问:那学长在最后的阶段是比较注重课本知识点整理还是比较注重做题呢？

答:最后就看知识点就行,有时间的话最好弄个错题本，看错题就好了。

9. 问：学长，您认为大学里有必要参加像学生会这样的学生组织么？

答:我觉得学生会最好参加一下,锻炼一下能力，对以后读研也有帮助的。

10. 问：学长考研备考过程中是否受到过外界因素的影响，比如因为身边的人，

突发改变计划的事？

答：中途改计划的很多,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变就好了,所以我说,我觉得自己自

习好，不受影响。

11. 问:学长,英语刷题主要从哪些渠道获取?

答：英语题不多，但是每个题都要弄的精，我当时有一段时间做法就非常不

对，我追求多题，但是没啥用，水平还是那么高，所以建议题不在多。

编辑：贺一航

审核：吕星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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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风里雨里，北工等你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工业大学应用统计专业的研究

生，齐鲁工业大学应用统计学 16 级的杨文静学姐，学姐本次

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和技巧。

一、嘉宾介绍

杨文静，女，中共党员，本科期间多次获得一等、二等奖学金及素质拓展奖，

获得“省优秀毕业生”，“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团员”。于 2019 年考取北

京工业大学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研究生，总分为 414 分。

二、学长心得分享

我觉得考研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准备考研不用过早，在大三下半学期刚

开始准备就可以，大三下半学期主要打基础，所以把基础打好就行，主要的还是

自己的课程。从暑假开始就要真正认真准备，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坚持全身

心投入。大一,那就先慢慢学好自己的课程，考虑好了要不要考研。到大三下半

学期再开始不晚。关于怎么准备：

（1）我当时是三月中旬开始准备数学及英语，数学看的是张宇老师的 36 讲

及基础班视频先打基础，还可以根据自己情况结合课本或者选择别的老师比如汤

家凤老师的。大约到六月份或者七月份基础就要全部弄完；暑假开始强化，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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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的张宇老师的强化班视频及张宇 1000 题，1000 题尽量多做几遍，最少两遍，

然后整理错题；十月份开始冲刺，刷真题，整理错题，结合张宇老师的冲刺班视

频，真题做的次数越多越好，我差不多做了有 3-4 遍，最后一段时间就是看笔记，

看错题，有时间继续做真题，然后做预测卷，我当时做的是张宇老师的，他的题

偏难，大家可以结合自己实际情况找适合自己情况的真题，可以尝试着做李林老

师的预测卷，他压中过不少题。

（2）英语，三月开始也是打基础，首先单词，我用的是恋恋有词，其次是长

难句，大家可以看新东方的或者是何凯文老师的长难句视频，我当时没看视频，

感觉后期很吃力，所以这部分早准备。暑假开始用黄皮书练习阅读，我刷了唐迟

老师的阅读视频，反复做阅读真题，九月多准备翻译，我刷的是唐静老师的翻译，

我觉得挺好的，十月份开始准备作文，背诵王江涛老师给的四十篇必备范文，多

背几遍，结合真题反复做，最后是新题型以及完形填空，最重要的还是真题，阅

读刷至少三遍。

（3）政治，我当时报了高联的政治班，这个还是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真正

开始是十月份开始，做肖秀荣的 1000 题，跟着政治班走下全程。

三、问答环节精彩记录

1.问：学姐，复习的时候基本靠看视频吗？

答：各个老师的书结合着视频一起看。

2.问：学姐，考研不是百分百的事，您当初设想过如果没有考上的话后面的计划

吗？

答：我当时一心就是想考上，没考上就找工作了应该。

3.问：学姐，我是统计专业，如果考研的话，学姐有什么推荐的高校吗，难度如

何？

答：东北财经大学招的人数相对多，但考的人也很多，竞争力大，专业课的题

不算难，东北师范大学统计也很好。

4.问：学姐，到大三的时候是不是前面的知识都忘了，得重新复习？

答：恩恩，从头复习基本上。

5.问：学姐，请问您备考的时候压力大么，平时都是怎么释放压力的呢

答：备考每个人压力都挺大的吧，解压就是隔段时间给自己放个假，看个电影

看个电视，吃点好吃的。

6.问：学姐，请问考研的时候报考是怎么选志愿的呢？

答：只能报考一个学校一个专业，慎重选择。

7.问：学姐，若是想跨专业考研是不是要更吃力些呢？

答：跨考比考本专业要吃力。

8.问：学姐，请问考试前一晚您有过因为压力大而失眠的情况么，如果要是失眠

的话，您觉得当天晚上该怎么调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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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前一晚倒是没失眠，我的办法就是前一晚不要看什么题目之类的，就看

看基础知识，放松放松就睡觉，也可以看会手机。

9.问：学姐，研究生的学习模式和大学还一样吗？

答：研究生压力要大很多，不过也是上课，听报告，我上的是两年制的，第一

年把所有课程学完，第二年实习，写毕业论文。

10.问：学姐，研究生年制还不一样吗？

答：有两年制有三年制。

11.问:学姐，考研备考的时候没有老师监督，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坚持一直学下

去的呢？是怎样屏蔽掉外界的诱惑的呢？

答:同学之间相互督促，主要还是靠自制力。

12.问:学姐，您觉得大一大二最重要的是参加学生组织或者社会实践来锻炼自己

还是努力学习来为考研打好基础呢?

答:适当的参加活动吧，两者可以兼得。

13.问：学姐，请问您觉得谈恋爱对考研有影响吗？

答：我觉得如果两个人不一块学习应该就没太大问题。

14.问：学姐，大学如果想要参加数学建模比赛的话，您觉得大一该怎么准备呢？

答：建模方面的基础知识学好，然后 MATLAB 可以每天自学一点。

15 问：学姐，考研瞄准 211.985 会很难吗？

答：这要分专业。

16.问：学姐，你觉得统计专业学的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够用吗？需要自己在学吗？

答：我觉得重要的还是把自己的计算机开的课学扎实，有业余时间可以另外学

习一点 python，R 语言等知识。

编辑：刘天运

审核：贺一航



- 20 -

第六期：

圆梦考研路，共筑工大情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

机专业的研究生，齐鲁工业大学信计 15 级的刘扬学长，学长本

次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和技巧。

一、嘉宾介绍

刘扬，男，中共党员，本科期间担任信计 15-2 班班长，多次获得校二等学

习奖学金及素质拓展奖，在 2016-2017 学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并获得“山

东省优秀毕业生”、“优秀班干部”、“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于 2019 年考

取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总分 371 分，

其中数学（数学二）125 分，英语二 60 分，政治 61 分，专业课 125 分。

二、学长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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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能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考研心得和一些体会。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

己，我叫刘扬，我是咱工大 2015 级信计的学生，考取了这个中国海洋大学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的硕士。总分考了 371 分，具体的这个数学和专业课

的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应该都是 125 左右，政治英语都是 60 分。现在我

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复习计划：我是从 3月份开学就开始复习英语和数学，

前期的话就开了这两门课，政治的话我是在最后 9月份 10 月份左右，开始复习，

专业课的话是在暑假的时候，也就是说 6、7月份开始复习的。

就分 4门课来说吧，英语的话，前期就主要是背单词，然后的话在暑假左右

就要开始做阅读，就是在 6月份左右就要开始做阅读了，而且基本上要保持一天

一篇阅读，这样的话在 9月、10 月开始做翻译和新题型，作文基本上是在十一

月开始，每天坚持写作文。

数学的话我当时是跟着张宇老师，就是张宇 36 讲来学的，大家如果数学基

础不是特别好的话，在现在一定要好好学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这两门课，可能有

的同学是学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这个东西的话两个是有重合的，数分的话会更

好一些，但是高数的东西你还是要会。如果说到了你们考研的时候，数学还不是

很好的话，就是基础相对来说差一些，那么就不建议你听张宇老师的课，因为张

宇老师的课思维跳跃性比较强，你们可以看一下汤家凤老师或者是李永乐的，然

后的话数学到最后做模拟题，一定要做李林的模拟卷。

政治的话，之前杨文静学姐她是报的那个高联的班，我个人认为，这个班可

以不用报，如果说你的复习时间很紧，报一个政治班就够了，如果说你的时间比

较宽松，推荐你看一下那个徐涛的小黄书，把那个小黄书背过，他那本小黄书考

的知识点还是很多，然后的话要做肖秀容的 4套卷还有 8套卷，还有它的 1000

题，这些都是要刷的。

专业课的话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因为我考的中国海洋大学当时考的比较简

单，就考一门 c语言，所以说我的专业课复习比较快，如果说你们考那个 954

或者考数据结构这些，就提早开始提前开始复习，早一点儿准备总比晚点儿准备

好。

补充一下：1.英语单词背恋恋有词就可以。2.政治一定要看肖秀荣，特别是

肖秀荣 4套卷，大题必须全背过。3.专业课如果没学过不用担心，据我了解和大

家考同一专业的考生都是从头开始复习，如果没学过就早一点开始。

三、问答环节精彩记录

1.问：学长，那个专业课是考大学专业还是想考的研究生专业呢？

答：考的大学专业，但是计算机会涉及一些人工智能的知识，但占比很小。如

果大家有机会，而且想考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可以选修一下李彬老师的神经网络

课程。

2.问：那学长在最后的阶段是比较注重课本知识点整理还是比较注重做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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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最后阶段要回归课本，做题是为了更好的掌握课本知识，大部分考点都是

在课本上的。刷题是要放在中期的，而且要做好总结。学习课本知识最好能够自

己写一下知识结构和框架，以及本章的重点。

3.问：学长，请问您认为大一是侧重于参加社会实践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好还是努

