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教育周刊 2017年5月16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周华岚 主编：罗孝平 美编：张昕B07

高考时间

习作

■ 李星国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如期而至。
这是学子们收获的季节，同时又是焦
燥不安的季节。那么如何能将十几
年学的知识在考场上尽情展现，能力
得到尽情发挥呢？两个字：心态，要
树立心态就是分数的理念。

考前：藐视与重视结合

十年寒窗，久经沙场，相信自己
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惧怕高考和漠
视高考都是错误的。要端正态度，
甩掉包袱，从容进场。考前几天保
持脑子空白，多想一想考后如何痛
快地玩；另一种处理方式是尽量地
怕，怕过之后会发现什么也没有，再
上考场也就不怕了。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因此
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包括知识准备、
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物质准备：文具要全，文具盒要
有，至少几支同样的笔；准考证带好；
手表；手帕；风油精或清凉油；穿宽松
舒适的衣服，不要穿拖鞋。心理准
备：平静，平常心，谋事在人，成事在
天，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知识准备：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知识储备，相
信自己的实力，暗示自己该掌握的知
识都掌握了。

考中：心中只有试卷

考生要做到不受他人做题速度
影响、不受老师走动影响、不受老师
坐的位置影响、不受报时的影响、不
受天气环境变化的影响等。

领到试卷后，填好个人资料，先
用几分钟时间浏览一两遍，做到胸
中有全局。特别对经常研究考试题
的同学，这样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
感觉，觉得绝大部分类型题都做过，
绝大部分题自己都会做。这样，浏
览全卷就起到了稳定情绪、增强信

心的作用。浏览全卷，要做到“八
看”：页数是否齐全；印刷是否清晰，
有无文字障碍；自己的知识与题目
类型的对应情况，对提取大脑中知
识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试题的分量，
包括书写量、阅读量。考题量多，要
突出快；考题量少，要突出稳；难易
的分布、比例。题易谨防粗心，题难
不要灰心；阅读注意事项，这是解题
的指南；分数的分配，发现高分题，
设法突破；监考人员有无补充说明，
如题目更正等，一定要及时更正、及
时记住。

需要注意的是，在浏览试卷时不
要被某一容易的题或难题吸引住，要
认真审题、先易后难，以免影响整套
试卷的答题。在做难题时要避免两
种不良倾向：一是思想静不下来，脑
子钻不进去，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
结果哪个都没做出来；二是在某一题
上花费时间过多以至于影响了做其
他题目。对于难题，要仔细审题，弄
清已知条件和所求结果，挖掘知识之

间的内在联系。当实在是没有思路
时，要懂得放弃，要从全局来考虑，切
不可因小失大。

题目解答完后若有时间剩余，一
定要反复检查。

考后：考完哪科忘哪科

在第一场考完走出考场时，如果
激烈地与同别人争论，或兴奋、或懊
恼，必定会影响下一场的考试。要做
到考一科忘一科，一考百了，不对答
案、不议论、不想考试结果，暗示自己

“还行”。应及时调整到下一门应考科
目思路上，做到越考越精明，越考越有
信心。

“自我感觉”考得不好的科目不一
定真不好；这科“损失”下科补。可能这
科本来就是你的弱科；可能这科难，都
没考好等。变数在后面，希望在未
来。向前看，莫回头才是王道。

（作者系海南华侨中学物理教
师、国家级骨干教师）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为了帮助考生做好考前语文冲
刺，记者邀请到海南省国兴中学语文
组长李占民来支招。“就语文而言，我
认为，考生不妨从以下五大部分尝
试。”

第一，梳理知识点。在有限的时
间内，考生切不可急躁，一定要按部
就班、有的放矢地对高考各考点进行
知识梳理，明白哪些考点是自己已经
熟练掌握了的，哪些考点还比较生
疏。加大对生疏考点的复习训练力
度，补齐短板。

第二，熟悉应答模式。不同类
型的试题有不同答题方法，规范的
答题才能得到理想的分数。在最后
的这段时间，考生一定要不断熟悉
不同题型的应答模式，掌握各类选
择题的辨析淘汰方法，熟练语言表
述题的应答思维流程，尤其是那些
老师强调过的典型的高考真题的答
题流程。这样上了考场才能胸有成
竹，信心百倍。

第三，重温错题。在将近一年
的高考复习中，考生经历了许多次
模拟考试，做了大量的练习，其中一
定有一些错误丢分的地方。高考前

夕，考生如能将这些试卷、练习中的
错题重温一遍绝对是一种很明智的
选择。这种重温对于考生查漏补
缺、补齐短板有非常神奇的功效。
当然，考生重温错题，不能只是就题
论题，必须把该错题放在其类型题
的范围内思考。

第四，定时训练。越是临近高
考，考生越是不能松懈。这就好比体
育比赛，运动员必须保持热身状态一
样。考生在高考前的这段时间一定
要保持适当的练习量，并且注意不同
试题的定时训练。今年的语文高考，
由于取消了选考，阅读量、答题量会

