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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选科
需要澄清的四个问题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高一学生，现在面临着选科
选考的困扰。我们下学期就要开始选科了，我目
前还不知道学校能给出多少组合，但肯定是比文
理分科的选项更多。面对这么多组合，我不知道
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求老师支招。谢谢！

一个不知所措的高中生

不知所措的高中生：
你好！来信收悉。你的困扰正是当下高一学

生普遍遇到的困扰。你们是第一届可以选科选考
的学子，你当下的选科直接决定了高考选考的科
目是什么。如此重要的选择权交到没有选择经验
的你们手中，的确会令人不知所措。

我的建议是，请认真对照“新高考”的相关方
案和政策，适当参考老师和家长的意见，综合检视
自己各方面的资源，再作全面权衡与选择。从生涯
规划的角度来看，做适合的选择无非是要澄清四件
事：你应该做的事，你能做的事，你擅长做的事和你
喜欢做的事。以此类推，要想做出适合自己的选科
决定，你需要按以下步骤确认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步，确认你应该完成的学科课程。请列
出高中阶段应该完成的学科任务有哪些，包括高中
阶段所开设的所有学科课程，由此澄清高中生的基
本任务和学业要求。这些学科课程能培养你的学
科核心素养，提升你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和生活品
质。厘清你应该做的事，无论多难，都请尽好本分，
毕竟所有的学科都要通过学业水平考试，取得相应
学分方能毕业。尽力完成学业任务，保证学习过程
的完整，可以提升参与感和增加生命体验。在这个
过程中，能习得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有助于个
人综合素质的提升和核心素养的养成。

第二步，确认你能Hold得住的学科课程。
在你应该完成的学科课程中，选择你能做的Hold
得住的学科打勾。这部分是你力所能及的领域，
请你努力把这些学科做到及格线以上，并尽量拔
高这些学科的成绩。

第三步，确认你擅长的学科课程。在学科课
程中，选择你擅长的学科并打勾。这部分是你如
鱼得水游刃有余的部分，是你自信的源泉，你要把
这个领域发挥到极致，尽量做到出类拔萃。

第四步，确认你喜欢的学科课程。在学科课
程中，选择你喜欢和热爱的学科并打勾。这部分
是你幸福的来源，是你自我调节情绪的重要资源，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珍惜和利用。

完成这四个步骤之后，整个排序的结果就好
比一个金字塔，立在塔尖的是你应该做、能做、擅
长做和喜欢做的选项，其次是你应该做且能做的选
项，在塔基的是你应该完成的全部学科课程任务。
这样一来，你的选择排序就已经清晰了，除了应该
做的事情要尽力涉及、保证高中学业的完整之外，
看看哪一门学科被选择次数最多，就优先选择它。
比如，如果有一门学科集四次选择于一身，既是应
该做的、能做的，还是你擅长且喜欢的，那这个学科
必然是首选的科目。接下来就是集三次选择于一
身的：应该做、能做和你擅长或喜欢的学科，最后就
是至少要被选择两次的：应该做和能做的。这样一
梳理排序，你的选择就越来越聚焦于适合你的学
科，适合你的六选三结果自然就出来了。

建议你尽可能选择你擅长和喜欢的科目，因
为成功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优势，在热爱的领域
里折腾也是一种享受，再不济也得选择你能做的，
你把握得住的学科至少学得不那么纠结痛苦。因
为够得着的幸福才是属于你的。最不能选择的是
你的短板学科。人生几十年，应该用在自己擅长和
喜欢的领域，真的不必与自己的劣势死磕。

千万不要因为某个学科选择专业的覆盖面广
就盲目跟风，就算这个学科可选择的专业覆盖面占
99%，你也只能做一种选择，只能选读其中一个专
业。何必让乱花迷了自己的眼呢？

既然拥有选择的权利，不妨主动理性地选择
自己擅长和心仪的学科，选择一个心仪和把握得
住的专业。守住初心，以自身的优势赢得未来。
我以为，这才是对选择权的尊重，对自己宝贵生命
的负责，更是对变化莫测的未来最好的应对姿态。

最后与你分享一段关于选择的美文：“年轻时
我以为做‘决定’就是‘做一个对的选择’，然而如
今我才明白，所谓‘决定’其实是‘做一个选择，然
后无论结果好坏，都欣然接受它。’如此思考人生
便豁然开朗。毕竟人生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
到遥远的未来，没人能够预知。”

所以，把每一段旅程和选择当作学习的机会
吧，如此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敞！祝你学会选
择、选科如愿！

惠君
（作者系海师附中心理教育中心主任、心理健

康教育特级教师）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为家人制作美食、走近高空吊
车司机……寒假期间，除了常规的
文字作业外，记者走访发现，不少
学校和家长给孩子们布置的“另类
作业”，让孩子的寒假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