力学习来为考研打基础好呢？

答：我大一的时候是在咱学院学生会，也做着班长，因为当时没有考研的计划。

我认为如果你现在确定要考研，那么基础知识是你必须要学好的，有能力有时间

做社会实践也是可以的，但社会实践绝对不能占大部分时间，兼职发传单这些没

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就不要做了。如果能够参加一些竞赛会更好。

4.问：学长，有没有一些关于考研的网站，或者书籍值得关注的呀？

答：考研的网站这个，我当时视频资料全从 b站和百度网盘搜的。平时可以关

注一下张宇老师，朱伟老师，唐迟老师的微博，张宇老师还是挺有意思的。书籍

就先以课本为主吧。

5.问：学长，请问您在准备考研的时候压力大么，如果压力大的话平时都是怎么

释放压力的呢？

答：压力还是有的，特别是到了暑假的时候，又热又烦，每天还要早起抢座位。

其实压力大是正常的，因为你把一件事情放在心上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毫无

压力说明你准备的不好。我当时是如果真的学不下去了，我就回宿舍休息，看看

电视剧玩玩游戏然后早点睡觉，或者跟朋友打打电话，周末可以就近玩一下。我

基本上每个周的周末都会休息。

6.问：学长，请问您在考试的前一晚上会因为压力大而导致失眠么，如果要是失

眠的话您觉得当天晚上该怎么调整呢？

答：考试前一晚上一般不会失眠，其实你准备的好不好并不是最后一晚决定的，

而是你整个考研复习时期积累起来的，在平时也要告诉自己，考不考的上并不是

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从考研备考期间学到了什么，不仅仅是课本知识那么一点，

更多的是你要看到坚持做一件事给你带来的改变。如果最后一晚真的失眠也不用

担心，深呼吸告诉自己没问题就行，在考场上的时候你会非常精神，非常专注，

根本不会犯困。

7.问：学长，政治都有哪些题型呢?需要像高中那样背诵大段的文章吗？

答：不会像高中那样背文章，但是确实要背很多段。政治题型包括单选、多选、

分析题。

8.问：学长，准备考研数学现在学过的是数分高代，准备考专硕是高数和线代，

需要重新买课本学习还是直接买资料学习数二？

答：建议你买课本重新看一遍课本，或者借一下也可以，数分和高数还是有一

些区别，高数偏重计算。数学二的话还是看张宇的高数 18 讲和李永乐的线性代



- 23 -

数就行，习题建议跟着张宇的做，可以做张宇 1000 题，如果数学基础不好的话

可以做汤家凤的 1800 题。

9.问：学长，在学习的过程中必然少不了朋友的帮助，那在你考研的过程中，是

不是也是和好同学好朋友一起度过的考研时光呐？

答：我考研的时候是和我们寝室四五个人一起，一个宿舍都考研的话成功的概

率会高一些，因为大家都会互相督促，而且晚上也不会因为舍友玩游戏睡得晚而

影响自己休息。如果宿舍只有自己考研的话，可以找两三个小伙伴一起，这样还

会更有动力。

10.问：学长，我想问一下咱们学校考研 985.211 高校很难吗？怎样找合适的考

研学校？

答：咱学校考双一流高校不难，但是也没那么容易，一定要认认真真、踏踏实

实复习，高校一般不会因为你本科不是 985.211 而歧视你。找自己心仪的考研学

校，要看自身的能力，可以先看自己想去哪个城市，然后在这个范围内找这座城

市有什么高校，然后根据自身能力进行选择。

11.问：学长，请问如果大学想要参加数学建模比赛的话，大一该怎么准备呢

答：想参加数学建模，先听一下李彬老师的数学建模课，然后学一下 MATLAB，

最好是学过 java 或者 C++，这样有一些编程思想比较好。

补充一下：大家如果想考计算机硕士，可以关注一下神经网络、机器学习、深度

学习相关知识。比如 CNN RNN 这些网络的实现。

12.问：学长，现在不知道自己的实力，不知道怎么确定什么学校怎么办？现在

不知道自己的水平与考研各个高校的差距，不知道怎么去衡量这个分数线。很犹

豫选择学校。

答：其实这个也是个问题，我建议的话还是先定一个比较好的目标，比如

985.211 学校，然后就奔着这个目标努力。再就是看一下自己想考的这个专业全

国高校的排名，比如要考计算机专业，搜一下计算机专业全国高校排名，北航和

哈工大这些就排在前面，这样的学校就会难考一些。目标还是定的高一点，如果

在复习过程中发现自己真的是做不到，再换成相对一般的学校，最好还是不要放

弃。

13.问：学长考研的竞争激烈吗，相对于高考考研会简单一些吗，是不是付出的

相对较少？

答:考研竞争很激烈，但是比高考好一些，因为高考想考 985.211 实在是不容

易。其实付出的并不少，每天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中午晚上各休息一小时，

一周六天，付出的也很多，而且还要高效率学习，也是很累的。

14.问：学长，考研的志愿是报几个学校呢?他会如何调剂呢？

答:考研的志愿只有一个，一旦报名然后现场确认后，是不能再换的。调剂的

话应该是有三个平行志愿，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没参与调剂。也希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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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不会参加调剂，直接一战成名。大家也不要一上来就想着调剂给自己留后路，

谁都不比谁笨，只是付出的努力不同。

15.问：学长，为了以后更好找工作的话，您觉得大学需要考哪些证件?

答：为了更好的工作，首先四六级必须要过。别的行业我不是很清楚，就计算

机行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编程能力，普通的证件，比如计算机二级证并不

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工资。可以试着考一下华为的网络工程师的证。

编辑：马宝圆

审核：刘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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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

我与中海洋有个约会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洋大学基础数学专业的研究生，

齐鲁工业大学信计 15 级的魏晓东学长，学长本次与我们分享了

他的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和技巧。

一、嘉宾简介

魏晓东，男，在校期间曾获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赛一、二等奖。考研分数

385，其中专业课两门都是 134，英语 56，政治 64，以优异成绩成功考取中国海

洋大学基础数学专业。

二、学长分享心得

考研的个人准备计划

初始阶段：三月初

复习的主要重心在专业课 （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和英语。

复习资料是课本（我本科的课本是大一提前自学完的，当时课本后的习题做

的差不多了，没在课本上花费很多时间）。

数学分析的主要复习资料：裴礼闻数学分析讲义(很厚将近 1000 面)这本书

我写了将近 7个月（自己做，应为很多题目没有答案）我是把题写在本子上，然

后每天规定做多少。

这本书上的题目还是有难度的，一般应付国内中等或中等偏下的 985 完全够

用了。而且这本总结的很好，分七个专题讲解数学分析的主要内容，有一些是超

纲的内容用可以省略，当然还是要依据考研院校的试题情况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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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代数主要的复习资料：丘维生高等代数习题册（分上下册，两本非常厚，

比起来上面的数学分析还厚）第一册如果基础好的话 2个月多一点可以看完，下

册非常难，而且有很多超纲的内容，考研范围内的主要内容也非常难，但是这本

复习资料认真做完后，国内大部分的 985 的高等代数专业课试题可以说是比较轻

松了（武大或者南开等，当然前提是要学会举一反三）

这两本书如果吃透了，一般 985 是不成问题的(当然你的公共课得过线)如果

说基础比较差的，可以先不用这两本书，因为确实有难度，那就一定要回归课本，

其实数学系的考题很多都是基础性知识的迁移考察，如果课本都不熟悉的情况下

盲目刷题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基础差的一定要回归课本(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课本上的定理除了记住，最好是要会进行推理，抛开书本自己写证

明，有的定理本身没什么内容，但是定理的证明方法是可以运用到其他地方的。

我英语复习的很早，可能二月份就开始背单词了（我英语非常差，就是那种

连国家线都很难过的那种）我买的新东方那本绿皮的单词书，来来回回背了至少

五遍左右，开始写题。其实我觉得这样虽然效率低，但考虑到很多常见词都不认

识，只能用这种最机械的办法从底层做起。一开始写真题错误率特高，基本上阅

读只能对个位数，但不要怕，我觉得很正常，除非你英语基础本来就不错，否则

一开始写确实很打击自信心。

我英语是报的高联的班，当然千万不要指望报班会有多大的成效，其实还是

得看自己，其实经历了一次后，我个人感觉英语没有必要报班。

看网课足够了

英语阅读：唐迟

英语作文：王江涛

上面的都可以在 B站上面找到

翻译和完型我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视频，就不推荐了。

英语的复习应该是贯穿整个考研的，是复习周期最长的一本学科，而且收益

也很低，可能复习了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任何起色的，但不要失去信心，坚持下去

就可以了。

说到作文的话，王江涛老师写的那本作文书就够用。我当时完整的背了十篇

大作文和五篇小作文（滚瓜烂熟的那种，基本上当时随便说一篇就可以默写下来）

正因如此，去年的考研大作文就占了便宜，有一篇的主题和考试的一模一样，我

直接默写的原文，基本上没改动，除了开头的图画需要自己写。作文就一个字：

写（先背再写）我是每天早上默写昨天背的作文。

不需要追求数量，要追求背的质量，背完后一定要落实到写，能写出来才是

王道，因为考研不许要你现场背书。

其余的作文需要按主题分类将其中的具体的列子记住就可以。不需要全文背

诵，当然如果你有这个精力背的越多越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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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政治开始的比较晚，将近十月份才正式开始复习，暑假在学校复习的那

段时间没怎么看政治（虽然买了肖秀荣的政治书，后期也没怎么用过这本），之

后我就跟着高联的政治课认真走，用的他们出的红皮书，写了三遍（这本较为简

单，没有肖的难），后期就背肖 4和肖 8（大题），可惜我没有背，今年貌似确

实有原题压中了。我就背了高联的讲义，千万别死背，忘的很快，最好形成自己

的逻辑（这个因人而异）。

我是没有做一套真题的，但是我强烈建议还是做做政治真题，当时考政治之

前很慌，心里没底。尽量早点开始政治最好是在暑假那段时间把政治的基本内容

浏览一下，每天抽个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我就是暑假那段时间没怎么看政治，导

致后面复习政治的时候确实有点时间紧张。

总得来说我的政治复习的比较仓促的，千万别学我（反面教材）。

政治：推荐徐涛的他的网课还不错，如果不想报班，可以看这个，他的复习

资料我到没用过，但听别人说还不错。

三、问答环节

1.问：学长，请问您认为大一是侧重于参加社会实践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好还是努

力学习来为考研打基础好呢？

答：大一不需要为了考研而放弃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多培养一些除了学习以

外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

2.问：学长，请问您在上课时会走神吗？该怎么调整呢？

答：走神，其实我也有，有时候上课也会想别的，要注意调节自己的上课状态。

你可以和你的任课老师聊聊，让他帮你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

3.问：学长，作为数学相关专业的学生，你是往偏理科一点的基础数学去发展，

然后我们的专业其实也可以去向计算机方面发展，但是现在就是说去选择考计算

机的研的话考完研后年龄偏大，而计算机相关的行业对年龄要求很严，过了一定

年龄可能就没有职业竞争力了，请问当初您是如何在众多考研方向中做出自己的

判断的呢？

答：对于计算机的年龄问题，这确实有一定的比重在里面。但是如果你的基础

性学科不如操作系统，计算机原理，数据结构等课程学的很好，就不能存在这样

的问题了。

4.问：学长，考研面试中考官看重什么？为此，你做了哪些准备？

答：最后一个月我还好，没那么紧张，感觉专业课复习的不错，基础也比较牢

固，就是担心英语，注意调节饮食和生活规律，还有心态。面试的话，首先专业

知识不会特别难，考察的比较基础，在来就是临场能力。还有就是笔试内容一定

要全面复习，如果笔试没有及格是直接刷掉的，不管你初始有多高。

5.问：学长，若是想跨专业考研是不是要更吃力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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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肯定啊，如果是跨专业就必须更加努力学习。不过也不需要有太多的心理

负担，最重要的是你想不想考上，很多东西只要想，在加上行动才有可能实现。

6.问：学长，对四六级英语考试有什么推荐的好方法？

答：四六级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听力，新东方的听书还不错，最好是能够熟读原

文，能背下来更好。

7.问：那学长在最后的阶段是比较注重课本知识点整理还是比较注重做题呢？

答：肯定是整理知识点，做题只是为了熟练。

编辑：胡芮嘉

审核：马宝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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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

