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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电影带你重回高考那年！
经历过高考的人，回想一下，脑海中全是积极阳光的奋斗，那是人生中最充

实的时光。还没有经历过高考的人，展望一下，眼前全是充满斗志的未来，那是
需要靠奋斗努力赢取得未来！

下面给大家盘点一下高考电影 TOP4，带大家一起追忆那段似水流年，感受
那年高考的青春岁月！

高考电影 TOP1. 《风雨哈佛路》(2003 )
导演：Peter Levin
时长：120 分钟
地区：美国

这是一部典型的美国励志电影，印证了“学习改
变命运”这句话。该片讲述了出生在贫民窟的莉斯
有着非常糟糕的父母，父亲有自闭症，母亲吸毒患
上艾滋，并在她 15 岁那年去世。

如同孤儿的莉斯并没有向命运投降，而是凭借
努力进入最好的高中实验班，一边打工一边用两年
的时间读完四年高中课程并最终考进哈佛大学。

高考电影 TOP2 . 《全城高考》(2013 )
导演：钟少雄
时长：98 分钟
地区：中国

该部电影为中国纪实片。该片以社
会最为典型的真实题材为基础，集中体
现了来自四个不同家庭发生的种种情
况。

影片以四名学生备战高考的紧张倒计时阶段作为主线，讲述了：任雪被
父亲逼迫到海外留学，她和父亲反目导致离家出走；林叶因为父母离异导
致对高考的放弃；贺帆的家人为了给他筹备大学学费而被奸商诈骗；秦鹏
阳光自信，喜欢搞一些恶作剧，由于作文跑题导致高考成绩面临危机。

在这四位学生面临放弃高考的边缘时，“范义本”老师凭借独特的教育
手段和同学自身的努力，最终解决了来自家庭和自身的各种问题。该片凸
显了高考这一人生转折点对每一个中国的孩子、家庭而言的重要性。

高考电影 TOP3 .《青春派》( 2013 )
导演：刘杰
时长：91 分钟
地区：中国

这是一部中国青春励志片。该片讲述了一段
90 后青少年的青春生活，一群即将参加高考的学
生们在爱情、家庭与青春梦想之间面临的勇敢、叛
逆及阻碍。

年轻的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有欢笑有伤痛，
有付出有收获，有疯狂更有感动。经历过难熬的时
光，成长就在前方等待着拥抱他们。

电影讲述了男主角在高考前夕表白暗恋三年
的“女神”，被母亲得知制止，情场得意后失恋，考场
失利后复读，重新开启奋斗的高三复读生活。

这可能是最接近普通人高考生活的一部电影，
不太复杂的故事情节，真实的高考元素，生动的校园生活充满着生机与活
力还不造作。

高考电影 TOP4. 《谁的青春不迷茫》(2016 )
导演：姚婷婷
时长：108 分钟
地区：中国

这是一部中国高考青春纪录片。该片汇
集了众多小鲜肉，讲述一所临海高中高考前
夕发生的故事。
“高考”无疑是所有中国青春片共同面

对的主题，作为中国式青春的大背景、惨烈、
压力、期望、梦想和现实，高考成为那个谁也
回避不过去的一道关卡。
《谁的青春不迷茫》刻画出了一个班级几位同学的群像，也大胆的提出

了青春应该放飞梦想、忠于内心的主题，随着社会的进步，高考已经不再是
唯一的出路，面对梦想和感情、现实和压力，每个人有权做出属于自己的青
涩选择。

考试如何复习才能得高分

当欢乐颂的五美与你成为舍友

众所周知，大学生一个学期下来最难熬的就是最后几周，为什么呢？因为
最后几周是考试月啊！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期末考试就是 60 分万岁，可是不好
好备考的话，你会发现 60 分也是很难考的！那么，该如何备考才能不挂科呢？

《欢乐颂》这些天的霸屏完全是一
料之中的事！良心细节、经典金句、写
实剧情、精美场景……霓虹闪烁，人头
攒动的大都市里，五位性格迥异的“欢
乐女神”自然备受瞩目，小编想，如果
跟这欢乐五美住在同一寝室该是如何
呢？

如果一号床是安迪
她可能是班级的大班长，社团的

领导人，也是标准的学霸，宿舍的顶梁
柱，舍友的好舍长。早晨和她一起去田
径场刷圈，无论是平时还是期末，跟着
安迪，踏实学习，不烦挂科！

如果二号床是曲筱绡
那么你的寝室可能会充斥着高分

贝。古灵精怪的点子，义气大过天，曲
筱绡的朋友看谁敢欺。她是一只聪明
的狐狸，深深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
怕被拒绝，不畏惧分离，主动追求自己
所爱。

