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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

快言快语

“实践证明，在教育相对薄弱地区，
教师素养提升不是短期培训就能奏效
的。”省教育厅师资管理处副处长陈振华
说，从2015年起，海南开始教师培训改
革，即“国培计划”，主要面向乡村教师。
以“乡村教师专业能力提升”为核心，将
远程培训与本地教研、校本研修结合起
来，努力探索一种确有实效的常态化教
师培训机制。

自选动作
针对教学弱点与难点

在海南国培办与中国教师研修网共
同主办的海南综合项目工作坊坊主集中
研修班上，我们惊奇地发现，以往的“大锅
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每个地区的“特
色菜”：教师培训不再只是数百名教师聚集
在礼堂同听一个讲座，而是每个地区都能
根据本地区需要，自主选择研修培训主题。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中心学
校的学员李芙菊老师说：“现在的培训与
以往参与的培训不同，我更喜欢这种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真正体现学
以致用。原来是规定动作，现在是自选
动作，而且自选的主题与教学工作融为
一体，给我们解决了很多工作中的困

惑。”
保亭属少数民族市县，过去属教育落

后地区，教师老龄化现象严重。“30岁以下
的教师只占全体教师的4%，45岁-50岁
教师占到了一半”是当地师资结构的真实
情况。一些教研员发现，乡村教师课堂上
围绕重点、突破难点的教学基本功还很欠
缺，还没有学会放手，不能体现学生的主体
地位，不少教师还是实行“满堂灌”的教学
方式，阻碍了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

经过多次研讨，保亭县小学数学学
科教研员团队确定了本学科的研修方
案。第一阶段让坊员学会重难点的分析
方法，并选取一课时、一节或一章内容进
行重难点分析，并撰写一篇导学案。第
二阶段采取同课异构的方式，请坊员代
表和学科专家同时就选取的一节课进行
上课。第三阶段分组研讨。

在保亭县小学数学国培坊员的专题

学习中，由南茂中心小学的谢茹娜老师
和本片区的学科专家三道镇中心校教导
主任林珊鸿老师就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
内容《用乘除法两步计算解决问题》进行
同课异构，接下来全体坊员分小组采用

“世界咖啡”的形式，围绕“教师的导学有
什么地方需要改进，该如何改进？”“课堂
上学生的学习状态怎样？是否主动参与
学习？”等问题开展研讨。通过分组研
讨，坊员们分析出了学科专家是如何就
阅读与理解、分析与解答、回顾与反思等
三个方面进行课堂教学的，表示对于改
进自身教学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网住“学科专家”
聚焦一线问题

“根据当地需求，找到最佳解决问题
的方案，一直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中国
教师研修网项目专家蔡丽娟介绍说，根据

海南国培办的整体部署，立足海南教师发
展的实际需求，工作坊项目设计周期三
年，即2015年-2017年，自2015年起，该
项目在海口市（龙华区、美兰区）、万宁市、
东方市、定安县、屯昌县、保亭县、澄迈县
遴选351名，由教研员和优秀教师担任学
科工作坊主持人，项目中深入实施“坊主
团队演练小循环”和坊主对坊员“示范引
领实战大循环”的双循环模式，每位坊主
下面有50位教师作为坊员，平时由这
351个工作坊坊主带领1.7名学员共同研
修。

2016年总的研修主题确定为“基于
重难点的教研技能提升”，线下在组织形
式上以工作坊为单位，采取分学段、分学
科的集中培训，更突出学科性、针对性。
培训采取课例观摩、专题讲座、分组研
讨、专家点评、成果展示等方式，一改过
去的以专家报告为主要形式的老套路，

老师们能够充分参与其中。
海南国培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工

作坊”之上还有一个省级专家指导团
队，它由省级项目专家、优秀市县教研
员、一线名师共同组建而成。海口市教
育研究培训院副院长陈素梅说，“梯队
专家”的优点已经在实践中显现出来，
项目专家可以在宏观层面进行设计与
引领，一线名师更了解教学实践问题，
而地区教研员正好可以成为理论与实
践的桥梁。