在线工大桥，缘系中石油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计算机技术专业的研究生，齐鲁工业大学云计 15 级的田

潇天学长。学长本次与我们分享了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

与技巧。

一、嘉宾介绍

田潇天，男，中共党员，本科担任云计 15-1 体育委员，多次获得校二等学

习奖学金及素质拓展奖，在校期间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山东省二等奖”，

“美赛建模 S奖”等。于 2019 年考取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性能计算，稀疏矩阵的数据结

构。2019.7-2019.10 参与并完成了《面向神威高性能计算机的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低电压设计模拟仿真》项目。

二、学长心得分享

同学们好，我是今年刚考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

机技术专业的田潇天。我看了一下之前的投票，几乎没有大四的同学，大三的同

学现在好像开始真正复习的也不多，所以本次分享会我更想跟大家聊一聊我本科

在校时的一些感悟和读研与本科的区别。就不太多涉及具体的学习方法了，之前

汇报的学长们都很优秀，介绍了很多高效的学习方法，重要的是要总结出适合自

己的方法。

先介绍一些我现在就读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石油（北京）是一所 211，

以工科为主，地处北京昌平区，我是学的计算机，学科评估 b-。再介绍一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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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研经历，我是去年 3月开始确定要读研的，因为学校 3-6 月课比较多，所以

没有专心的复习，就看了下数学课本和英语真正开始是在暑假，假期留校和几个

同学一起，每天去图书馆，7-9 月完成了数学一轮复习，专业课也算过了一遍，

我专业课考的数据结构，用的《天勤高分笔记》，比较简单（较王道丛书），假

期淘汰了一部分人。

三、问答环节精彩记录

1. 问：学长，请问一下在英语学习方面都有哪些心得？

答： 英语是一个积累的学科，需要平时多努力，我在本科的时候没有太重视

英语的积累，导致考研时很紧张，很多时间用来复习英语。

2. 问：学长，计算机专业主要做什么，也每天敲代码吗？

答：写代码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基本素质，理论是用代码来实现的。

3. 问：我想问学长：比如说考 a学校的某个方向，那么是不是 a学校会给出考

试纲目和考试范围，然后按照这个范围进行复习？

答：学校会给出考纲和参考用书。

4. 问：专硕学硕有什么区别呢？

答：我给大家讲一下咱们学校和我现在学校本科授课的区别，因为我跟导师的

时候给他当助教，带的是数值分析和并行计算，大三的课，咱们学校老师讲课的

方式大致为读 ppt，我导师给本科生上这些课的时候，是直接敲代码，通过编程

来给同学们讲解其中的逻辑，所以我来到这后，感觉大家如果想提高自己的业务

能力话，一定不要局限于现在，我当时在本科成绩也不错，现在发现我本科时的

水平在这啥都做不出来。大家如果想在学术的路上走，从本科就可以找老师，我

假期做的项目就是和一些学弟一起完成的。

5. 问：学长，你考研那年你们专业招了多少人？复试刷了多少人？

答：专硕招 40，进复试 60，刷了 20 个，今年复试会有编程。

6. 问：ccf 认证能不能代替复试笔试呢？

答：不能的，复试是院校自己组织的

7. 问：学长，怎么知道考数几呢？

答：一般学硕要求数一，专硕数二。

8. 问：学长你当时是怎么选学校的啊？

答：先选的地区，我是想去北京,然后在北京的 211 里面选（我觉得我 985 必

挂所以没敢选）。

9. 问：学长，云计 15 级的是不是考计算机的多些？考研成功是不是和平时学习

关联很大?

答：是的。因为专业对口,所以大部分都是计算机。期末成绩考前突击就可以

很高，但是长远来看当然是积累的越多对考研帮助越大.但是也有很多专心投入

在考研中，本来成绩不是很出色，但是考到好学校中的。

1.问：研究生有交换的机会吗?

答：有的，看学校吧，越好的学校资源越多,想出国交换的话 英语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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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GRE6.5 托福 90。

10. 问：GPA 复试重要吗?

答：我复试是分两轮，专业面试和英语面试，专业面试会看你的成绩单，然后

根据你的课程提问，也会看你的绩点。

12.问：学长，只考一门专业课的话是不是会考的比较细呢？那综合来看，是考

一门专业课比较好还是考多门专业课比较好呢？

答：我觉得应该是先看想去的院校，看看他是什么要求，要考几门，而不是根

据专业课找学校。计算机考研现在有个趋势是专业课考四门。

13.问：现在老师还是觉得 GPA 是衡量实力的重要标准吗？如果说回答问题能展

示高知识储备老师能认同吗？

答：当然是以复试时的表现为主，高分低能的很多，但是如果自己有很高的知

识储备的话，成绩也不会差。

14.问：学长，我看到你是有超算方向的，想请问一下这个方向除了专业课的数

学要学好，你还做了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答：超算是和我的方向有关的，我跟导师做并行计算和高性能计算，和超算比

较契合，主要是做优化。研究生最主要的能力就是自学的能力，导师只会提供方

向，其他都是自己琢磨。大家不要觉得研究生才开始科研，本科搞科研的有很多

很多，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打算，牺牲一些平时玩闹的时间，多看些论文，自己

敲一下代码，也可以做出来东西。

编辑：张新瑜

审核：胡芮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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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

风里雨里，南工等你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技术专业的研究

生，齐鲁工业大学云计 15 级的琚艳学姐，学姐本次与大家分享

他的大学学习生活，以及考研路上的经历与经验。

一、嘉宾介绍

琚艳，女，来自山东潍坊。本科期间多次获得学校一等、二等学习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研究生所考学校为南京工业大

学，专业是计算机技术。

二、学姐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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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考研经历，我考研准备的时候不是太早，大三下学期

还有课，所以大概从六月份才开始正式复习，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学我，数学和英

语还是尽早复习比较好。下面我就分学科来介绍一下我的考研经历：

1.数学。我数学在大三下学期刚开学，也就是二三月份就开始复习的。我是

先比较细的看了一遍课本知识点，然后只做课后习题，把两本书看完大概花了两

三个月，因为平时有课不是所有时间都放在考研上，所以进度很慢。这里可以建

议大家做一个时间安排表，比如说你觉得这一章对你来说很简单，那你可以就花

一个星期看完，然后做一下这一章的重点题目，哪些题目是重点或者必做的，这

个大家可以从网上搜一下，我是从网上下载的一个文都的必做题目表，可以根据

这个表来重点做一下课后习题。如果某一章或者某一部分的内容你觉得很难，那

一定要细细的看一下课本定义还有做题的方法，第一遍看不会很正常，可以慢慢

来。

然后数学的总体复习我是从六月开始的，包括看汤家凤的高数视频课、李永

乐的线代课，用的汤家凤的数学二辅导书，因为我比较了一下汤家凤和张宇，觉

得汤家凤的比较适合我，讲的比较细，然后概念定义说的很清楚，适合我这样的

高数小白。不过看谁的课因人而异，大家可以都听一下，哪个适合自己就选哪个。

这个阶段的题目也是做的辅导书上的。然后最后就是练真题了，一套一套的做，

把错题整理到本子上，红笔标注一下做错的原因，还有这题目考察的是什么内容，

自己有什么地方还是不懂等等。平时复习的一些公式，或者定理之类的也记在同

一本本子上，这样复习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比翻书要方便，到最后考试前一天也

要拿出来看，自己有什么做题要注意的地方就会很醒目的提示自己。

2.英语。我的英语水平比较低，所以英语复习的时候没什么兴趣，就逼着自

己背单词。开始的时候我用的是恋练有词，硬背感觉背不进去，就换了种方法，

把单词写下来，左边写单词，右边写词意，这样背的时候可以遮着一边，然后背。

我也下载了一个 APP 叫墨墨背单词，他上面有恋练有词的词汇，晚上睡前，背半

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大概从 30 个单词开始背，然后慢慢往上加，一直坚持到 12

月份。我英语底子不好，只能从背单词开始，然后慢慢开始做题，写作文模板。

我也尝试过背作文，但是我感觉不适合我，所以背了几篇就放弃了，尝试自己写

模板。真题题目用的是考研圣经，上面的解析很细，每篇文章会给出重点词汇，

阅读的翻译，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哪里理解错了或者为什么做错。考前最后看了个

刘晓燕的保命班视频课，她上面会教你怎么能蒙对题目，不过这算是有点投机取

巧了，还是建议大家踏踏实实的做一下题目，然后她也会教怎么写自己的模板，

我感觉也挺好的，文笔不好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3.政治。政治应该是从九月份开始的，开始看的是刘涛的视频课，用的是肖

秀荣的书，两个结合一下，刘涛讲课比较有趣，听着不无聊，他会举例子结合一

下内容来给你讲，记忆比较深刻。书上的选择题应该当作重点，每看一节课就做

完一节的题目，然后把错题隔几天再做一遍，一直做完整本书。肖四肖八还没有

出的时候主要背的是刘涛的小黄书，出了以后就背肖八肖四，一直背到考试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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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肖八肖四的重点，会有一些考研机构给整理，可以借鉴一下，打印出来背一

背。政治不要拖到十一月十二月才开始看，因为选择题也是很拉分的，选择做得

好总分就会高。后面的大题主要就看能不能抓到重点了，这个每个人的差距应该

都不会太大，但是选择题对了错了就很明显。

4.专业课。南工计算机专业课考的是数据结构和操作系统。我是从七月底开

始看的，数据结构用的天勤，操作系统用的王道，然后淘宝买的专业课真题和复

习资料，真题的这种复习资料还是建议大家找一下本专业的学长学姐，他们手里

的都是很有价值的，大家可以加一下关于自己要考的学校的群，然后问一下有没

有本专业的学长学姐，请教一下考研经验也可以的。专业课最主要的还是做题，

搞懂题目要求的是什么，用的什么方法等等。一些简单的代码也要会写，比如队

列和栈的一些简单操作，出队列入队列、出栈入栈、判空判满操作的代码等等。

还有一些重点算法，自己也要整理一下弄清楚过程。操作系统主要还是掌握里面

的概念，比如进程与作业的概念，进程与线程的区别等等。每年每个学校都会提

供每个科目的考研大纲还有招生简章，这些需要大家及时了解一下，便于以后考

研院校和专业的选择。每个学校的专业课考的都不一样，所以还有查一下目标学

校和专业要考什么，才能更好的复习。学校和专业一定要提早决定，定下一个目

标就不要再换了，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就行，不要三心二意。我之前身边也有人到

报名的时候还没决定要考哪个学校什么专业，这样就很影响以后的复习。

我的经验就先说这么多，希望大家对考研能有一个新的理解，也非常欢迎大

家报考南京工业大学，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谢谢大家。

三、问答环节精彩记录

1.问：学姐，能给些辅导书选择的建议吗？

答：数学的话，可以看一下汤家凤考研复习书和张宇 18 讲，线代用李永

乐的辅导书。英语的话可以用新东方的作文书，翻译，还有阅读理解等等。

政治可以用肖秀荣的全套辅导书，还有最后的肖八肖四，徐涛的小黄书。

2.问：学姐，您是怎么看待跨考的呢，比如我想从计算机跨到心理学。

答：跨考也是一种选择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虽然考研选择了跨

考，但是对这一门专业有兴趣就足够了，能够坚持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不

过据我所知，心理学要背很多书，考的内容也是比较繁多的，希望你能坚

持下去，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的。

3.问：学姐，考研是看大学的名气，还是看专业实力，还是看校园环境呀？

答：每个学校不仅有国家线一个要求，还可能有院线，专业线等，这些

都要早查清楚。然后按照自己的目标来指定自己的复习计划。

4.问：学姐，你有特别喜欢的明星吗？考研时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放松自己

减缓压力的呀？

答：哈哈哈，我喜欢白敬亭。有时候复习的时候会有心情很差或者烦躁

学不进去的情况，我一般会听个歌或者看电视剧来缓解一下。如果你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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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独特的爱好来缓解也是可以的，不过要适时的缓解，要提高自控能力。