如果三号床是樊胜美
出口就是金句，你以为她是天生

的老师，而她却是实实在在的阅历
者。橙黄的路灯下，有她和你一起谈
心的影子，不深不浅，可能一晚两晚
就刻在你心上。偶尔给你的一两句
话，一语惊醒梦中人。

如果四号床是关雎尔
千万不要指望肩负巨多工作任务

的人能有时间去陪你压马路和买买
买，但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会
在你身边。深夜，陪伴她奋斗的身影
是微弱的灯光。

如果五号床是邱莹莹
你会进入一个吃货的世界。虽然

有时候这个五号床智商时高时低，偶
尔不在线。但是在邱莹莹身边，快乐
是最简单的幸福。每天幸福感爆棚。

如果你同时和这五个女生同寝室
那么小编相信，你的大学思念生

活一定会成为一段难忘的回忆……
《欢乐颂》里的五个都不完美，性

格高冷不善与接触的安迪，嚣张刻薄
的富家女曲筱绡，虚荣现实的樊胜美，
规矩拘束的关雎尔，常年范二的邱莹
莹……即使她们的性格千差万别，又
有各自的缺点，却有缘千里来相会，正
如性格迥异的我们，跨越重重人海汇
聚到了同一个寝室。

在这里，常常上演着许多温暖的
故事，就像我们在宿舍中感受到的温
暖一样。即使偶尔有些小摩擦，三年同
一个房间，日积月累下来的是深厚而
又真挚的感情。

一起分享美食，不管是去食堂，还
是去图书馆，还是一起坐游 9，一起聊
八卦，夜越深，越神秘，熄灯后在黑暗
中，聊着某个挑起的话题。一起拥抱取
暖，生病了有人照顾。陪你去医务室拿
药，给你倒一杯温度刚好的白开水。一
起面对困难，遇到事情，一起面对。

一、考前两三个星期不缺勤
为何这段时间不能缺勤，一般在考前两三个星期，同学们会强烈要求老师

划出考试范围和重点，这时要仔细记下需要考哪些地方，为接下来的复习指明
方向

二、快速制定复习计划
复习时间短、考试科目多是大学期末考试的主要特点，所以在具体复习前

要制定好复习计划，哪科先复习、哪科后复习，早上复习什么、晚上复习什么等
等；个人的经验是先复习后面考的科目，最先考的科目在考前一两天再重点复
习，然后按照时间顺序，考一科扔一科，越到后面越轻松。

四、搜集复习资料
计划制定好了，时间也安排好了，那复习什么内容呢？现在就需要搜集复

习资料了。搜集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课堂上老师给出的范围和重点
（这是复习大纲和根本，一切资料以填充此大纲为准）；二是直系师兄师姐们之
前的复习资料（多取经、多收集，不过她们也要复习，肯定说不了多少啦）；三是
利用网络搜集相关资料（这一步要慎重，网上太多资源，除了一些基本的，其他
学校的资料一般都不适用本校的考试）。

五、注重复习技巧
资料收集好了，计划和时间也都心中有数，那接下来面对一堆的复习资料

该怎么入手呢？先按照每科的考试大纲和范围把资料整理好，对号入座进行填
充、删减；然后分科打印（如果你时间充裕、够勤奋，也可以手抄一遍，那样印象
深刻）；最后就是努力复习啦！

注意事项：
睡前是复习的黄金时段，一定要利用好。建议复习还是去图书馆或教室这

些有复习氛围的地方，毕竟在宿舍面对电脑自制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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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高学子在第 39届陕西大运会
上喜获佳绩

5 月 25 日至
5 月 27 日，陕西
省第三十九届大
学生田径运动会
在西安体育学院
举行，本次大赛
共有来自全省 82
所院校共计 1890
人参加，其中我
院田径代表队的
9 名选手参加了
11 个 项 目 的 角
逐。

在院领导的
关心支持，以及
教练员、运动员

的辛勤努力下，我院田径训练队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比赛任务，成绩喜人。经过三
天激烈角逐，会计三班董鑫以 5 分 17 秒 23 的成绩获得女子 1500 米第二名，软
件一班胡曼获得女子铅球第七名，同时我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的优异成
绩，发扬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深化了对完整大学生活理念的
理解与认识，展示了我院学生昂扬向上、顽强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

