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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考研心得 

本文来自文都比邻高分学员，禁止转载 

基本信息：本科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大学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俗称三

跨考生， 16 年毕业后北京工作了一年决定考研，18 年参加了一战失败了，19 年

成功上岸已录取。 

总分 374，政治 58，英语 73，专业课 243 

想要考研的各位，成功的方法肯定是告诉得你努力学习而且异曲同工，但失

败的经验也许才是你最需要获取的，因为这样你才知道如何避开那些直接影响到

你成功与否的坑。成功的经验你也模仿不出来，效果也不一样。当然多看点没有

坏处。我这篇也以避开大坑为主题。 

我对自己的专业谈不上喜欢（好像很多跨考生都是这样），但是一直想做一

些与人有关的工作（能接触人、跟人交流）。后来的工作又是敲代码的那种，接

触不了多少人，每天都很郁闷。 

之前工作的单位也有考过研的就了解了一下考研常识，包括心理学学硕/应

用心理专硕、院校选择、心理学就业等问题。最后决定考首师大的应用心理专硕，

以后想走用户体验方向。因为跟本科专业有点相关。 

这三本是初试用书：《普通心理学》、《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和《实验心

理学》。 

 

初试备考经验 

复习时间表当时是在比邻的公众号看到就拿过来直接严格遵照了，数学部分

按分值就用来学习专业课了。由于我是二战，我就从 7 月份才开始学习的。 

①时间：2018 年 7 月 -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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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课我就是跟着比邻的课走，名师精品课和一系列强化课，然后自己

看书。利用好书籍，更好的抓住重点。 

2.英语保持基础的同时，进行真题的训练。英语单词每天用软件背。 

3.时刻关注信息政策，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简章、专业目录、参考书

目等信息都会陆续放出来。 

今年首师就换书了，确实慌张了一下。 

 

②时间：2018 年 9 月-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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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语：继续背单词，每天都要利用零散时间去“看看”单词，就像朋友见

面一样；进行真题的研究，注意是“研究”；每天安排 2 篇左右阅读训练；加入

一个新项目—作文。在学习范文的基础上，保证每周至少进行一次练笔。 

2.政治：这个时候大纲肯定出来了，对于政治的复习一定要“以纲为本”。

大纲解析被喻为“红宝书”，一定要仔细研读。这一阶段建议看书和做题相结合。

分章节看书、分章节做题。在做题时一旦碰到不会的或做错的，一定要回到书中

寻找答案，争取把问题在这一阶段消化，千万不要留到冲刺。 

3.专业课：这时候学校官网一般也会公布专业课的大纲或参考书目，这个时

候我已经开始背书了先从普心开始第一轮比较慢，可能一个月之后就快了。 

但是背书这部分还是比较让人头疼，我个人比较不擅长也不喜欢死记硬背，

所以下面分享几个背书技巧： 

做思维导图是我二战考的还行的诀窍，让每章每节在脑中都能画出来，形成

框架，推荐幕布 app 可以做思维导图。 

学说类的知识：理论+代表人物+主要观点+相关实验（过程+结论） 

概念类的知识：定义+特点+类型+影响因素+例子（举例子个人感觉非常重要，

专硕考试比较侧重应用，所以平常自己在学知识点时就要结合例子，可以是生活

例子，也可以是实验例子） 

记笔记的方法：按教材目录的逻辑来记，不要抄书上的具体内容，把框架写

下来就行。可以结合表格的方式对不同知识点进行对比。 

比如脑学说就可以画表格把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在表格里直观展现出来，不

需要每次都翻书，书上那种叙述式的表达其实只能帮助我们详细理解，但不大利

于抓重点。 

 

③时间：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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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语：①每周写 3 篇作文，遇到好的词语、句子就整理在一块，形成自

己的写作风格；从 12 月开始，建立专属于自己的写作模板。②继续练习真题阅

读。③单词不停 

2.政治：①从 11 月份开始，开始背！背！背！不管是选择题还是分析题的

重点，一定要清晰地记忆。②开始系统复习时政和当代③查漏补缺，复习以往错

题集。在回顾的过程中找出之前复习时被遗漏的，理解不够深入不够全面的考点。 

3.专业课：还是背诵，以及做一些真题，包括其它院校的真题，今年新增了

实验心理学所以需要多了解会如何考察。 

 

④时间：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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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语：①背真题中还不熟悉的单词。②熟悉各种类型的作文，牢记自己的

模板。③复习之前的笔记。④按照考试时间，完整的做一套真题。 

2.政治：①每天背诵预测卷分析题知识点和时政知识点，复习笔记。②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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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要多做几套模拟试题。 

3.专业课：其实 12 月有两周我基本 5 点起床背书，背个 6 个小时专业课，

真的只剩背了。 

 

答题时间分配： 

1.英语：阅读 65-75 分钟，小作文 15 分钟、大作文 40 分钟，新题型 20 

分钟翻译 20 分钟剩下时间给完型、图答题卡。阅读时间千万不能少，也千万不

能多。不能低于 60 分钟，也不能超过 80 分钟。作文和阅读可以对调，根据自

己情况来定。 

2.政治：50 分钟之内答完选择，然后就写分析题 

3.专业课：由于都是主观题，写字量还是很大的，所以基本上没停笔，写到

打铃。按题目顺序写就行。 

 

注意注意注意，接下来是我一战失败的走的坑： 

 