5.问：学姐，请问您在考试的前一晚上会因为压力大而导致失眠么，如果

出现失眠的情况的话您觉得当天晚上该怎么调整呢？

答：如果失眠睡不着的话可以听一下舒缓的音乐，闭上眼睛放空自己，

也可以调整一下第二天的闹钟，晚点起床也是可以的，不要太影响自己的

复习就好。

6.问：学姐，为了以后更好找工作的话，您觉得大学需要考哪些证件？

答：四六级应该是必备的，如果有时间可以考一下计算机的等级考试，

争取拿到三级四级证书，对以后的升学或者就业也有好处。教师资格证也

可以考，也是一种就业的出路。还有其他的银行或者会计等等可以根据自

己的喜好来考，复习的时候会有动力。

7.问：学姐，请问考 985、211 比较差的专业，还是考不是 985、211，但是

专业实力过硬的呢？

答：各有各的好处，就算不是 985，211，比如杭电南邮的计算机专业是

王牌，但是就业前景很好。有的公司也会按照学校来分薪资的高低，985 211

的毕业生工资会高一点。

编辑：董玉峰

审核：张新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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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

连线天财，助力考研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天津财经大学应用统计专业的硕士，齐

鲁工业大学应用统计学 15 级的贾晴晴学姐，学姐本次与我们分

享了她的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和技巧。

一、嘉宾简介

贾晴晴，女，中共党员，本科担任学生会秘书部副部长，多次获得校级奖学

金，优秀三好学生，素质拓展奖。在校期间获得“校数学建模一等奖”、“亚太

数学建模 s奖”、“山东省大学生数学竞赛（数学组）三等奖”，荣获“山东省

省优秀毕业生”称号。于 2019 年考取天津财经大学研究生，担任研究生班长。

本科就读于齐鲁工业大学应用统计学，现就读于天津财经大学。

二、 学姐心得分享

各位学弟学妹们你们好，我是 15 级毕业生贾晴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分

享我的本科经历和考研经历，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大学我觉得成绩还是比较重要的，在评奖和推选党员方面会比较有一些优

势，如果大家当中有些同学是积极分子，争取在大四可以抓住成为预备党员的机

会，因为有些院校可能会开学后重新选积极分子，就会比较耽误时间了。再有就

是多多参加竞赛，在考上研究生后也是很有帮助的，导师也会根据这个来挑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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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他的学生的一个依据吧。如果有竞赛得奖的同学，考上后选导师会有些许优

势，但是在复试的时候，比如天津财经大学，这些竞赛奖项都没有派上用场，老

师们都没有看简历~所以如果没有的同学，也不必太过担忧，这些东西对你考上

考不上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好好努力准备应考知识就可以了。

考研期间，我是和两个小伙伴一块准备的，有人一起也能互相监督着。我考

的专业是 432 统计学，需要准备统计学导论（天财专业课考试科目）、数三、英

二、政治。下面我分别简单说一下这几门我是怎么复习的？

数三：基础阶段（3-7）：高数：先是看课本（了解考什么），看一章课本，

看对应的汤家凤老师讲解的视频，一定要做好笔记，后续做题有不会的知识点可

以及时看看。紧接着我就做复习全书上相对应的习题，抓紧时间巩固所学知识点。

线代：先看课本，看一章课本知识，看对应的李永乐老师讲解的视频，笔记一定

要做好，然后做对应的线代讲义上的习题，复习全书上的线代习题也是要做的。

概率论：看课本，看汤家凤老师的视频，做复习全书。

重点阶段（8-10）：高数：继续看汤家凤老师的视频，做笔记，主要以做题

为主，继续做复习全书上的题目，至少三遍以上；我在这个阶段买了汤家凤老师

编写的 1800，每天基本上都是以刷题为主。线代：看李永乐老师的视频，做笔

记，继续做复习全书和线代笔记。概率：看的是王式安老师的重点视频，做复习

全书。

冲刺阶段（11-12）：这个阶段我没有看老师的视频，主要以真题为主，买

的是张宇老师编写的真题和李永乐老师编写的真题两套，真题一定要刷两遍以

上，并且在做张宇老师编写的套题的时候，要掐着时间做题，找找考试的感觉。

最后是做了做李林老师的四套卷，竟然预测到了一道大题。

英语：基础阶段：早上留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背单词，我用的书是恋恋有

词，一般提前一天看朱伟老师讲解的单词的视频，然后第二天早上就背准备好了

的单词。先开始准备的是阅读，我是从 2004 年英语一开始准备的，一天一篇，

然后大约一周一套的速度进行的。主要在做的过程中要听唐迟老师讲解的视频。

开始时每一篇都要仔细研究，不要嫌时间耗费太长。

重点阶段：每天早上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背单词，这是我就没

有跟着朱伟老师继续看视频。到十月份左右早上开始背英语作文（王江涛老师）。

阅读开始一天两篇，第二天对做过的阅读进行修正。这时会逐渐强化对于长难句

的学习，跟着唐迟老师的视频做好笔记。翻译其实在整理真题的过程中也已经有

了一定的长进。

冲刺阶段：照样早上背单词，恋恋有词背过一遍的话可以接着背红宝书或者

真题里的重点词汇。这个阶段就可以做套题了，除了作文剩下的题掐着时间做，

培养考试感觉，自己也可以尝试在 11 月份左右开始写大小作文，最终形成自己

的模板，考试的时候直接套用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政治：我是跟着高联的全程班，在基础和重点阶段就不做多介绍；冲刺的时

候肖四和肖八是人手必备一本，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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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是在 8月份左右开始准备的，最初就是根据往年大纲看课本，最重要

的就是买的专业课资料，题库中的题凡是范围内的都要做一遍，重点笔记也是都

要背几遍的，这样才能记得清楚，最后就是历年真题，一定要好好利用，会和下

一年的真题有密切的关系。

三、问答环节精彩记录

1．问：学姐你认为做笔记很重要吗？你一般多久做一次笔记呢？

答：数学做笔记是比较重要的，差不多看一次老师视频就会相应的把笔记整

理好,日积月累就会有自己知识的一个小册子，对后面做题不会的时候查知识点

也方便；英语的话可以做一些长难句的笔记也是挺好的。

2．问：学姐，请问考研是要考有把握的还是要冲一冲？

答：考哪一种还是得看个人了，你可以先看着稍微难考的院校，以那个院校

为目标进行准备，其实你在准备的过程中会慢慢的就会找到感觉，逐渐知道自己

的差距，开始最好还是不要选择太有把握的院校，这样也会逐渐失去斗志的。

3．问：学姐，在备考过程中有没有过一段特别黑暗的时期？就比如，自我怀疑

的阶段？

答：自我怀疑会有啊，我觉得会在开始数学准备阶段，基本数学底子都丢了，

就觉得数学好难，然后那段时间是挺艰难的，但是底子打好了之后后面就会比较

顺利了。

4．问：学姐，请问考研复试看重什么？

答：考研复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最重要的当然是专业课，面试只要大大方方

的，正正常常的，对专业知识问题可以解答就可以了。

5． 问：学姐，请问参加各种竞赛和项目对考研帮助大吗？

答：我考的学校在复试的时候竞赛是没啥用的，老师简历都没有看；但是有

的院校会看。不过如果考上之后还是挺有用的，特别是选导师的时候参加多种竞

赛可以丰富你的知识体系，还是挺有用的，不过还是要参加高质量的竞赛，比如

数学建模什么的，含金量也比较高。

6．问：学姐，大学的绩点对考研有没有影响呀？

答：绩点高的话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你在复试的时候你自我介绍可以说

一下自己的绩点多少分，会有好感分的。

7．问：学姐，如何获取考研学校专业各方面的信息？

答：考研学校专业方面的信息去该校的官网找一下往年的考研信息，都会有

的。其次就是加相应的院校的群，群里会有学长学姐发的往年录取名单。

编辑：段霁轩

审核：董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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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

我与辽大有个约定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辽宁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的硕士，齐鲁

工业大学应用统计学 15 级的王范学姐，学姐本次与我们分享了

她的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和技巧。

一、嘉宾介绍

王范，女，在校期间获校一等奖学金三次，二等奖学金多次，国家励志奖学

金。曾获优秀团员，三好学生等称号。考研时以 382 分的成绩考取辽宁大学应用

统计学。

二、学姐心得分享

各类学科学习方法:

①数学规划(运筹学)

运筹学是各种算法。要学会的前提是要把这个算法搞明白，看理论特别的难

受，找一个例题，自己对着算法，对着答案，一步一步的去了解。

②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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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话肯定是多读多练多写，你光看的话，应该作用是不大的，如果说你要

准备考研，我建议大家就是提前突破一下单词和长难句，长难句在阅读里边儿是

占很大比例的，就是他可能很多的选项都是隐藏在这个长难句里，长难句又有很

多你不认识的单词，所以说你就要在长难句和单词下工夫，这是针对提前准备的

人，而不是对备考期间啊。

③高数线代类的数学科目

高数现代，其实他和数分高代没有啥区别，数学，你肯定是要先弄懂理论，

然后有针对的去刷题，不要盲目刷题。就比如说你把极限这一块理论都看完了，

你就刷极限这一块儿的题，你把中值定理那一块儿的定理弄明白了，你去刷中值

定理的题，而且不能一味的就是我刷完题对完答案就不管了，你要好好的分析，

特别是你错的，就算是你对的，你最好也看一下答案解析，万一是碰上的呢。

三、问答环节精彩记录

1.问：学姐，请问考研信息你一般是通过那些渠道了解的？高校不会发布他们考

研的信息吗？

答：研招网，或者是报考学校的官网，贴吧等等，还有考上的学长学姐，这是

最好的资源。各个高校均会发布考研信息，考试大纲，考试要求等等。

2.问：学姐，请问大一大二最重要的是学习来为考研做准备还是参加社团或者学

生组织来锻炼自己？

答：我身边的大多数同学都是在大三下学期正式准备考研的，战线不要拖太长，

容易疲倦，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都有同学选择放弃。所以大一大二在学业课的同时，

