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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话题“考研最后一个月
有多努力”冲上热搜，令许多“上
岸”的过来人回忆起自己的考研故
事。

每天 6∶30 起床，7∶30 开始学
习，直到23∶30睡觉，中间除了1小
时午饭、半小时午休和1小时晚饭，
其余时间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去教
室的路上。这是河海大学女生宿
舍 319 四位考研姑娘的日常。这
群来自工商管理专业的舍友，也都
是考研路上的“战友”。

从今年 3 月备考以来，姑娘们
仿佛形成了一种默契，相互监督早
睡早起，有问题一起讨论，互相安
利有用的网课或资料书，氛围很浓
厚。

时间久了，每个人多少有了一
些变化——

爱美的小周说，化妆？早就不
化了，吃饭都舍不得上二楼，怕浪
费时间，每天不到 23∶00 宿舍关门
绝不回寝室；

曾经晚睡晚起的小朱，如今调
回了健康的生物钟，“因为上午场
在 8∶30 开考，我必须让自己保持
清醒。”胖了五六斤的她，打趣说自
己是“压力肥”；

小岳是追星女孩，为了考研，
偶像易烊千玺新上映的电影她都
没到现场支持，索性买了一张电影
票，就当自己看过了；

“自律达人”小张，直接把手机
放在寝室，让自己心无旁骛。

四人中，除了小朱的目标是南
大，其他人都是南京河海大学本
部。“目标定得高一些，动力就会大
一点。”小朱说，报考南京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的有五六百号人，录取率
16∶1，竞 争 非 常 激 烈 ；恰 巧 遇 上
2020 偶数年，传说数学会比较难，
所以又是一大挑战。“还剩 20 多
天，时间紧任务重。感觉自己越补
漏洞越多，压力挺大的。”她所在的
考研教室里，曾经人满为患，如今
却只剩不到 2/3，令她颇为感叹。

“我同学在9月份放弃了，说考研太
难了，自己心态崩了，还是找工作
相对比较简单。”

大半年与考研斗智斗勇，四位
姑娘早已把这场考试当成了一次
意志磨练。“刚开始我以为考研只
是提升学历的测试，但是越往后面
越发现，考研其实是比高考还要
难，它不仅需要投入体力、精力、心
力，更考验我们收集资料的能力、
交际能力等等。完全是一场‘综合
较量’。”小周说。

另一边，江苏理工学院外国
语学院英语专业的余芬也是考研
大军中的一员。她的目标非常明
确——北京师范大学的家庭教育
专业。余芬说，该专业仅招两个研
究生，竞争之残酷可想而知。但为
了心中的梦想，余芬每天早上 5∶
30 起 床 背 书 ，一 直 学 到 晚 上 10
点。奋战之余，她还会打打篮球缓
解压力，“劳逸结合，学习效率才更
高。”

考研女孩的日常——

不化妆不追星，“小仙女”变成“女汉子”

1.2019 年 12 月 14-
23日 下载打印准考证

根据《2020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
规定》，2019 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3 日期间，考
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
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
信 息 网 ”自 行 下 载 打 印

《准考证》。《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打印，正、反
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
改。考生凭下载打印的

《准考证》及有效居民身
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2.2019 年 12 月 21-
23日 初试

2020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
为：2019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22 日。超过 3 小时
的考试科目在 12 月 23 日
进行。

每科考试时间一般
为 3 小时，建筑设计等特
殊科目考试时间最长不

超过6小时。详细考试时
间、考试科目及有关要求
等请见《准考证》及考点
和招生单位公告。

3.2020 年 2 月-3 月
查分

按照惯例，初试成绩
一般会从2月中旬开始陆
续公布。考生可通过研
招网或省级教育招生考
试机构或招生单位公布
的方式查询初试成绩。

4.2020 年 3 月-5 月
国家线公布，复试和调剂

自主划线院校会在 3
月陆续公布初试成绩基
本要求。之后，自主划线
院校开始组织复试，考生
要提前了解招生单位及
招生学院发布的复试时
间、地点及安排，积极做
好复试准备。

3 月，教育部会公布
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非自主划线院校复试、网
上调剂开始。

给考生们提个醒——

在录取之前，
还需把握这4个时间节点

上周日的一波强势
冷空气，直接让我市从温
暖的秋季进入了冷冽的
冬季。这一周时间，阳光
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这
不，眼下到来的周末又要