较往年大些，考生在应答时必须把握
好时间，否则有可能答不完试题。所
以，考前考生多做一些定时训练很有
必要。

第五，多读优秀作文。作文是语
文高考的“半壁江山”，作文的得失有
时决定着语文的成败。短时间内提
高作文能力几无可能，但又不能放
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多读优秀文
章，读那些与近几年来高考作文题型
类似的优秀作文。在读这些优秀作
文的过程中，多多思考人家是如何拟
题、如何立意、如何选择材料、如何开
头结尾、如何布局谋篇的。

国兴中学语文组长李占民提醒考生重温错题、定时训练：

抓住作文这一
根

■ 李旭洋

五一放假期间，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到老家，
让我又一次找到根的感觉。

刚进村口，爸爸便早早地下了车，和路边的
亲朋好友亲切地打着招呼，“回来啦——”听着乡
亲们热情的问候，看着乡亲们阳光般真诚纯朴的
笑脸，一股暖流在心中轻轻地荡漾。

晚上，跟爸妈一起探望长辈，告别时长辈们
拿着手电送了又送。五一的夜晚，没有月亮的朗
照，可那一句句“慢点”的叮嘱，在我的心中如灯
光样亮起，如明月般皎洁。

我的故乡是爷爷奶奶的根。多少年来，爷
爷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地劳作，艰难地生活，但
他从来没有埋怨过，他用汗水诠释了故乡每一
位乡亲的痛苦和快乐。几十年来，从没有离开
过故乡的爷爷离开了我们，长眠于他劳作了一
辈子的黄土地上，孤身一人的奶奶不愿跟我们
住到城里，她说自己不习惯城市的生活，其实
我知道，奶奶和爷爷一样，他们的根早已深植
故乡。

我的故乡是爸爸妈妈的根。爸妈在这里生
活了十多年，他们对这片土地、对所有善良的乡
亲都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情感。爸爸常说，他喜欢
故乡清新的空气、碧绿的田野，更怀念在故乡那
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我知道，在爸爸心里，有
着对故乡深厚的根的情结。

故乡也是我的根。这里是我儿时玩耍的乐
园，有我儿时纯真的伙伴，有身体不好却还时常
念叨着我的奶奶，有刚进村口就亲切地叫着我乳
名的长辈……

诗人余光中说，故乡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
在这头，她在那头……

故乡，我的根，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点评：全文以根为主线，将祖孙三代对家乡
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那种对故乡的
爱意，以及对离开故乡后的眷恋，尽蕴其间。
文章内容不多，文笔精练，从祖辈到自己对家
乡的感受，娓娓道来，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值
得一读。

（作者系五指山市五指山中学高二1班学生
辅导老师：常要中）

我省启动新增博士硕士
授予单位（点）省级立项建设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省教育
厅日前决定在全省本科高校中优选符合条件的
本科高校，开展新增博士、硕士授予单位（点）省
级立项建设工作。申报截止日期为2017年5月
18日。

立项建设的原则有：需求导向，特色发
展。立项建设的学位点应紧密围绕国家战略
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能为我省 12个重
点产业、新兴产业直接服务，对提升办学水
平和引领学校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省级立项建设，逐步达到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点）申请基本
条件。提升质量，内涵发展。申报高校的本
科教学质量优秀、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成果
突出，拥有省级重点学科、省级科研创新平
台，优先考虑已与省内外高校联合开展研究
生培养工作的高校。优化结构，合理发展。
统筹规划全省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点）
的战略布局，重点支持专业学位发展，对实
力较强，能填补我省学科空白的学位点和满
足社会急需的学科专业授权类别可优先立
项。

资讯

精彩校园

征稿启事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
征稿启事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稿件来源除本报记者
自采稿件外，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现将本刊
开辟的外约栏目介绍如下：

校长视野：从校长的角度探讨对教育的看法

精彩课堂：老师分享课堂教学

师说心语：老师对学生成长的关注

校园达人：有特殊经历、技艺、事迹的师生

域外传真：海外从教、就读经历见闻

家有儿女：父母分享家庭教育、亲子时光

快言快语：对教育话题发表独到看法

习作：文字、图片均可

回首往师：曾经的老师给自己带来的启迪

读图：教育、亲子等主题的照片（包括组照）

此外，欢迎社会各界提供新闻线索。

邮箱：2996130659@qq.com

电话：（0898）66810126

特别提醒：
投稿标题格式为：姓名+单位+稿件名称+

栏目名，请在结尾留下电话号码，方便联系审
稿、稿酬等事宜。

开 栏 的 话

6 月 7 日，海南
的高考学子就要奔
赴考场了。在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内，考
生该如何复习？怎
样才能最大限度地
扩充知识库、提高自
己的分数？