去参加些活动吧，锻炼能力，提升自己。

3.问：学姐，就你在本科的体会，考研成绩的好坏，和本科成绩的关系大吗？

答：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你付出努力的多少，方法是否正确。

4.问：学姐，考研时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吗？当周围同学想要放弃时，你是怎

么做的呢？

答：首先这个问题就是因人而异的，就看你想考上的决心大不大，如果你是那

种考不上誓不罢休，那么我相信你不会受影响；如果你是随大流，看别人考你才

考，那么对你来说可能影响就很大。

有同学要放弃，你要想想你已经坚持这么久了，何不在努力一下呢，就此放弃

不是太可惜了吗？

5.问：论文难吗？有什么技巧去获取，阅读？

答：关于论文，首先你要在本科的学习中。就要找到你感兴趣的方向，然后你

课外多搜集这一方面的书籍，论文，没事的时候你就拿出来研读，从前人的论文

中找到自己的方法。

关于获取，咱学校的图书馆就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平台，而且大部分都是能够

搜到的，再者就是知网，万维网等等都是很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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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学姐，考研的英语是不是很难呀？要打到什么水平算可以？

答：作为英语差生来讲，英语四级还是考了两次，而且还是擦线过，六级就更

别提了，英语四六级和考研英语一看关系都没有，考研英语更多的是做题技巧，

研读真题，就我这样的英语差生英语二还有 60 分呢，我现在的同学都有八九十

的，说起来英语想要过线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7.问：学姐，我想问一下 本科期间是多学习基础课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还是深

入学一门语言做项目好？

答：这个取决于你以后的考研方向以及职业规划，看你是想从事哪一方面的工

作，当然对考研来讲，你要是一门心思就像考上，你可以暂时缓一下对于语言的

学习，可以先学好文化基础课程，如果以后想从事语言编程的话，你完全可以读

研的时候自学，或者是报班学习，我现在的很多同学就是自学，所以说你要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来考虑，并不是人人都要一样。

编辑：刘 佳

审核：朱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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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

情满中石油，情系齐工大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石油大学计算机技术专业的硕士，

齐鲁工业大学云计 15 级的周明秀学姐，学姐本次与我们分享了

她的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和技巧。

一、嘉宾介绍

周明秀，原齐鲁工业大学，现就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硕士研究生。本科

期间曾获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浪潮优派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称号，

获得过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山东赛区二等奖，于 2019 年考取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

二、学姐心得分享

大家好，我是周明秀，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同学们分享一下大学期间学习和考

研的经历。

首先讲一下大学期间的学习，本科期间的成绩或许不是特别重要，但也不能

不重视，在考研复试中，有的学校（例如我报考的学校）会要求携带成绩单去参

加面试，好看的成绩会加很多印象分。在课余时间，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可以适

当参加点比赛，例如齐鲁软件设计大赛，蓝桥杯，数学建模等，当然考研主要看

的还是初试成绩，初试排名高被刷的可能性也小，不要本末倒置。

下面是我考研期间的一些复习方法。

1.数学。我是看的汤家凤高数课和李永乐的线性代数课（搭配线性代数辅导

讲义）。视频课只是辅助作用，可看可不看，重点还是要多做题多动脑，将学到

的东西落实到纸面上，视频看会了不一定会做题！

2.英语。主要是背单词+做真题+背作文。其实背单词用什么书都差不多，重

点是要坚持。推荐一个在新东方看到的背单词方法:10 天搞定考研单词/20 天搞

定考研单词，缺点是每天花费时间比较长，具体方法不详述了，感兴趣的同学可

以去搜索一下。背作文是 11 月底开始的，那时各个机构都会出作文押题的便携

版小本子，于是就买了个王江涛的考前预测 20 篇，里面有很多作文题型，每个

类型背背模板和一两篇范文就可以了。

3.专业课。我报考的学校专业课只考查了数据结构，所以主要使用课本和《高

分笔记》来复习，用《王道》也可以，里面的题目比《高分笔记》要多一些。购

买真题最好找考过的师兄师姐咨询一下，有的学校有丰富的期末考试题和真题，

但是像我报考的学校题目就非常少，在某机构买了之后发现一多半都是打印的

ppt，真题也是网上能搜到的，几乎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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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治。肖四肖八一定要看！可以只做选择题，有余力的稍微看看大题知识点，

最后四套卷的大题一定要认真看，上面的考点都要重点背一背，19 年考研几乎

全押中了。

补充一下关于手机的问题，考研期间影响我最大的就是手机，学一会儿就想

刷一刷，卸载常用 app 都不管用，最后还是去买了个小闹钟，手机放宿舍里，对

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学习效率明显提高。

最后祝学弟学妹们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三、问答环节精彩记录

1.问：学姐，数学一二三有什么区别呀？

答：数学一考察的知识点最多，学硕基本都考一。数学二少一点，不考概率论，

专硕一般考这个。数学三不是很了解，但是计算机专业基本不考。

2.问：学姐,英语基础超级差怎么办啊？

答：不要慌,我英语也不好，大四前一直没过四级，但是也直接背考研词汇，

多练真题，作文背背模板，只要能坚持下来就不会太差。

3.问：学姐你好，你在备考时有没有遇到特别黑暗的阶段？比如说自我怀疑，学

姐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呢？

答：自我怀疑好像没有，我是相信付出多少就能收获多少的，如果感觉学习效

果不好可能是方法不对或者练的不够，如果心情一直不好的话可以去看看自己喜

欢的小视频呀，听音乐呀，先走出这个黑暗的情绪。

4.问：学姐你好，我想问一问考研的话，平时有什么加分的比赛或活动吗？

答：加分一般都是复试的时候让老师加点印象分，我面试的时候被问过有没有

参加蓝桥杯之类的软件设计比赛，只要参加活动能说出来大概都是可以加分的，

比没有好，但也不是必不可少。

5.问：学姐，c语言感觉比较难，请问怎么入门呢？

答：我们当初学习 c语言是直接上的必修课，上课认真听讲，把例子跑一下，

可能一开始不懂，坚持下来看的多了，练的多也就会了。不要害怕学不会，毕竟

要学的语言还多着呐，大体上都是差不多的。

6.问：学姐，数模比赛主要是怎么准备呀，想要参加这个比赛有什么条件吗？

答：只要会数学或者编程就可以，我们当时是找老师报名，暑假参加了一个假

期的培训，需要用的知识老师会指导我们学习的。对了这个需要三个人组队参加，

最好事先找好队友。

7.问：学姐我的英语也特别差，可以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考研英语的

吗？

答：是暑假开始看的阅读，真题几乎每一篇都逐字翻译了一遍，但是我单词靠

突击，最后考的英语二没有英语一难度大，所以最好比我早点准备。

8.问：学姐，考研是看大学的名气，还是专业实力，还是看校园环境呢？

答：如果专业实力不是特别强，我会选择名气大的，985，211 这种，好学校

的环境其实也不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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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问：学姐，想问一下当初你们大三上的时候在数娱广场上课时，课程都听不太

懂怎么办？而且老师一上来直接写代码，快考试了也不知道怎么复习，学姐当时

怎么做的呢？

答：上课最好跟着老师写代码，他写什么我们练什么，跟不上就拍下来。考试

我记得会画重点的，不要太担心。

10. 问：学姐，怎么知道自己考英语 1和英语 2？

答：每个学校都会列出来考试科目的，分学硕和专硕，具体考 1还是 2看报

考的学校怎么要求。

11. 问：学姐本科时编程能力怎么样呢？如果编程能力、逻辑思维不太好，建议

报考计算机专业吗？

答：我觉得还好吧，作业基本上都能做出来。主要看喜不喜欢啦，多练练编

程能力可以提高的，能考上大学大家都差不多，跨考其实也挺难的，全靠自学。

12. 问：学姐，从咱学校考到 985，211 是不是也挺难的呀？

答：这个，加油复习都是有希望的！不要自己吓自己，可能你未来就是考上

的那一个。

13．问：复试的时候会有上机编程吗？专业课数据结构试卷会有写代码题吗？

答：看学校，我报考的学校 19 年复试前几天突然通知加了上机。担心的话

可以提前打听一下。我考的时候最后有两个编程题。

14. 问：学姐，进入大学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比赛之类的，但是总感觉自己

都不是很感兴趣，不太想参加。这种心态是不是不太对呀？

答：很正常吧，我大学也没参加过什么活动，大三突然发现自己简历过于空

白，所以才去参加比赛的。

15. 问：学姐当初为什么选择考研而不是就业呢？

答：因为有个朋友，比我早一年开始实习，经常加班到很晚，还要学各种新

的知识，并不比考研轻松，加上家里也支持，就选择考研啦，想尝试一下不同的

路。

16. 问：学姐，你在考研的过程中是和同学一起吗？在考研时是怎么放松自己的

呀？

答：我是和两个舍友一起的，感觉自己学的很充实（累）之后就去买杯奶茶，

考研太苦了，需要喝点甜的。

编辑：马涵骁

审核：段霁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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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

考研温情在，假期伴你行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计算机技术专业的硕士，齐鲁工业大学云计 15 级的田潇天

学长，学长本次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

和技巧。

一、嘉宾介绍

田潇天，男，中共党员，本科担任云计 15-1 体育委员，多次获得校二等学

习奖学金及素质拓展奖，在校期间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山东省二等奖”，

“美赛建模 S奖”等。于 2019 年考取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性能计算，稀疏矩阵的数据结

构。2019.7-2019.10 参与并完成了《面向神威高性能计算机的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低电压设计模拟仿真》项目。2019.12-至今，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

所参加国防基础科研核基础科学挑战计划项目。

二、学长心得分享

同学们好，我是本次给大家分享的学长田潇天，本科专业是云计算，现在就

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信息学院读计算机技术专业研究生。很高兴能参与本次

活动，我想先从以下三个方面简单给大家聊一下。

网络授课

先说明一下我对网课的态度，因为我考研时就是以看网课为主（我看的考虫

系列），所以个人对网课的作用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几点好处：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选择进度；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重点可以反复听，不重要的可以略过等等。

缺点也存在：缺少互动；不一定能投入进去；有问题不像在课堂上时能够及时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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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考研时看网课的经验，这次疫情比较严重，咱们学校为了大家安全着

想为同学们开的网络授课，我是很赞成此行为的，要不然开学了剥削大家的周末

假期效果更不好。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网络授课，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打算：

建议大家每一节课都要去听，因为可能会涉及到出勤之类的，但是听的时候，一

些很水的课听个响就行，完全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读个 PPT 这种的，考试也会给