1.不要只根据真题来划范围，第一年我根据所有的真题，划了书上可能考的

范围，自以为聪明无比哈哈，然后考试的时候就惨死了。建构主义 35 分完全没

背，一点都不会写。我也就是差那么一道题进复试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能把整本

书都背下来当然更好，当然可能很难，你需要尽可能多背，不要抱侥幸心理，否

则等你上考场就会后悔刚刚好差那么一点成功上岸。 

 

2.关于报班。我两年都是报了比邻班的，报班能够很好的节省时间，而且

在突破学习难点上往往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要注意，千万也不要因为报了班就

节省了你个人的努力！ 

 

3.学习方法不要照搬。第一年我看说专业课要做笔记的效果好，我就整理了

笔记。可从小到大我几乎都是不做笔记的选手，突然做笔记对自己并没有什么特

别大的作用，或者说得到与我的付出相匹配的作用。第二年我发现做思维导图很

好用，记得很快，几乎可以说指哪一章那一节我就能说出来内容细化到每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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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要照搬成功的人的学习过程，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只讲成功的经验几乎是

没用的。一定要适合自己。加油！ 

毕竟是二战，第二次参加考试的当天应该是轻装上阵了，但是相较于第一次，

考试地点远了好多，提前去我的姐姐家住的，一早在门口查教室还看错了名单，

还是太过放松了吧哈哈哈。政治英语答完，晚上还上了万人冲刺大背书最后一课，

老赵陪到最后一刻。专业课现场没想到撕信封还撕错了位置，交卷的时候才发

现，还担心会有影响呢，然而一点没有！ 

出成绩之后真的激动，比去年多考了 60 分，立刻打电话告诉妈妈这个喜讯，

感觉真的也许可以进复试名单了。 

复试经验 

（1）复试总成绩在最后的总成绩中所占比例：30% 

（2）笔试占复试的分值：50% 

（3）复试笔试考察科目及教材：《心理学研究方法》（舒华，张亚旭） 

（4）面试占复试的分值：50% 

（5）复试面试考察涉及的科目：实验心理学，统计心理学，普通心理学，

测量心理学 

（6）复试流程及时间：复试时间 20 分钟，流程为：自我介绍→英文问题

一或两道→抽取专业问题三道→五位面试老师各自问一道问题→结束 

 

复试笔试真题： 

名词解释（5 道*3）：统计检验力，构思效度，个案-对照组 

简答题（5 道*8）：①什么是正交比较，正交比较有什么优点？②什么是协

变量，如何选择协变量？③被试检验和项目检验的含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④

心理学实验研究包含哪些环节？⑤额外变量的控制方法有哪些 

综合题（3 道*15）：①设计一个 3*4 混合设计，并说明简单效应的含义。 

②为了研究某种镇痛药物 A 是否能够减轻癌症患者的疼痛水平，某研究者

采用了两组设计：将 24 名癌症患者随机分派到实验组和控制组中，其中，实验

组患者接受药物 A，控制组患者并不接受药物 A，也不接受任何其他处理。4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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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测量两组患者的疼痛水平。此实验有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调整设计？ 

 

复试面试真题： 

①用英语介绍本科学校的城市。②介绍皮亚杰的图示。③有哪些因果研究实

验。④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说一下心理学的科学精神。⑤英语，汉语，计算机语言

在心理机制上有什么异同。⑥职业规划⑦知道什么数据库软件。⑧实体按键和虚

拟按键有什么优缺点。 

 

复试经验及建议： 

首先，在面试前一定会紧张，而且对于跨专业考生来讲，总是感觉有没准备

到的问题。这也是正常的。面试一共 20 分钟，面试老师坐的很随意，是在老师

的办公室进行的，并不是作成了一排，可能是为了帮助考生营造轻松的氛围。五

名老师有一位是主考官负责抽取的专业题的提问。屋子里还有两位同学一位负责

计时提醒老师时间，另一位负责叫下位同学。我是带着简历以及证书进去的，把

简历给每位老师一张，一定要非常有礼貌，多说谢谢，辛苦老师等话语。英语问

题都是很常规的让你介绍家乡，学校，专业等等，提前一定要好好准备。 

专业问题因为是在盒子里抽取序号，主考官根据序号念题目，因此难度不一

看运气。回答专业课问题的诀窍就是例如如果你不知道皮亚杰的图示就要跟老师

问可以说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老师一般都会同意的。因此思维一定要发散，

如果问题不会就要发散与其相关的知识进行陈述。当然老师知道你是跨专业也不

会太为难你的。剩下每位老师问的问题差不多都是结合简历上的内容，有本专业

学习的内容，有工作经历等等，或者跟所报方向有点关系的问题。如果准备了简

历一定要把简历上的涉及内容准备好，防止老师问到你却答不上来。最后到时间

了问意向导师和是否接受调剂其他导师。整个面试过程一定要有礼貌，老师其实

就是考察你的思维，你的心态。一定要礼貌，礼貌，礼貌。 

 

最后是对于关于比邻我要说的话：我虽然只报了大背书，但是就这一个课

程真的是帮助了太多了（应该有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吧），可以说那就是最后的

知识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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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最重要的是老赵的陪伴，在群里看着一群人在背书打卡，都激励了自

己每天五点起床群里背书。作为一个二战三跨生，从心理上和身体上都可以帮

助学弟学妹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讲解经验，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到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