近年来陕西省建立了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制度和学校体育改革制度，我
院积极推动各项运动的改革和发展，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把增强学生
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广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在体育工作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绩。希望我院运动健儿继续发扬奥林匹克精神，通过运动获得健康、赢
得快乐、取得成绩，用实际行动谱写我院追赶超越的新篇章。 （宣传部 高敏）

加强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促进学院内涵发展

我院党委扎实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6 月 8 日下午，我院机关总支开展
组织生活会促使“两学一做”教育常态
化并深入落实“三会一课”。机关总支一
支部和二支部党员同志参会。

会上，机关总支二支部书记田宇带
领大家深入学习《全省高校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施方
案》，从目标要求、基本内容、推进方式、
有关要求等方面做了深刻的学习。机关
总支一支部何少源带领大家学习了中
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关于开展民办高
校党建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党政办主
任靳林弋就关于民办高校党建工作专
项检查有关事项及学院近期组织赴延
安革命老区开展系列学习教育活动做

了详细部署。
近 期 来 ，

学院党委高度
重视，全院党
员同志“两学
一做系列学习
教育坚持做到
常态化”，全院
党员同志要以
身垂范，密切
联系自己的岗
位，做好学院
系 列 中 心 工
作，起到党员

的先进模范作用，时刻保持党员的先进
性，严格要求，深入落实好党内从严治
党的系列新要求。机关总支二支部吕妍
妍同志从五个方面以“传承优良开拓创
新 新形势下争做合格的共产党员”为
主题结合工作实际为大家上了一节党
课。

最后，机关总支二支部同志党委书
记安宁深刻的就此次组织生活会做了发
言，他要求全体党员向陈士橹、王辉等
优秀共产党员学习，要求学院党员同志
永葆党的先进性、模范性，继续推进，做
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制
度化，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宣传部 吕妍）

6 月 2 日 上 午 10
点，我院在主教楼四楼
会议室举行第三阶段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
改进 工 作检 查 与 推 进
会，学院党委书记安宁、
副院长于萍、副院长睢
宇恒以及各系部负责人
参加会议。

各系部负责人一一
汇报了《西安高新科技
职业学院关于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建
设规划和实施方案》中
自己所在部门涉及到的

工作职责的完成情况，并根据我院诊改工作总体安排，结合部门职责，梳理现有制
度、标准等文件，从专业建设层面、教师层面、学生层面、院级层面等对本学期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工作方案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上，副院长于萍肯定了各部门的工作。她指出，目前，我院处于步骤实施的第
四阶段，需要各责任部门补充并完善各层面（领域）工作标准和制度文件，形成比较
完备的制度标准体系。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是实现教育教学质量持
续提升的重要抓手，学校质量的提升需要靠每个部门相关工作的推进，各部门只有
发挥作用，体系才能完整。

最后，党委书记安宁强调了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的重要性，他指
出，第四阶段就是要培养教职员工与学生遵章守纪的意识，深化内部管理、建立规
章制度，逐步形成具有我院特点的制度，提高我院核心竞争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他
表示，建立我院人才培养质量的自我诊改机制，不断提高用人单位、家长、学生等相
关各方对人才培养质量满意度是突出学院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的保障。各系部要
按照“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工作方针，为陕西省和西部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宣传部 高敏）

丰富校园文化 为学生搭建施展才华平台
———社团大联欢精彩呈现

6 月 2 日，我
院社团大联欢活
动在七楼大会议
室举办。各社团
的 主 要 工 作 人
员、优秀节目表
演者及师生代表
参 加 了 此 次 活
动。

经过一个多
月的准备工作，
社团大联欢活动
在 beatbox 表 演
中拉开帷幕，会
场顿时被热情的
演出所感染，青
春的热浪席卷了

全场观众。本次晚会涵盖歌曲、武术表演、舞蹈、话剧、魔术、现场毛笔字书写、小品
等表演形式，一个个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具有时代性和青春感悟的文
艺节目，令全场观众兴致高涨，掌声、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高潮不断。

据了解，我院共有近 30 个社团，各社团独具特色，独具魅力。此次社团大联欢
活动，由社团选出优秀节目后上报，经过排练彩排后集中做汇报演出。此次活动旨
在增进各社团与社团人员之间的友谊合作，促进社团积极地发展，进一步了解各
自的特色，也为我院社团工作的积极开展，搭建了良好的交流沟通平台，彰显了我
院的各个社团在不同领域的非凡实力。 （宣传部 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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