范围的。但是对于一些重要的专业课我建议大家认真听，遇到重点难点截图，我

是学计算机的，建议大家 <数据结构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组成原理 操作系

统>计算机专业的四门大山大家一定要好好听！这四门专业课无论是在研究生考

试（初试不考，复试也会用到）中，还是在未来的学习工作中都必不可少。

考研经验

考研的经验我还真给不了太好的建议，因为我本人初试考的也不高，复试逆

袭考上的。最主要的就是要坚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然后持之以恒的坚

持下去就够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是最好的方法。我问了我们专业前三名的同

学，其中一位是睡到早上 10 点多再去图书馆晚上学到 12 点；一位是 9点多开始

学习，学习的时候手机放旁边看剧。所以适合自己的就好，千万不要盲信网上或

者学长学姐的方法。

精力分配上建议大家主要抓数学和专业课，政治 50-60 应该是比较普遍的，

英语不好的同学也要注意一下，我们那届有很多其他科考的很好但是英语差一两

分没过线的，很可惜。备考初期大家时间随意，再后期开始刷真题的时候建议大

家按照考试的时间来做，早上学数学，下午英语专业课这样。

做题或者资料的选择上以真题为主，大部分的同学是没有余力做什么预测题

拔高题之类的，意义也不是很大。真题反复的刷，两三遍后再做也不一定能全弄

懂。第一遍过后就可以只刷错题了，我是买了四套真题（数学），第一套做完后

把其中的错题记下来，在第二套中只做相应的题，第三套也是如此，只做第二套

中的错题。第四套裁剪下来做错题集，记录方法之类的。这个方法仅供大家参考，

对于英语我建议是从头到尾都要做，我刷第三遍的时候以为阅读答案都记住了但

有时还是会选错。

然后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生个病哪怕是感冒也会影响复习进度，在人生

的关键道路上大家就不要太在乎自己的形象了，该穿的衣服多穿几件，素颜学习，

你们努力奋斗的样子是最美的！

最后再说一下考研和找工作的权衡，大家心里都要有杆秤，衡量清楚自己想

要的是什么，万一考研失败的话后果是否可以承受，多与家人沟通沟通。祝大家

考研的能考上心仪的院校，工作的也能收到高薪 offer。

研究生生活

读研期间的生活是苦是累完全取决于导师！导师项目多热衷科研的话那组里

的学术平时也会很忙，如果导师比较佛系那可能都见不到几次。各位同学在去复

试前有条件的话多打听打听老师们是哪一种类型的，导师基本上能决定你这三年

是辛辛苦苦做项目发 paper 还是舒舒服服的混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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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下我吧，我导师比较年轻然后实力非常强，对科研很看重，我也有

幸跟老师参加过会议，做过项目，现在课余时间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

所参加国防基础科研核基础科学挑战计划项目。虽然很累但是收获很多，感谢导

师，没有导师提供的平台我也接触不到这些。

读研期间除了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外，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开拓自己

的眼界，会认识很多优秀的老师同学，技术大牛，领域内的专家。这些可能都是

大家未来学习工作上的助力。如果老师经常开会交流的话有机会跟着导师国内国

外的转转，大家见识的多了，想法可能也就不一样了。听过这么一句话，真假不

可辨“如果你们清北学生的目标只是在北京买套房，那祖国的未来就没救了”，

咱们虽然不是，但也要志存高远，报效祖国！

三、问答环节精彩记录

1.问：请问学长复试逆袭有秘诀吗?

答：这个有一点经验吧,我们面试的题是有个题库,我在别人面试出来后,本着

大家谁也不认识谁的思想,问了很多同学考的啥。然后赶紧在网上查相关的资料，

到我进去面试的时候真有我查到的。那些题都比较超纲，书上没有，有个老师问

我怎么知道的，我如实说的，老师说我学习能力不错。然后我本科的时候也学的

还行吧，别的回答的也不错。

2.问：学长好，我想问下面试大概会有什么方面的问题呀，然后面试对最后决定

能不能考上的影响大嘛？

答：每个学校不一样吧，我们复试的时候那一年刚加了上机考试，面试题就是

我说的那 4门里面出。也会根据成绩单看看你学了什么老师感兴趣会问一些。我

们 60 个进面试的，录取了 40 个，淘汰的还蛮多的。

3.问：请问学长在备研期间有准备复试的科目吗？

答：我完全没准备复试，是给我打电话通知的时候才知道的，然后看了两天，

也没看进去。我以为进不了面试了，就没准备，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只要过了线就

准备一下。

4.问：学长，就你的经验来说，大学获得奖在面试中占的大不大？

答：获奖的话我觉得不如有科研经验来，建模大赛老师一般看不太上，比如咱

们学校老师的一些项目啦，写过论文啦，之类的。因为研究生不是让你去打比赛

的嘛，有获奖只能说明你技术不错。这点想跟大家说一下，不要觉得多难，咱学

校的老师也有不少有科研项目的，老师们可能也会想有学生帮帮忙，这就是个很

好的机会 主动去找一下老师的有用。在来了后发现这里的很多大一大二的学生

都跟着老师做项目，我暑期参与的项目里就有大一大二的学弟。

5.问：学长好，考研复习期间你一天能集中精力学习的时间平均大概有多长呀？

答：状态好的话 7.8 个小时吧，很难长时间保持下去。

6.问：学长，想问一下复试中机试是怎么样的？

答：上机考试形式和咱们上机差不多，有几个老师溜达，我们是有一个系统，

和 ACM 竞赛的差不多，有在线提交的功能。我们是第一次机试，没有作为面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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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7.问：学长的数学是怎么学习的或者说数学跟着谁学习比较好一些呢？

答：我数学不是很好，我是看的考虫的网课。学习方法之类的我觉得得找到适

合自己的。网课有很多，张宇的，汤家凤的都很好。从一而终就行有很多线下的

培训机构也可以参加，但我觉得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

8.问：学长，对于我们理科生而言，考研中的政治，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吗？

答：政治的话我觉得不需要太担心，大家都是靠背的，选择题仔细坐一坐肖秀

荣出的 1000 题或者别的机构的（都差不多），主观题建议背诵肖秀荣最后四套

卷，政治一般拉不开分。

数学和专业课是主要矛盾，还有一点，大家有读研想法的话，一定要提高

自己英语阅读的能力。因为看的论文全都是英文的。大家以后发的 paper 也大都

是英文的。因为都是同一领域的，基本上就那些专业术语，但是刚开始看会非常

累。

9.问：学长，那你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考研呐？

答：我是大三下学期，大约 3月开始准备的。但是那时候还有课，真正开始是

6月份，群里今年考研的同学们不用把战线拉得太长，不用现在就开始学，现在

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就好，要不然 7.8 个月高强度学习真的是太累了，大部分同

学都是中途放弃的而没考好。

10.问：学长，当时你是怎么选择学校的，学硕还是专硕。还有，专硕和学硕主

要有那些区别啊？

答：我首先想去北京读书，然后 985 没怎么想，就想在 211 里找一个，正好

有认识的学长在这，给我推荐了一下我感觉不错就报这了。我是专硕，我是觉得

区别不大，考试的区别就是学硕难一些。然后专硕不能直博，想读博士的话要再

考。学硕想读博可以申请，一般导师有名额就可以直接读。

11.问：学长，对于考研英语的学习，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学习方法吗？

答：英语就是多刷真题！单词背一下，我建议是背真题里不会的单词，效率

更高一点。

12.问：学长，你大约是几月份确定好学校的呢？

答：我是在 10 月中旬确定的，在那之前还犹犹豫豫，是感觉后面复习不完

了，就把几个专业课考的多的学校排除了。

13.问：学长，高考数学成绩差和考研数学成绩有关联吗，还是只取决于大学期

间的学习呢？

答：没啥关联，甚至大一大二的成绩不理想也不耽误大家考好学校。我觉得

大家大一大二学完可能也就不会再用了，都是从头开始复习。

14.问：学长，对于假期的时间，您有没有什么提高效率的安排方式或者小方法

之类的？

答：我自己的经历的话真没有啥好办法 家里是真学不下去 要不是有作业

和导师的压力我真不想在家学习。如果是暑假留校的话，那还是很好的，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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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也不用上课，整天的时间用来备考我觉得效率还是很高的。大家在备考期间，

如果能克制自己玩手机的冲动的话是最好，那别的也影响不了你，如果克制不了，

那我建议大家准备一个老年机或者不太智能的手机，不然效率真的不会很高。

15.问：学长，你考的这个学校这个专业，英语 数学和专业课分别的考的什么？

可以说一下吗？

答：我是专硕，数学二，英语二，专业课是数据结构。计算机专业的话建议

大家看，天勤高分笔记和王道的资料。

编辑：朱雯婷

审核：刘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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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期：

考研温情在，假期伴你行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青岛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技

术专业的硕士，齐鲁工业大学云计 15 级的邢彤彤学姐，学姐本

次与我们分享了她的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和技巧。

一、嘉宾简介：

邢彤彤，女，原云计算 15 级 1 班学生，现为青岛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专业研究生。本科期间多次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等称号

和学习成绩奖学金。研究生主要是深度学习方向，kaggle 中能源大赛银牌。研

究生初试成绩 320 分，排名 22。

二、学姐心得分享：

1、学习态度

现在的大家要端正好学习态度，不用怕考勤，不用怕考试。不要有花样的学

习，就本分听课做题最好。当你注意力不集中时，你可以固定座位，跟同学分开

坐。一开始肯定不太行，控制不住，手机诱惑太大，慢慢来，减少摸手机的次数，

或者看看，摸摸，就继续学习。

2、考研经验

按照我现在过完了本科的想法是，只跟着老师走是远远不够的，你也不用太

在意学的啥样，当然肯定是要好好学的。多看点儿资讯开阔思路最好了。而且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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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影响不大，要是初试没问题就不用怕，初试名次靠后可能会有影响吧，除非你

面试的时候让老师知道你挺有实践能力的，老师就不看你本科考试成绩了。

3、学习方法

大二的同学们，还是要好好学好专业课，扎实一些，数学英语自己别落下。

再除了老师讲的，多了解一些，自己对整个领悟什么情况，怎么发展，有一定的

掌握，订好自己有什么路线吧，我个人建议。考研之前我没报班，跟着网课学的。

这个根据自己，我觉得我可以跟着网课学，而且网课的老师是知名的老师，报班

的授课老师我也不知道。选择大学之前，一定要确定好的导师。每个导师研究方

向，业内地位都不一样，跟一个好的导师是很重要的，而好的导师都是要好学生

的，怎么选呢，当然根据你获得过什么奖，本科考试绩点啦。

三、精彩问答

1.问：学姐，研究生还会和大学一样有许多的社团活动吗？

答：有一个研会，很小的一个规模，主要是配合本科来策划一个活动的，社团

就没有了。

2.问：学姐在考研过程中，有什么新的体会和成长吗？

答：大部分都是读论文，做研究。

3.问：论文难吗？有什么技巧去获取，阅读？

答：关于论文的研读，我也还在探索中。在开始没定方向的时候，还是多看一

些，选择能自己选择出一个方向最好。定了方向之后，就要找尽可能多的论文来

看，打开自己的思路。

4.问：学姐，考研的英语是不是很难呀？要打到什么水平算可以？

答：我英语很差，四级考了很多次，最后就考了两次六级。英语二 56，考研

英语跟四六级相关性也不大，有很多六级没过的，75+

5.问：学姐，我想问一下 本科期间是多学习基础课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还是深

入学一门语言做项目好？

答：你以后考研方向自己有想过吗？有精力的话，我比较推荐多学学语言，到

时候根据老师给你的思路，你就能自己跑代码

编辑：魏雪雯

审核：朱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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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期：