本期起，海南日
报《教育周刊》特推
出“高考时间”栏目，
邀请各学科名师为
考生们指点迷津，包
括学科冲刺、心理建
设等方面，为考生们
加油打气。

预祝考生们考
出好成绩！

威武！
琼台有支龙狮队
■ 本报记者 刘操

本月初，2017“耀英杯”全国青少
年龙狮邀请赛在佛山举行。由琼台
师范学院学生组成的舞龙舞狮队凭
借无间的配合、龙狮的神韵、道具的
设计，获得全国二等奖。舞龙舞狮是
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活动，近年来我
省部分高校成立了校级龙狮队，通过
舞龙舞狮活动，学生们既锻炼了身
体，又学会了团队合作精神，更在运
动中传承了中国文化。

将传统文化精髓引入校园

将舞龙舞狮引入琼台师范学院
的是该校体育老师岳岩，他自幼练习
武术，2000年到2003年在广东接触
到了南派武术，从而学到了舞龙舞狮
专业技术。2007年他在海南师范大
学读书时，学校组建了第一支舞龙舞
狮专业队，岳岩成为队长。

“国家重视民族文化发展，龙狮
精神是一种不屈不挠、勇于拼搏的精
神，更是一种崇尚团结、凝聚合力的
精神。”2015年底，在琼台师范学院团
委的支持下，岳岩开始在全校范围内
招募队员。

“招录学生有两个原则，一是热
爱舞龙舞狮，二是能吃苦耐劳。”与其
他龙狮队不同，岳岩还选拔了清一色
的女生作为乐器配合队，打鼓、打锣、
打镲的都是女生。

“自从有了龙狮队伍后，学校里
很有生气，平时学校举办大型活动，
都会有龙狮表演来助兴，非常振奋人
心。”琼台师范学院团委书记柳善文

表示，龙狮队经过发展已经逐渐成
熟，希望在未来建立梯队，有更多新
生能够参与进来，体验舞龙舞狮的乐
趣，领会传统文化的精髓。

烈日下每天苦练4小时

零基础、零经验的40人团队组建
起来后，岳岩为此下了很多苦功。连
续数月组织集训，每天4个小时，双休
日、节假日也不停歇。

很多学生刚开始训练不太适应。
“龙狮强调基础，一个马步、一个弓步
都要到位。我们刚开始练步伐就练了
很久，一个麒麟步就可以学一节课，可
以说基本功要打扎实还是比较困难
的。”岳岩介绍，经过一段时间后，队员
们适应了龙狮队的训练，并逐渐掌握
了基本功和舞龙舞狮的技法。

宋国星是该校体育教育专业大
一的学生，也是龙狮队的狮尾。“上大
学才接触龙狮这项运动，平常都是电
视上看到的，终于在现实中看到了摸
到了，感觉很有意思，挺感兴趣的。”
像宋国星一样，很多一开始加入龙狮
队的同学都觉得龙狮表演很炫酷。

但真正训练起来，各种技巧难度
让学生们并不觉得轻松。岳岩介绍，
学校选择的是南狮表演，需要有创新
动作，借助器械和音乐表达各种意
境。而最难之处，就是要有狮头、狮
尾表达狮子喜、怒、哀、乐、动、静等神
情，在或动或静中，雕塑了狮的神情，
展现了狮的神韵。

人在狮子里面做动作，狮头的队
员一只手要扶着嘴巴架着狮头，一只
手要管狮子的眼睛，还要顾及狮子的

整体动作协调。而狮尾则要跟着狮头
的节奏完全保持一致。“一心二用做事
情已经很难，而舞狮需要一心三用，这
个过程需要我们不停锻炼协调性”。

龙狮表演中，需要展现翻、滚、卧、
闪、腾、扑、跃、戏、跳等高难度动作，不
仅如此还要有“内心戏”。“我们设置了
狮子上下桥的细节，狮子上下桥都讲
求韵律，两个人需要同时在桥上的凳

子上跳上跳下，转来转去，而同时下桥
时，两个人的着陆点也要一致。”

训练课程通常安排在午后，也是
校园里最热的时间段，队员们带上厚
厚的狮皮，做上几个动作已是满头大
汗。“非常可贵，没有一个学生叫苦
的，一天天地坚持下来了。”岳岩说，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学生们停不下
训练的脚步。

滴滴辅导意
拳拳爱幼心

这学期每个工作日的下
午4点半至6点半，海南大学
志愿者都会走进海口龙华区
居仁坊社区，给放学的小学生
辅导功课。在这个时间段，孩
子们的家长不少还在上班，志
愿者通过这样的方式陪伴着
孩子们等待父母回家。待家
长下班，孩子们的功课也完成
了不少，大大减轻了父母的负
担。在此期间，志愿者还跟孩
子们做游戏进行互动。

本报记者 罗孝平
通讯员 杨智伟 摄

琼台师范学院龙狮队。

心态就是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