区县统筹 监管到位
让集中活动真正落地

“2016年11月初至12月中旬，海口
龙华区坊员线下集中培训历时一个半
月，33个培训点（涵盖23个学科）同时进
行，集中培训136场，学科导师和坊主专
题讲座91场，示范课47节，推荐精品微

课443个，推荐精品课例173个……”龙
华区教研室教研员李少珍老师如数家
珍。

如何确保大规模线下活动的时间和
场地，各区县也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统
筹规划。定安县、东方市安排两个周末，
执行高效；海口市美兰区、万宁市和屯昌
县区县一个月里每个周末安排一天，井
然有序；澄迈县中小学和幼儿园在不同
的时间进行集中，监管到位。

海南省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中心
副主任丘名实教授总结说，项目实施体
现了如下主要特色和特点：一是深入开
展需求调研，整体设计各阶段的培训主
题和内容，开展“递进式”“周期性”培训；
二是依托项目市县学科、学段工作坊，实
现网络研修与本地研修、校本研修的有
机结合；三是组建由学科专家、优秀教研
员、一线优秀教师组成的“三位一体”教
研指导团队。项目较好地实现了网络研
修与校本研修结合、教育教学理论与教
学实践结合、自主研修与同伴互助、专家
引领结合，确保了培训的效果。

屯昌县教师培训中心王帘卿老师
说，国培正帮着我们的老师贴着地面起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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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应用 真提升，“国培创新”不再是纸上谈兵
——海南探索“国培”与本地教研、网络研修、校本研修深度融合模式

问：自主招生考什么内容？
答：各高校不同。主要分为高考

文化课（如北大自招考语数外理化，北
理工考语文数学）、大学专业相关基础
知识（如理科院系考察竞赛基础、传媒
专业考察电视节目分析、语言类院系
考察语言能力等）两种范围。

大学专业知识主要是学生需要提
前有了解。高考文化课难度介于高考
中档题到竞赛基础题之间。

问：自主招生怎么提前准备？
答：时间点上：高三上以前可以补

充一些竞赛内容；高三下应该专心准
备高考，不要为自招作专门训练。高
三学习，尤其是高三下的学习节奏一
定要以高考为准。

内容上：补充一些竞赛基础知识
点、多练习高考压轴题左右难度的题
目。

问：自主招生面试考什么？怎么
准备？

答：各学校不一样，面试模式共有
五种。

面试主要考察学生的表达能力和

逻辑能力。并不需要学生表现得很
“优秀”，情商正常、表达顺畅有条理即
可。准备自招面试，可以由父母陪孩
子在家多练习“计时对一个问题发表
自己的看法”的连续说话能力。

平时多关注时事新闻，从近两年
高校自主招生面试试题来看，各大院
校非常倾向于据社会热点提问，以此
来考察考生的思维能力。

问：新高三（2017高考）的学生现
在可以做什么准备？

答：暑假学习竞赛（或自招内

容）。9月参加数理化竞赛。文科生
参加作文比赛。

问：新高二（2018高考）的学生现
在可以做什么准备？

答：参加作文比赛，以及提前参加
各类竞赛训练。高二学生尤其可以参
加信息和生物竞赛，尤其是生物竞赛，
更容易获得奖项。

问：新高一（2019高考）的学生现
在可以做什么准备？

答：选择1-2科竞赛进行系统学
习。

“超级女声”杨凯婷：

唱出真我风采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从五音不全的“乐盲”到“超级女声”海南直
通区亚军，能够像百灵鸟一样拥有动听的歌喉，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2月19日，记者采
访了海口中学高二的“唱歌达人”杨凯婷。

生活中的杨凯婷与舞台上的她判若两人，
看起来像个邻家小妹妹，很难让人联想到舞台
上瞬间爆发力极强、颇具明星范的“超级女声”。

“我的性格比较偏男孩子，音色也稍微有些
沙哑，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五音不全。”杨凯婷
向记者介绍起她的歌唱之路。