考研温情在，假期伴你行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数学专业的硕士，

齐鲁工业大学信计 15 级的郭月迪学姐，学姐本次与我们分享了

她的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和技巧。

一、 嘉宾介绍

郭月迪，女，共青团员，本科就读于齐鲁工业大学，主修:数学分析，高等

代数，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15－19 年获得一等二等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参加过三次数学建模竞赛，拥有丰富的竞赛经验。本科就

读期间考取计算机二级证，及英语四六级证。于 2019 年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研

究生，主修泛函分析，动力系统，非线性分析，点集拓扑学，实分析与复分析，

微分方程等课程。

二、学姐心得分享

各位学弟学妹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15 级学姐，本科专业是信息与计算科学，

目前研究生就读的学校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数学方向。下面我将以我自己的

个人经历说一下考研的注意事项。

因为我考的是数学，所以和大部分考生不太一样。我考政治，英语，数学分

析和高等代数这四门。首先，政治的话大家可以看网课，因为我报的是辅导机构，

不太清楚网课的事宜，但我感觉效果都差不多吧，大家考的分数也都相近，看自

己适合哪一个。大家在最后尽量看看肖四肖八。今年的不太清楚，上一年感觉还

可以，能看见几道原题的影子。英语的话，词汇最重要，多背几遍词汇，把真题

从头到尾把选项弄清楚。英语需要重视一下，很多人就是英语没过线才不能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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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课的话，我考的学校我感觉难度还挺大的，如果前期你的基础掌握牢固

的话，后期还需要做大量的练习题。数分的话就建议做裴礼文的《数学分析中的

典型问题及方法》，高代的话我是从老师那里拿来的曲阜师范大学练习题和杨子

胥习题集，其实还有很多优秀的习题，但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了。其实最主要

的就是拓宽思维，掌握重要定理的证明还有一些课上没有讲的判别方法。我们课

上讲的都太浅了，需要自己拓展。这就是我对考研的建议。

考研的学弟学妹们，如果是大四已经考完的，感觉有可能有希望的话，就赶

紧准备复试，能准备多少算多少。如果是大三的话，你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建议

这个时间段努力准备开始学习吧。从英语数学开始。大二大一的话，有充足的时

间，你们可以去参加个社团或者参加学生会锻炼自己，也可以努力学习专业课，

为考研打基础，建议你们现在有空做做杨子胥习题集，真的很不错。

不考研的学弟学妹们可以学一些你未来就业可能会用到的技能了，因为我不

太了解其他专业或者方向的就业情况，但有些从数学专业出来的学生做计算机方

向也不错。如果你觉得自己现在学的只是还不够，也许考研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三、问答环节精彩记录

1.问：学姐你平时怎么学习的？有什么好习惯吗？

答：我一般大部分时间都认真学习专业课的，我们数学专业的课程比较难，养

成每天都弄懂老师讲的知识点，然后在拓展练习。

2.问：学姐，我看你介绍，参加过数学建模，有什么技巧吗？和平时的竞赛感觉，

有什么区别呢？

答：如果时间够的话看看数学建模的书，我们现在学的都太浅了，要多和老师

交流。区别的话，时间比较紧张，需要全身心投入。

3.问：学姐请问考研面试的时候有歧视双非这种情况吗？你当时面试的时候老师

有没有考虑这一块呢？

答：一般不歧视的，主要是看初试和复试的分数，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4.问：学姐，你考研复习每天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复习了几轮？

答：我一般从早上 6点到晚上 10 点，复习了三轮左右，先是基础，外多做题，

最后看真题。

5.问：考数学方向，怎么选择学校的呢？

答：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喜好选择，不用太急选择学校，先多看书。

6.问：学姐你当时考四六级是怎样练习英语听力的？有没有一些好的习惯呢？

答：用真题练习，要多听多读。

7.问：学姐，你什么时候才确定考研的方向?

答：一般要早确定自己的考研方向，因为不同专业不同学校考的书不一样。

8.问：学姐，你复试的时候是笔试加面试的形式吗，有英语口试吗？

答：我是先笔试再面试，面试过程中先英语再专业课知识提问。

9.问：学姐，数学专业考研是固定的就政治英语数分高代吗？

答：不是的，不同的学校要求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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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问：学姐，考研这一整个过程，你觉得哪个部分最需要下功夫呢？

答：数学和英语是重中之重，先学好这两门。

11.问：学姐，你是什么时候复习的？怎么复习的？需要报班吗？

答：我是 3月初开始复习的，大学里我一直都有做题拓展，根据自己的情况报

班，一般是政治和英语。

12.问：对于计算机专业考研的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答：你要在初期好好学习数学，再确定一个计算机比较好的院校。

13.问：学姐，英语政治是不是统一考试？

答：是统一的，但有英语一和英语二之分。

14.问：学姐，哈工大复试中英语是怎么考察的？

答：我面试的时候就只是英语自我介绍，之后就是抽题，回答你所抽到的问题，

都是本科期间学的。

15.问：学姐，哈工大是考英语一还是英语二？

答：分专业，一般都是英语一，你可以去官网查一下（哈工大研招网）。

16.问：学姐，计算机二级有用嘛？在你现在看来，大二了还没考。

答：实际上好像没得有用。

17.问：学姐，我想问个生活类的，研究生感觉如何?

答：不同专业研究生生活不一样，工科一般在实验室，我们数学类的一般是上

课和讨论班(就是讲论文),数学专业想继续学的话考研是最佳的选择。

18.问：学姐，请问对于这种长假期有没什么建议啊？

答：我不是很清楚我们齐鲁工业大学有没有开始网上授课，如果有的话，大家

还是要好好听讲的。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找一些网课上。

我建议数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期间多学些数学专业课，例如泛函分析，拓扑，近

世代数之类的，以后如果上研究生的话会很有帮助。或者在假期培养一下自己的

兴趣爱好也挺好的。在 B站上有不少老师讲课视频，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搜搜。其

他专业的也可以在假期多在网上学习自己的专业课。

19.问：学姐我也想问关于生活上的，考研时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放松自己减缓压

力的？

答：可以在你累的时候和你的同样考研同学或者室友交流一下，每个考研的人

都有压力的，但同时也有动力，少些负面情绪。

20.问：学姐专业课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啊？

答：分专业的，如果不是数学专业的话建议到暑假左右，先看数学和英语。统

计的话如果考数学一的话建议专业课到后期。

21.问：学姐当初如何决定方向的呢？快大三要选方向了，还没有明确的目标，

当初专业同学里，方向的比例是怎样的呢？选数学方向的多嘛？

答：当初分方向的话，选数学的大概有 8－9个人，基本上都选择考研了，学

其他方向的人也都不少，看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的打算。

22.问：学姐，数学建模组队还有什么小技巧或者感悟嘛？能不能多说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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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你参加建模的时候，是怎样选的队友？

答：尽量找身边比较厉害的人参加，比如计算机比较厉害的，真的很有用，大

部分要靠计算机编程实现，还有跟个好老师，我觉得李彬老师就不错。

23.问：学姐当初考研的时候每天作息是怎样的，一天学多久啊？早晨几点去学

比较好呢？

答：早上 6点到晚上 10 点，最后冲刺的时候要全身心投入，最后政治和英语

作文是关键。

24.问：学姐，我先现在是大三应用统计学，看了学姐考了英语政治数分高代，

答：初期准备一般都是按照学习高数来还是复习数分高代啊？

高代和数分两个都要在初期看完课本和课后习题。有的学校数分和高代都挺难

的，要有心理准备。

25.问：学姐，你觉得至少具备什么基础，才有资格参加建模？

答：想参加都可以参加，毕竟得国奖很光荣，毕竟还有培训，是个锻炼的好机

会。

26.问：学姐，有什么推荐或者习惯的提高学习效率的好方法嘛？

答：能坚持 2个小时不看手机就挺厉害了，其实我的效率也不是很高，但贵在

坚持。其实大学学的都比较深，效率高固然好，但你能认真思考和总结也很重要。

27.问：学姐当时什么时候确定的学校？

答：我是初期就想考的，但身边关心我的人也是感觉目标太高了，其实我也挺

动摇的，但每天都有在努力学，但后期也是很崩溃，但劝自己不行还可以调剂。

28.问：请问学姐，考试去哪里考啊，去考的学校那里嘛？

答：大四考的时候在你学校所在的城市考，复试在你考的学校。

29.问：数学建模培训的时候时间怎么安排的啊？

答：我记得培训在暑假，数学学院一般会有通知，可以问一下同学。

30.问：学姐，泛函分析，复变函数，拓扑推荐哪本书比较好？

答：我建议是看视频，我看书一般都很蒙。

31.问：学姐，数分高代第一轮复习，几月之前完成比较好？

答：暑假前复习完。

32.问：学姐，你当时是根据什么情况确定的学校？除了个人十分喜欢，就像高

答：考报学校也得看排名吧。

根据你想去的城市，大学排名，还有学校里你专业的排名。

33.问：学姐觉得李扬视频怎么样？

答：我感觉很好，但前提你得看完课本，先系统化学习一下，李杨的题挺难的，

根据你选的学校难度来做题，当然如果你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

34.问：请问学姐现在网课是不是很少有专门高代和数分视频啊？

答：我不太清楚，数分和高代我主要是做题。数分和高代比较容易理解，主要

做题拓展思路，这很重要。

35.问：学姐，考研以什么样的心态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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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初期可以目标高一点，不要有太大压力，每天都要进步吧。

36.问：学姐也会偶尔拿出一两天来专门休息吗？

答：不会刻意的选择休息时间，累的话就看几个小时电视剧。

37.问：学姐你们学校复试的时候会有歧视吗？

答：一般不会的，我当时也很害怕，但我初试是第一，所以不是很担心。

38.问：学姐，信计专业考研率怎么样呀？考上 211.985 的有多少呀？

答：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也不同，不好说。好像有 7，8个考上 211,985 的。

