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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博士协会
召开换届大会

本报讯（实习生李陈颖超 记者张惠宁）
12月10日，海南省博士协会在海南大学召
开2016年度学术年会换届大会暨创新创业
论坛，通过等额投票，选举出海南师范大学校
长林强担任博士协会第二届新会长。

据了解，海南省博士协会自2012年成
立以来，坚持“汇聚博士群贤、弘扬科学精
神、服务海南建设、促进事业发展”的宗旨，
协会成立目的在于“促进博士人才之间相互
学习、共同提高；促进不同专业人才间合作
协作，有利于事业发展；共同咨询解决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更好地服务社会。”目
前，入会会员已达到1336人。

据介绍，海南省博士协会将实行星级管
理，积极探索承接政府职能。新任会长林强
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加强协会内部组织
建设工作；吸取以往经验，更多地发挥理事对
各种专业委员会的作用；以创新思维开展各
种活动，加强与政府的联系和交流，搭建校企
合作平台。

■ 实习生 戴丹丹 李陈颖超

2014年启动的海南省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及招生试点项目改革，2017
年将是“转段”的关键期。

中高职“3+2”分段培养、中高职
“3+2”连读、高职与普通本科“3+2”
分段培养、中职与普通本科“3+4”分
段培养等4个项目将面临“转段”。转
段升学怎么考核，试点的学生可以顺
利转段吗？就读后真的能够拿到全日
制大学文凭吗？学生和家长对此存在
多种疑问。

对此，记者走访省教育厅及各个
学校相关负责人。

转段升学考核成绩怎
样确定？

“转段升学考核总成绩按照4：3：

3比例确定。”海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处副处长路剑威向记者介
绍，转段考核依照过程考核成绩占
40%，综合评价成绩占30%，课程考
试成绩占30%。过程考核就是考核
学生在校内平时成绩为主。综合评价
则需要参考上课纪律、宿舍内务、精神
面貌，以及综合实践操作的能力等。
课程考试设定为3门课程，其中语文
是必考科目，后段接续是专科院校，重
点测试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后
段接续如为本科院校，将重点测试必
备的核心文化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
根据学校自身特性及专业需求来设置
其他两门考试科目。

海南省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
长沈振国介绍说，海南省职业技术学
院主要有中高职“3+2”分段与连读，
高职与普通本科联合培养。每年转段
考核也是基于省教育厅学生转段升学

工作意见为基础。
2016年12月3 日，记者在海南

师范大学的官方网站看到，学校已经
公布了经审定的2017年试点项目课
程考试科目。中职与普通本科“3+
4”分段培养试点项目中，与海南省旅
游学校的“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
考试项目为：语文、英语、旅游管理专
业综合；与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的“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的
考试项目为：语文、英语、酒店管理专
业综合。

在课程考试中，中职与普通本科
“3+4”分段培养和高职与普通本科
“3+2”分段培养项目的课程考试，由
省考试局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和
统一评卷；中高职“3+2”分段培养和
中高职“3+2”连读培养项目的课程考
试由联办院校共同统一命题、统一组
织考试和统一评卷。

针对学生及家长关心的转段升学
总成绩比例问题，海南省旅游学校校
长陈春福表示，“目前我省试点工作同
传统高考选拔不一样，我们不会简单
用普通高中的标准去要求学生，会倾
向于深入贯彻职业教育人才一体化的
培养原则。”

对于试点项目能否拿到全日制的
本科学历，路剑威说，我们当然是希望
更多的学生能够有高学历，但高校的
标准是客观存在的，试点项目的学生
需要努力达到高校要求。

技能大赛也能送你上大学

据路剑威介绍，在转段过程中，升
学渠道多样。例如：中职与普通本科

“3+4”试点项目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三等奖以
上，且过程考核和综合评价符合要求

的，可由对应联办本科院校报省考试
局办理录取手续后直接转段入学；高
职“3+2”分段培养和中高职“3+2”连
读培养项目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全国或
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三等奖
以上的，且过程考核和综合评价符合
要求的，可直接转段入学。

省旅游学校2014级“3+4”旅游
管理本科班的王菲同学在“巽震杯”第
八届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导游服
务）大赛中荣获中职学校组普通话导
游服务二等奖与最佳才艺展示奖。明
年她将免试，成功转段进入海南师范
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就读。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学生
未能正常通过转段升学的，可作为转
段前的中职校或高职校学生毕业 。
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试点项目学
生不允许转专业、转学。学生休学应
严格执行相应阶段学生休学规定。