给父母制作“爱心美食”

一个煎蛋、一份烤面包再加上一
杯热牛奶……近期，海口市民浦先生
每天起床后，都能吃到11岁女儿蒲
美希亲手制作的“爱心早餐”。

蒲美希是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五年级学生。每到周末，班主任都
会要求她们在家给家人制作美食。
经过训练，蒲美希如今已经能熟练
制作饼干面点。她表示，“制作美
食，我在乎的不是结果，而是制作过
程中的乐趣。”

今年寒假，蒲美希给家人精心制
作美食后，还会做成图文并茂的“美
篇”，将做美食的乐趣分享给更多
人。“生活即教育。”在蒲美希妈妈看
来，生活，是一种投入的劳动，就该如
此有滋、有味、有香、有爱。

“今年春节，我准备给家里的老
人做一顿饺子作为新春团圆饭。”蒲
美希说，“以前过年都是家里的老人

给我包饺子，长辈从没吃过我包的
饺子。今年，我要学以致用，好好露
一手。”

走近高空吊车司机

今年寒假，海南中学给高一学
生布置了一份题为“职场体验活动”
的特殊寒假作业，让学生花三天时
间走近职场人士，体会他们的酸甜
苦辣。

日前，在海口港高空作业工作
人员的指引下，海南中学高一学生
卢天予与几位同学顺着扶梯走进吊
车司机驾驶室，了解司机的日常工
作。这间驾驶室距地面约20米，司

机每天要将货物精准放置到货船或
转运车上。

“夏天闷热，小小的驾驶室里只
有一个小风扇，司机每天要在里面长
时间工作，非常辛苦。”卢天予颇有感
触地说。

“孩子能够在寒假体验繁重体力
劳动者的工作，从中体会他人工作的
不易，这份特殊的寒假作业效果不
错。”卢天予的母亲感慨道。

补上亲情陪伴这一课

今年寒假，海口市民张江南带着
12岁的儿子，一起完成了一份特殊
的寒假作业——回云南老家看望爷

爷奶奶。
张江南表示，联系隔辈异地亲

情、强化家族认同，对生活在异地的
独生子女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他无法
体验家族亲情，不利于其日后的人格
塑造。

过暑假时，张江南曾带着孩子
去欧洲旅行，在不同的国家游历。
但是，他认为，比起旅行，亲情陪伴
更有利于孩子的人格塑造，让孩子
体会到浓烈的亲情和爱，“爱他人
和被他人所爱，是人生中很重要的
东西。”

对于那些平常忙于工作的家
长来说，寒假是一段美好的亲子陪
伴时光。作为一名教师，张江南建
议，家长可以在寒假与孩子一起阅
读并进行讨论，产生思维碰撞；与
孩子一起制作小发明，激发孩子创
造力；与孩子一起走亲戚，享受亲
情陪伴。

海南中学教师柳海英表示，古
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寒
假中，学生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学
无字之书。寒假期间跟着家人走亲
访友，本身就是一次传统文化体
验。此外，还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
况下结伴出游，有相同爱好的同学
可以组成社团参与调查研究，还可
以参加公益活动，到孤儿院、养老院
献爱心等。

海口日月广场全明星滑冰俱乐
部拥有1800平方米场地，按照冬奥
会国际赛事标准修建，每天清冰两
次。去年1月，我省举办的首场专业
级青少年冰球赛事——全明星第三
届城市冰球联赛（海口站）就在这里
举行。

参与赛事策划的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海南冰雪运动发展尚处于
起步阶段，由于场地和师资力量的
缺乏，本土青少年球队没有良好的

成长土壤，去年遗憾缺席在家门口
举行的全明星第三届城市冰球联赛
（海口站）。

2017年10月，三亚首个大型冰
雪体育场馆——三亚启迪冰雪体育
中心建成开业，弥补了三亚此前没有
冰雪场馆的空白。占地25.5亩的冰
雪体育中心分为3个场馆，分别为游
客中心、冰球馆和体验馆，今年5月可
全部开放。今后，这里将成为三亚百
万市民参与冰雪运动的核心场馆，成

为三亚市集滑冰健身、冰上培训、体
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平台。

据了解，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
冬奥会，极大地激发了我国民众参
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溜冰滑雪场地
不断增加，推动了冰雪运动在全国
各地的发展。

“我认为，近年来海南冰上运动
的流行，与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也有
关系。相信以后还会有越来越多人
参与到冰雪运动之中。”颜伟韬表示。