39.问：学姐考研时，数分高代遇到不会题，怎么办？

答：心情肯定很不好，但要全部都做完。

40.问：请问学姐是专硕还是学硕啊？

答：数学只有学硕，统计是专硕。哈工大研究生都是两年，对学工科的学生挺

好的。

编辑：游卓雅

审核：魏雪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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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期：

考研温情在，假期伴你行

本期，我们邀请到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会计专业的硕士，

齐鲁工业大学统计 15 级的孔童童学姐，学姐本次与我们分享了

她的学习之路以及考研路上的艰辛和技巧。

一、嘉宾简介：

孔童童，女，本科主修应用统计学，辅修会计学，2019 年考取重理工大学

会计学院会计专业硕士。在本科期间获得多次校二等奖学金、素质拓展奖，也曾

获得省励志奖学金，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山东赛区二等奖，第七届山东省大学生

数学竞赛（数学专业）三等奖、“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在课余期间参加校健

美操大赛等活动，并曾担任院文艺部部长。在研究生期间完成学业任务的同时担

任研究生办公室助管一职，并参与迎新晚会的表演。

二、学姐心得分享：

大家好！我是统计 15 级的孔童童。我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下面四个方面的

内容。第一，挑选院校的注意事项。第二，考试科目备考安排。第三，作息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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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态调整。第四，互联网+会计/审计。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大家的考研路程

起到一点帮助。

1、挑选院校注意事项

（1）学硕与专硕的区别

简单来说，学硕就是重基础理论学习，专硕重实践学习，学费相较学硕来说

会高一点。两者的难度主要体现在英语一与英语二的区别。

（2）地理因素（一线城市或其他城市）

如果你是想在大城市拼，那就选择你最喜欢的一个城市，最好考取该城市的

院校，因为就业和实习这两方面会有很大的便利性；如果想在家乡发展，或者离

家不是太远的地方，就选择你家乡或是你青睐地方的院校。

（3）院校和专业

有很多同学会纠结院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这当然看自己的想法了，如果你

并不是很在意专业，有名校情结，自然优先考虑热门学校，院校和专业都挺重要

的，一般来说，理科生可以跨考文科类的专业。

(4）招生人数（招生人数为个位数时要慎重考虑）

我在选择院校和专业时我考虑了以下几点，我对于财务方面还是比较感兴趣

的，在大学也辅修了会计学并且考取了初级会计资格证，有一点的会计基础。毕

竟是跨专业，对于自己的专业课程还是不够自信，所以我选择了会计专硕，考试

科目是管理类联考（包括初等数学、逻辑、写作）和英语二，在一天内考完，难

度会降低很多，但竞争对手会增加更多。最终选择重庆理工大学是因为重庆好吃

又好玩，经济发展不错，学校的会计专业招生人数多，难度我觉得中等。

2、考试科目备考安排

3-6 月份基础阶段，7-9 月份提高阶段，10-12 月份冲刺阶段。在宏观计划

制定后，每天的目标也要安排好。

（1）英语二

在基础阶段，我跟着朱伟的《恋练有词》扩大词汇量，每天早上观看朱伟老

师的单词，到了这学期结束，单词书已经看完了两遍，词汇量扩大了很多。因为

考试科目较少，英语我就安排在了每天下午学习。7-8 月份我跟着唐迟老师学习

长难句和阅读技巧，并利用英语一的阅读进行练习。9-11 月份做了两遍英语二

真题，花一个下午做题，两三天进行整理。在 10 月份开始了王江涛老师必背作

文的背诵，上午背诵，下午默写，在后期对长句子写作的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最终的英语二成绩是 74 分也通过了六级。

（2）管综的备考，我就不细说了，如果有学弟学妹感兴趣可以问我。

最后 12 月份的时候我为了适应考试，会在周六进行考试的模拟。其他时间

进行错题整理和知识点回顾。

（3）复试

会计专硕的复试一般学校占比重是 50%，会有专业知识的考核，所以我在初

试成绩公布之前就准备了点专业课的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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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息安排与心态调整

我的时间安排对于其他专业的同学不具有参考性，大家自己调整。给自己

留出早读的时间，上午的学习时间是 8点半到 11 点半，下午是 2点半到 5点半，

晚上 7点到 9点半。

考研最后冲刺阶段最重要的是心态放平。心态可能更多是自己的付出和心思

决定的。计划好，完成好了计划，满满的成就感，不会慌。知识掌握扎实了，就

会有满足感。考研期间可能会经常听到“我数学看到哪哪哪了”，不要慌，按照

自己的节奏，稳扎稳打的来就好。实在心态崩了，就找个自己的方式去释放压力

吧。

4、互联网+会计/审计

有很多同学本科学习了云计算、Python 等编程语言，如果又同时对财务感

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PR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其本身的含义也就是财务

共享服务。

财务共享服务是依托信息技术以财务业务流程处理为基础，以优化组织结

构、规范流程、提升流程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或创造价值为目的，以市场视角为

内外部客户提供专业化生产服务的分布式管理模式。我的分享就是这些，大家先

看一下吧，有问题可以提问。我目前就读于重庆理工大学的会计专硕，初试考试

科目是管理类联考与英语二。

三、精彩问答

1.问：学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考研的呢？

答：二月份一直在查找以往备考计划的资料，制定了大体计划后三月份正式开

始的。

2.问：复试的时候计算机证书重要吗？

答：在复试的时候，老师主要是看你的整体素质以及专业的把握，对于计算机

二级证书的参考性会很小。我觉着对于数学计算机专业考个除 office 之外的证

书，对自己能力的提升还是有帮助的。

3.问：学姐，考研的过程和平时学习的过程有什么区别吗？

答：平时学习说实话是为了应付考试，除了上课就是在考试前会突击复习，知

识的掌握可能只是片面的。但考研是个长期过程，是对知识从浅入深的过程，是

需要坚持不懈的。

4.问:学姐，平时参加一些比赛获得的奖项，对考研成功会有很大影响吗？

答:平时学习说实话是为了应付考试，除了上课就是在考试前会突击复习，知

识的掌握可能只是片面的。但考研是个长期过程，是对知识从浅入深的过程，是

需要坚持不懈的。

5问：学姐，请问大一大二最重要的是学习来为考研做准备还是参加社团或者学

生组织来锻炼自己？

答：我身边的大多数同学都是在大三下学期正式准备考研的，战线不要拖太长，

容易疲倦，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都有同学选择放弃。所以大一大二在学业课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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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参加些活动吧，锻炼能力，提升自己。

6.问：学姐，就你在本科的体会，考研成绩的好坏，和本科成绩的关系大吗？

答：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你付出努力的多少，方法是否正确。

7.问：学姐，考研时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吗？当周围同学想要放弃时，你是怎

么做的呢？

答：每个人的定力不一样，受的诱惑的种类也不同，是否受周围环境影响因人

而异。像我，就容易受别人影响，看别人没在学习出去玩了，我也想玩，但我会

规定自己释放压力的时间。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考研，因为这是我想要做成的

事情，而且我会憧憬美好的考研生活，其实就是让自己做了个美梦。

8.问：学姐，从咱们学校要考到 985， 211 或者是现在的双一流学校的研究生会

很难吗？

答：会有难度啊，优秀的人都想去优秀的地方。这个问题我回答都没有说服力，

我自己都没考去 985，211。不过确定好了目标，朝这个方向努力总是没错的。

9.问：学姐 ，如果想要参加数学建模的话，要做什么准备呢？

答：可以提前学习下数学建模这门课程。不过一般在大二下学期咱们学校会开

这门课的，还会有校级的选拔，通过之后会有老师培训的。

10.问：学姐，学硕的就业怎么样啊？会不会公司不喜欢学硕？

答：就业问题我还不清楚，我觉着没有区别，而且学硕学术研究能力更强，

大多数考博的人会选择学硕。

编辑：刘 佳

审核：游卓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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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考研信使汇总表

数学与统计学院“考研信使”人员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

别
手机号码 QQ 号 原专业班级 现就读学校及专业 QQ 群号

1 沈思怡 女 17816716061 294537554 统计 15-1 浙江工商大学应用统计 950914259

2 周明秀 女 13589067661 1197631415 云计算 15-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计算机技术
967703779

3 张雅琳 女 18801177885 453790282 统计 15-1 中央民族大学 应用统计 902415612

4 杨文静 女 15628982032 1106177732 统计 15-2 北京工业大学应用统计专硕 851682253

5 邢彤彤 女 15650197627 1546704813 云计算 15-1 青岛大学（计算机技术） 851012314

6 贾晴晴 女 19954336541 1137183729 统计 15-1 天津财经大学应用统计 625552419

7 王范 女 17854119616 1696802779 统计 15-1 辽宁大学-应用统计 579389563

8 魏振华 男 17854117610 2289685346 云计算 15-2 青海师范大学软件工程 736681288

9 田潇天 男 17854117615 2868968717 云计算 15-1 中石油大（北京） 计算机技术 784096736

10 刘扬 男 13606309922 1196738774 信计 15-2 中国海洋大学计算机技术 932679795

11 魏晓东 男 17806266801 347561315 信计 15-1 中国海洋大学基础数学 854913989

12 琚艳 女 19822639766 875412673 云计算 15-1 南京工业大学 计算机技术 927614746

13 田十方 男 17854117602 1318444573 云计算 15-1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780099466

14 孙文璟 女 17854119613 1075413183 统计 15-2

15 张超霞 女 18635172797 1123069467 云计算 14-2 中北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921471789

16 张嘉欣 女 17862979535 506093660 统计 14-1 湖北工业大学应用统计学 456455194

17 周佳佳 女 17861123672 1527196328 信计 14-1 烟台大学 数学 933652435

18 付远祥 男 18813183566 1159643575 信计 13-1 北京交通大学系统科学专业 735660123

19 谷启涛 男 18550625689 1246004719 云计算 14-1 南航软件工程 784705051

20 郭藤 女 18811792206 739208452 统计 14-1 中央财经大学数理统计专业 110988302

21 刘玉龙 男 19834533574 2575296148 信计 14-1 中北大学 工业工程专业 198598267

22 宋明钰 男 15650190882 939318199 信计 13-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统计学 183409452

23 孙鑫鑫 女 18953136743 1697251704 统计 14-1 山东师范大学应用统计 637481848

24 谭宬 男 15610552125 1406408882 信计 14-1 青岛大学-系统科学 678784929

25 徐文霞 女 17812108195 2792580695 信计 14-2 华北电力大学/计算机技术 917163999

26 李泽朋 男 19121760861 2158119553 信计 15-2 上海理工大学系统科学专业 2158119553

27 郑思静 女 18842628390 1364479456 统计 15-1 东北财经大学应用统计专硕 1364479456

28 郭月迪 女 15154335728 3319277284 信计 15-1 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数学 1040183215

29 姜超凡 男 18311339097 273779954 信计 15-2 北京交通大学运筹学与控制论 1040183215

30 孔童童 女 17854115991 1137846558 统计 15-1 重庆理工大学会计专硕 104018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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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最初的梦想，祝大家考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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