在音乐的熏陶下，孩子们全方位
的变化是大家最欣慰的。

宋芳告诉记者，最初在一些学校
成立合唱团时，因为担心会耽误学习，
很多家长是反对的。“合唱能够训练孩
子们的专注能力以及合作精神，音乐
也是能开发智力的。”经过3年的培

训，看到孩子们的提高，家长们的顾虑
打消了，抢着把孩子往合唱团送。合
唱已成为东山小学的品牌。

“参加合唱团，让我感受到音乐的美
好，和音乐交上了朋友。”东山小学六年级
学生王馨是年级的大队委，也是合唱团的
老队员。她说音乐让她觉得更加快乐。

曾经的合唱团成员李慧今年已升入
初中，她的父母带着弟弟在海口生活。
李慧的父母试图劝说李慧到海口读书，
与他们一同生活，却被李慧拒绝。她说，

“去了海口就不能参加合唱团了。”
同样曾是东山小学合唱团成员的黄

磊和黄婧今年刚刚通过声乐特长生的身

份分别考取海口一中和海南中学。“合唱
团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黄磊说。

音乐能教会孩子们表达感情，体会
生活的快乐，对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
的。志愿者们说，合唱团的孩子们能够
在歌声中成长，收获幸福，就是对所有为

‘童声飞扬’合唱团付出的人最大回报。

海南音乐支教项目已在11所农村小学组建合唱团

明年将是我省职业教育人才一体化培养关键期

试点学生如何顺利“转段”？

“高中六校联盟”
生涯教育探索研讨会
在海中召开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陈卓斌）12
月8日至10日，2016“中国高中六校联盟”生
涯教育探索专题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以讲座、
研讨、调研等形式商讨如何更加科学有效地
促进高中生涯教育发展，商定2017年生涯教
育工作计划。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海南中学、青海
湟川中学、甘肃西北师大附中、北京市第三
十五中学、哈尔滨第三中学和西安高新一中
齐聚海南中学，共同探讨如何更加科学有效
地促进生涯教育，尤其是如何选择和运用专
业的测评工具帮助学生实现自我认知，为学
校生涯教育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提供科学依
据。

生涯教育要求教师把每一位学生视为
完整的、有差异的、自主的生命存在，重点培
养学生以选择能力为核心的人生规划能力，
帮助学生正确评估自身学术兴趣等要素，顺
利完成对学业、专业、职业的初步选择与规
划。

据悉，作为我省生涯教育起步较早的
高中，海南中学自2008年起就已开设相关
课程，至2014年已形成了融入式生涯教育
理念：将生涯教育巧妙融入各学科知识点、
社团活动与社会实践等方方面面，为学生
了解各专业与职业方向做好铺垫；邀请校
友、家长走进校园分享学习工作的经验体
会，整合资源为学生体验和探索生涯规划
道路指明方向。

声扬飞童 乡村唱响天籁之音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
碧连天……11月29日，踩
着纯净悠扬的歌声，记者
和海口退休音乐教师陈亚
军一同走进临高县博厚镇
马袅中心小学的活动教
室。

从 2013 年“童声飞
扬”乡村儿童音乐教育项
目启动开始，在海南爱乐
女子合唱团、成美慈善基
金会、海南省乡村教育发
展促进会的共同努力下，3
年来志愿者们走进海南的
11所农村小学，为他们组
建合唱团，帮这些农村娃
搭建起通往音乐世界的桥
梁。

音乐给孩子们带来的
改变是多方面的。海南爱
乐女子合唱团团长助理宋
芳说，希望懂得音乐的志
愿者们能够加入他们的队
伍，为更多海南农村孩子
播下音乐的种子。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音乐教育很重要，但海南农村音
乐教育很薄弱，有的学校甚至是一张
白纸。”11月29日，在去往临高县博
厚镇马袅中心小学的路上，陈亚军对
记者说。