“泡汤”了。
今明两天受暖湿气

流影响，我市以阴雨天气
为主，今天夜里到明天白
天阴到中雨，夜间雨止。
这两天的最低气温在 7-
8℃ ，最 高 气 温 在 10-

12℃。雨水滴答加上低
迷的气温，体感非常阴
冷，出门的小伙伴要注意
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哦。

入冬以后，冷空气愈
发活跃，新一轮的冷空气
已经在路上了，预计12月
1 日下午到 2 日就会影响
我市，届时48小时内最低
气温降幅可达8℃，3日最
低气温可降至 1-3℃，有
霜冻，大家出行时要注意
安全。 尹梦真

一入冬，冷空气一波接一波小编 天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

下月21-23日，2020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大幕就将拉
开。记者近日从常州大学研究生院
获悉，今年常州地区考生人数再创新
高，多达 11353 人，相比去年多了
1118人。共设常大武进校区、西太
湖校区、江苏理工学院3个考场，其
中江苏理工学院考场为今年新设。

近年来，考研大军规模不断壮
大：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从2017年
首次把非全日制考生纳入统考以来，
考研人数就已突破200万。2018年
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 238 万，较
2017 年 增 加 了 37 万 人 ，增 幅 达
18.4%。2019 年比 2018 年再增 52
万人，增幅升至21%。本月14日，在
北京理工大学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命题工作会上，指出“全国报
考人数增幅15%”，也就是说，2020
年考研人数或将突破330万。

考研形势严峻，却逐年
升温

“今年考研的总体形势比去年更
加严峻。因为报考人数增加约50万
人，但招生人数基本不变，所以竞争
异常激烈。”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工作
处副处长潘成清告诉记者，江苏理工
学院今年报名人数1752人，较去年
增加了199人，增长了11.4%。

即便如此，学生们的报考热情却
有增无减。潘成清说，基于自身发展
需要，不少大学生迫切想提高自身竞
争力，再加上高校扩招，本科毕业人
数不断增加，就造成了“考研热”的逐
年升温。

此外，也有专家表示，就业压力
和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是“考
研热”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当前就
业形势背景下，很多用人单位都提高
了对学历的要求，因此，导致大量应
届毕业生加入考研大军，增加就业缓
冲期。而考研政策调整后，很多想改
善工作条件的在职人员也加入进
来。”常州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潘剑
波说。

曾经认可度不高的专
硕，这两年“火”了

今年全国报考常州大学 2413
人，其中报考学术学位研究生1292
人，专业学位研究生1121人。跟去
年同期相比，今年报考常大的总人数
增加654人，而学硕、专硕分别增加
199人、455人。

潘成清告诉记者，近几年，专业
硕士的报考人数直线上升，越来越多
的人倾向于报考专硕。“一是相对学
硕来说，考取专硕的成功率更高；二
是专硕的实用性更强，侧重理论研究
和实践；三是学习时间段、学习方式
较为灵活。”

据了解，从“十二五”规划开始，
教育部就提出积极发展专业硕士研
究生教育，且在招生名额上有所倾
斜，所以导致专硕规模扩大，社会认
可度也随之提高。

对于已经工作的考生来说，所学
知识能运用到具体的工作中，无疑是
很大的帮助。“选择专硕，既能解决学
历不足带来的困扰，还能解锁新技
能，为自己今后择业多争取主动权，

何乐而不为呢。”在常州一家上市公
司从事财务工作的考生小何说。

为鼓励考研学子，高校
纷纷出大招

为给考研学子提供更好的保
障，各大高校也纷纷出招。江苏理
工学院通过举办考研工作总结表
彰会、安排考研教室、开展考研心
理调适辅导、经验分享交流等措
施，营造良好氛围。该校化学与环
境工程学院实行考研 VIP 会员制
度，自新生入学开始，从生涯规划
的角度，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多
样推进的优质服务。

今年，常州工学院在原先的基
础上，在辽河路新校区又增设了 9
个考研教室，可供 2000 人同时使
用；思政类、外语类、数学类考研课
程，以选修课、网络课程形式开设，
并可进行学分认定。

往年，河海大学都会根据学
生提供的考点信息，安排大巴为
考生提供往返考点和学校的用车
接送服务。校方表示，今年依然
会沿袭这一传统，为考生做好后
勤工作。

再有20多天，他们就将奔赴考研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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