越来越多青少年爱上溜冰、打冰球等运动

冰上运动海南渐升温

“网师”崛起
折射知识消费升级

■ 樊畅

“网师”，顾名思义，指的是
那些能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教
学，能在平台上获得持续收入，
并能在教学过程中收获尊严和
乐趣、拥有独立人格的群体。随
着“知识付费”时代的来临，“穷
教书匠”逐渐成为过去式，一个
依托互联网而生的新兴职业“网
师”正在崛起，他们中的一部分
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拿到令人艳
羡的百万年薪，刷新着公众对于
传统教育的认知。

“网师”是新时代、新经济催
生的新职业代表。说起“网师”，
与它一同跳入人们脑海的往往
还有另一个词：在线教育。近年
来，“网师”和在线教育的兴起推
翻了校园围墙，在时代发展与市
场需求的共同催生之下，迅速成
长壮大。

百万年薪“网师”崛起的背
后，是互联网时代知识消费的升
级。今天，知识付费理念兴起，
并日渐被更多人接受。过去，信
息的爆炸加上快节奏的生活方
式，促使人们通过网络来追求内
容的简单与便捷，知识获取也如
鹅毛般零碎。然而，热闹之下，
一些试图通过互联网达到教育
目的的人却陷入了“越求知，越
无知”的困境。于是，一面是碎
片知识“降温”后的“求知若渴”，
一面是传统教育拓展输出渠道
的迫切需求，在线教育便在这样
的情景下出现了。

在线教育持续走高的热度
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终身学习
正日渐成为大众的共同选择。
不同于普通的知识传播，在线教
育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了教育
的目的，事实上，它所具备的特
点也无不在实现着教育的功
能。一些“网师”所开设的网课，
除了实现系统、全面的知识传授
外，还使得教育个性化、差异化
的需求得到尊重和满足，既很好
地“搭车”网络技术实现了便捷
教育，又在碎片化学习中整合了
知识，提升了专业度，为人们接
受终身教育提供了便利。

教育无小事，有些显而易见
的常识仍然有必要重申。在线
教育既有教育之名，必要担起教
育之责，“网师”也绝非普通的

“网红”，尽管我们乐见教师群体
可以更多发挥个体价值、实现知
识的变现，但前提还得是将教育
职责履行到位。

（中国教育报）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韦思瑶

当北国冰天雪
地时，海南依旧温
暖如春。很多人认
为，由于气候因素，
海南与冰雪运动无
缘。其实，这种看
法并不正确。

近日，记者走
访海口日月广场、
名门广场、新城吾
悦广场的溜冰场后
发现，越来越多的
海南青少年爱上溜
冰、打冰球等运动，
冰上运动在海南正
流行。

另类作业，让假期更精彩

今年寒假，12岁的海南华侨中
学初一学生施广浩几乎每天都去溜
冰。起步、滑行、奔跑、旋转……一进
溜冰场，他就如同飞向天空的小鸟，
感觉自由自在。

“我的老家在东北，两岁半的时
候爸爸妈妈就带我去滑雪。从那以
后，我就很喜欢滑雪、溜冰。一年前，
我家附近开了一家溜冰场，我就经常
过去运动。”施广浩高兴地对记者说。

施广浩有时独自一人到溜冰场，
有时会约上同伴一同前往。“溜冰场每
天都有很多人过来运动。大家原本素
不相识，因为共同的爱好才来到这里，
运动时还能交到新朋友。”施广浩说。

海口日月广场全明星滑冰俱
乐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俱乐部开
业仅一年多，现在已经拥有100多
名会员。夏季散客较多，最高峰时
溜冰场日接待量达200多人次。

记者采访时发现，除了青少年，
不少成年人也爱上了溜冰这项运动。

8岁的海口小学生吴帧帧经常
和父母一起在溜冰场上撒欢、拍照，
其乐融融。

吴帧帧的父亲告诉记者，几乎每

年冬天，他们全家都会到北方滑雪、
溜冰。儿子一到溜冰场就兴致高
昂。他一直耐心地教导儿子各种溜
冰技巧，“父子俩一起在冰面滑翔，就
是最酷的事。”

吴帧帧的母亲表示，“溜冰这项运

动不仅能让孩子更勇敢、更富有挑战精
神，还能强身健体。只要他喜欢溜冰，
我们就会一直支持他，陪他一起玩。”

海南华侨中学体育教师颜伟韬
说，过去，海南缺乏开展冰上运动的
硬件条件，青少年的日常运动仅仅局

限在球类、游泳等项目中。一旦具备
了基本的硬件条件，很多人都想体验
过去在北方才能开展的冰上运动。
从体育锻炼的角度来看，溜冰等冰上
运动是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锻炼人
们的心肺功能、平衡能力等。

多家溜冰场人气旺

“溜冰运动让孩子更勇敢”

海南冰雪运动渐热

冰上运动能提升人们的平衡能
力和心肺功能。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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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美希为家人烹饪美食。 受访者供图