父母亲都能歌善舞，自己唱歌却很难听，这
曾让小凯婷颇为懊恼。可是，她还是热爱音乐，
喜欢唱歌，经常趁着洗澡的时候过一过麦霸的
瘾。“我每次洗澡都要洗好久，开着音响，一个人
在里面哼歌，仿佛天地间只有自己与音乐。”

就这样唱着唱着，到了初二，小凯婷一下子
像被打通了七经八脉，居然很会唱歌了。后来，
还报名参加了2016年“超级女声”比赛，居然一
鸣惊人地一路过关斩将，最后获得了海南直通
区亚军。

“别看我表面上很镇定，实际上很紧张，毕
竟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正是这次比赛，给了她
信心，让她更加坚定自己有能力去完成自己的
梦想，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当她
代表海南前去湖南参加决赛，看到了许多之前
看不到的人与事，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

“外地有好多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是从小学
习声乐，精通很多种唱法，在这个过程中，我学
到了很多。”小凯婷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意识
到梦想是美好的，而通往梦想的道路艰辛而曲
折，自己不能只凭一腔热血，更要有长远的科学
训练。

“她们比赛时，全天要做自播，每天除了起
早贪黑地训练，还要时时架着自拍杆自播，这可
是个体力活呀。”凯婷妈妈提起这段经历，除了
为孩子骄傲，还颇有点心疼。“我家是个自由、和
谐的家庭，如果父母跟我的想法有分歧，他们会
告诉我，但最后还是会尊重我的意见。”虽然年
龄不大，凯婷却很有主见，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我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唱歌让我觉得
很开心，所以我不后悔现在的选择。”小凯婷一
脸自信地憧憬着，没什么可以阻挡自己对音乐
的热爱。对她来说，音乐不再是给别人看的才
艺，而是自己的快乐。

现在，杨凯婷一边努力学习一边练习唱歌，
梦想的种子在心中向阳而生。

■ 张成林

传不完的飞花令，诵不尽的古诗
词。“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在全社会
掀起了古诗词背诵的热潮。然而，热
潮之下，有人质疑，称古诗词学习，重
不在背诵，而在理解，甚至不惜给各种
背诵扣上死记硬背的帽子。笔者以为
背诵是一项基本功，尤其是学生阶段，
羽翼未丰之时更需博闻强记，虽然辛
苦一时，往往受用一生。

日常学习、工作中，我们常常经历
一种烦恼——词不达意。胸中有万般
丘壑，下笔却难成一言。这种表达之
憾，不仅有碍沟通，影响效率，甚至有
损个人能力的发挥。原因何在，多在
于看得不多、记得更少。能言善辩，我
们心向往之，然而，出口成章，需要日
积月累，信手拈来，也需熟记于心。倘
若没有扎实的记诵之功，个人表达难
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便表达
出来，也往往味同嚼蜡，缺乏美感。

然而，一谈起背诵，人们又总会陷
入极端。不少人以“学习不宜死记硬
背”为借口，将背诵一棍子打死。诚
然，学习需要理解，但理解不应是一个

在生活中感悟的过程吗？以古诗词为
例，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诗词文章，
大多是文化精华，理解其内涵往往需
要丰富的人生阅历，而学生大多涉世
未深，又如何能深刻理解这哲理与感
悟？相反，倘若提早铭记于心，随着日
后阅历渐深，在某一刻便会有茅塞顿
开之感，这种“柳暗花明”的愉悦，不正
是学习的功用吗？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背诵
之效，不仅仅在于所记内容的信手拈
来，同时，也可以点带面，促进综合素
质的提升。比如古文学习，倘若没有
数十篇古文烂熟于心，又如何能理解
古人行文的美感，又怎能理解虚词、实
词的深刻内涵？再比如，不少学生一
提起英文学习便不知所措，事实上，不
妨扪心自问，最基本的英语单词是否
已牢记于心，是否可以熟练背诵数十
篇范文？这种学习上的记诵，看似只
是文章的简单记忆，事实上，无形中培
养了语感，无论是对于语法、理解，还
是口语、写作，都大有裨益。