今年61岁的陈亚军是海口寰岛
小学的音乐老师，退休前已从事音乐

教学36年，退休后她加入了海南爱乐
女子乐团。2013年“童声飞扬”启动，
陈亚军就加入了支教队伍。

当她走进海南农村小学的课堂
时，发现绝大多数学校没有键盘乐器，
上音乐课就是老师给学生们放碟，六
年级学生认识五线谱的寥寥无几。

马袅中心小学音乐老师周江和临
高县文澜江小学音乐教师郑红玉对此
也颇为无奈。“体音美一直是家长学生
眼里的副科，在农村因为条件有限，大
家就更不重视了。”周江说，学校的教
学一体机语数外的主课都有教学课
件，但体音美就没有。因为没有键盘

乐器，周江和郑红玉都是自己买播放
器，提前下载音乐伴奏，上课的时候放
给学生听。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2013年，成
美慈善基金会与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
合作，共同启动了“童声飞扬”乡村儿
童音乐教育项目。

宋芳告诉记者，3年来，按照成美
慈善基金会、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促
进会提供资金，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
提供支教老师的模式，“童声飞扬”项
目已为海南11所农村小学组建了合
唱团，受益的学生过千人。从最初海
口的东山、旧州、灵山、永兴的乡镇小
学，到现在的临高马袅学校、万宁罗万
小学，“童声飞扬”也从海口走进了海

南的其他市县。
王莹莹是海口一所公立中学的

音乐老师，她同时也是“童声飞扬”
项目在海口市东山小学的支教老
师。那一天，课堂上，伴随着美妙的
钢琴伴奏，60多位学生排列整齐，神
情专注，各声部默契配合，歌声婉转
悠扬。

分声部训练，选择孩子们喜欢

的欢快歌曲，在歌曲中添加动作，王
莹莹的课堂要求严格，但也活泼快
乐。除了教唱歌，王莹莹还给学生
们讲解乐理知识。“经过两年的培
训、巩固，孩子们学得越来越快了。”
王莹莹说。

悠扬的歌声飘出教室，不仅让不
少学生扒在门上围观，还吸引了外校
的老师前来“取经”。在陈亚军上课

过程中，来自文澜江小学的音乐老师
郑红玉和陈丽叶一边听课一边记笔
记。“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音乐课，我
真是受益匪浅。”趁着课间休息，两位
老师赶忙凑到陈亚军身边请教。“如
何解决学生低音走调的问题？”“教唱
歌时应该用童声还是美声？”面对两
位年轻老师的疑惑，陈亚军都一一解
答。

11所农村小学“童声飞扬”

今年5月30日晚，东山小学“童
声飞扬”合唱团在海南大学举办了“东
山之光”乡村童声合唱专场音乐会。
《地球村的小孩》《青春飞翔》《bring
on the snow》等十多首中外经典曲
目一一上演，台下的观众都为这些农
村孩子们的表演感到惊艳。

从最初简谱都不会唱到现在能够

举办专场音乐会，孩子们惊人变化的
背后是一群人的努力坚持。

11月29日上课那天，陈亚军因为
着凉嗓子嘶哑。她泡了一杯热茶带在
身上，上课时依旧投入而充满热情。
记者算了一下，上课过程中“啊啊啊啊
啊”这一连串高音她唱了不下30遍。

王莹莹每周都要去一趟东山小学，

风雨无阻。“因为学生在等着我啊！”
为了支持合唱团的训练，马袅中

心小学校长林书明除了保障场地，还
专门从镇上的中学借来了一台钢琴。

“学校刚刚花了9000元钱购买了合唱
台。我觉得素质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希望我的学生不要成为学习机器，而
是能够健全发展。我会全力支持合唱

团的发展。”
马袅中心小学音乐老师周江除了

从周一到周四的课外活动时间都组织
学生们训练，自己也加入了海南爱乐
女子合唱团，每周末坚持去海口训
练。“爱乐合唱团里有很多优秀的老
师，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东西，以
艺促学，从而更好地教我的学生。”

这是一群人的心灵支教

农村音乐教育很薄弱

让农村娃在歌声中成长

教育1标题
童声飞扬（主）

海南省中学生运动会
田径赛闭幕

本报讯（通讯员李烨）历经三天的激烈角
逐，2016年12月11日上午，在北师大万宁
附中举办的海南省中学生运动会田径赛暨体
育体统项目田径赛（第二十二届中学生运动
会田径赛）圆满落幕。三亚市第一中学以
212.5分的高分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海南华
侨中学、文昌中学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海南省中学生运动会田径赛每年一届，
迄今已成功举办了22届，是海南基础教育领
域的体育盛会。

铅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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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给乡村孩子带来
美好感受。 计思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