年少学习，正是博闻强记、储备知
识的最好时机，要不知疲倦多一些记
诵，莫等长大成人才抱怨腹中无物。

不可小视背诵的力量

今年高校自主招生政策有变化
省考试局权威解读

什 么 是 自 主 招
生？怎么参加自主招
生？什么样的人报考
自主招生更有优势？

众所周知，自主招
生可视作学生高考的
“保险”手段：当高考分
数没有达到统招的分
数线时，考生还可以凭
借自主招生的优惠政
策，通过“计划外招生”
进入理想的学校。

2017年高校自主
招生政策发生了变化，
很多考生和家长都对
此存有很多疑惑。近
日，省考试局有关专家
对这一政策作出了解
读。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 实习生 陈卓斌

问：自主招生有什么用？
答：自主招生可视为学生高考的

一道“保险”。例如：北大的统招分数
线在695分左右，某学生高考失利考
了670分，同时在自主招生考试中表
现优秀，获得 30分加分（或降分录
取），加分后为700分，高于北大的统
招分数线，即可顺利进入北京大学。

问：怎样参加自主招生？
答：自主招生为大学公开发布信

息，学生自愿报名参加，全程公开的招
生形式。

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月底
前，高校发布招生简章；3月，考生提
交申请材料；4月，高校审核考生材
料；4月底前，高校公示初审通过考生
名单；6月7日至8日，考生参加高考；
6月10日至22日，高考考核；高考出
分前，高校确定并公示资格名单；高考
出分后，考生填报志愿，高校录取。

问：可以拿到多个学校的自招加
分吗？

答：可以。在投递材料、获得初审
资格、参加考试等环节中，一个学生都
可以同时获得多个大学的自招机会。
但是部分高校也会明确表示不能同时
填报多所高校。在最后填报志愿时，
只能使用其中一所大学的加分。此
外，部分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时间可
能有所冲突，也需要学生和家长注意。

问：怎样获得自主招生资格？
答：根据2016年自招情况来看，

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尤其是高三
各次期中、期末及一模考试的成绩）足
够优秀，获得省级竞赛奖即有极大可
能通过初审，获得自主招生资格。

除了成绩优秀、获得竞赛奖项外，
发表个人作品、获得专利及参加大学
举办的各类夏令营也是获得自招资格
的有效条件。

问：参加学科竞赛对自招有什么
用？

答：进入国家集训队的同学可以
得到国家认可的保送资格，直接保送
清华、北大。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的同学大多数
可以直接与清华、北大签约，获得至少
60分降分（不需要再参加自招考试）。

获得国家级奖项的同学可以直接
获得清华、北大自招资格（需要参加自

招考试）。
获得省级竞赛奖项的同学可以更

容易申请到各大高校自招资格。
问：文科生没有竞赛，怎样获得自

主招生的资格？

答：文科生可以通过参加作文比赛
获得自招资格，大部分高校认可的作文
比赛有：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创新大赛、

“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等。
此外，部分高校还认可辩论赛的奖项。

达人档案
姓名：杨凯婷
就读学校：海口中学高二

开学季买买买，也要注意甄别

杨
凯
婷
正
在
录
歌
。（
受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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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图
）

又到开学季，各文具店的生意十分火爆，家长们都十分舍得为孩子花钱，开学季带来的诸多商机也被称之为“开学经
济”。但是，家长要保持清醒，不能随孩子的喜好随意买文具，一定要注意安全、环保等要求。比如，有些闻起来香喷喷的橡
皮中可能含有劣质香精，而一些练习本上也可能含有荧光增白剂，长期使用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损害。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热点关注

享受优惠 政策先知

参加竞赛 获取资格

提前准备 胸有成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